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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复工复产
防控不放松 复产不误工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

陈肖玲 通讯员/张嘉宜)登记

身份信息、测量体温、出示通

行证…… 3月17日上午，西

樵图书馆恢复开馆。市民需

过“三关”，才能进入西樵图

书馆。

“时隔两月终于恢复开

馆，小孩们都高兴极了，昨晚

就叫我早点过来借阅书籍。”

家住百东村的张细妹在过

“三关”后，便归还了疫情前

期借阅的书籍。让她觉得方

便的是，在图书馆服务台就

可办理疫情防控期间免扣逾

期违约金服务，孩子们不需

看电子书“解馋”。“忍不住借

阅了六七本书籍，期待馆内

开放堂内阅读。”张细妹点赞

道，馆内的防控措施也做得

十分到位，市民也要按照馆

内的防控指引，齐齐做好防

护措施。

自3月17日起，西樵图

书馆的开放时间暂定为周二

至周日 08:30 至 11:30，及

14:00至16:30。按照《南海

区图书馆总分馆有序开放工

作方案》要求，西樵镇图书馆

计划分三个阶段逐步恢复开

放馆内正常服务。

“读者到馆内必需佩戴

口罩及带好身份证，同时需

要限时30分钟内完成借阅，

限时离馆。”西樵镇文化站工

作人员张其功介绍，目前图

书馆实施人流管控，同时在

馆人数不超过15人。达到

同时在馆人数上限后，将采

取“出一进一”措施限流，此

外未进场读者在外保持1.5

米距离排队轮候。

张其功还介绍，读者自

3月 17 日至南海区图书馆

总分馆(含读书驿站)全面

开放后一个月内，都可前往

服务台办理疫情防控期间

免扣逾期违约金服务。一

个月后如有超期未办理的

均将从实际借阅过期日期

起计算过期违约金，按原规

定执行。

“目前图书馆还加装消

毒灯，用于图书的日常消毒，

并在闭馆后大消毒。”张其功

表示，馆内每天两次消毒，降

低疫情防控风险。此外，镇

内读书驿站暂未开放，具体

开放时间可关注“西樵文体”

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动态信

息 或 致 电 西 樵 图 书 馆

86843264。

佛山千古情项目拟明年春节开门迎客
西樵有序推进复工复产，20个重点项目加快建设

“为企业提供服务和对

企业实施监管指引两个方面

实现两手抓、两不误。”西樵

镇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

工作人员张湛宜介绍，西樵

镇对全部43个在建在监建筑

工地实行网格化管理，确保

镇内在建工程进度、建设质

量与防疫到位。

其中在企业服务方面，

实施“1对5”挂钩跟踪，专人

专责跟进解决企业困难。“安

排9名专责人员分别负责5

个建筑工程，负责沟通联系

并收集登记各工程项目在复

工复产和疫情防控工作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如解决防疫

物资短缺问题，实施政策文

件宣贯解读。”张湛宜介绍，

西樵镇还对积极开展复工复

产工作的建筑企业进行诚信

加分。对3月1日前完成复

工复产工作的建筑工程，分

别对施工、监理单位进行企

业诚信加5分奖励。

据统计，全镇共有41个

建筑工程符合加分要求，对

82个建筑企业申报进行诚信

加分合共410分。

在监管方面，西樵则要

求各建筑工地严格落实复工

复产“六个一”要求，即企业

主要负责人主持召开一次领

导班子安全生产专题会议；

制定一份周密的复工复产方

案；召开一次全体员工大会；

开展一次全员安全教育；制

定一套应急处置方案；开展

一次全工地安全检查。

“西樵对建筑工地实施

疫情防控网格化管理，将

镇内43个建筑工地划分为

3 个网格，同时成立 3 个网

格专责组，由业务骨干任

专责组组长，每日到建筑

工地进行现场检查。”据介

绍，检查方式采取不发通

知、不打招呼方式，务求切

实了解建筑工地疫情防控

工作的实际情况。同时对

检查过程中发现措施落实

不到位、管理疏忽薄弱环

节发出整改通知书，要求

责任单位限期整改。

其他重点项目
复工复产进度

山南停车楼项目
该项目拟建立体停车楼一

座，人行天桥一座，及其相关配套

设施，人行天桥由主体停车楼第三

层引出横跨环山路两侧，延伸至南

海博物馆。立体停车楼主体建筑

楼高6层，建筑面积约35000平方

米，占地面积12781.49平方米，建

成后能提供约1200个车位。该项

目已申领施工许可证并完成桩基

础施工，现进行桩基础检测。

西樵新城区
路网建设工程：

西樵新城区路网建设工程(碧

霞二路、崇民纵一路)于2020年2

月下旬正式复工，复工后在安全生

产及防疫工作落实的情况下，开始

路面水泥稳定层施工。项目预计

2020年6月份完成路面工程施工，

10月1日前完工通车。

周家幼儿园至中心
附属幼儿园支线道
路工程(一期)：

项目位于西樵镇西樵社区周

家片西侧连接樵华路，东侧为太和

涌。该项目的建设能改善片区群众

日常出行、提升城市形象。该项目

总投资约1150万元。本工程包括

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排水工程、桥

梁工程、照明工程、绿化工程及交通

疏解等。项目于2020年3月12日

正式复工，现在正开始桥梁钻桩工

作及排水管道的开挖铺设。计划6

月完成道路排水、交通、绿化的施

工，2020年底整体完工。

文/图见习记者陈肖玲通讯员关蕴琪

机器人充当配送员
减少员工聚集
佛山中纺联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多

举措缩短防疫产品检测周期

呲呲呲……砰砰砰……在施

工现场，传来各种焊接声、捶打声

及机械的轰鸣声，仿若在奏着一

曲“复工交响曲”。

“目前工地已基本恢复正常

运作，正在有序推进基坑支护、土

方开挖和相关单体建筑的桩基础

工程。”作为宋城演艺在粤港澳大

湾区的首个项目，佛山千古情项

目已于2月19日复工，将以“旅游

演艺+主题景区”为主要内容深度

挖掘本地文化内涵。该项目邻近

西樵山风景名胜区，占地90.29

亩，计划总投资约10亿元，2021

年春节对外营业。

西樵岭南文化旅游项目施工

方代表张国铿介绍，在复工和防疫

两手抓的情况下，工地在各方的帮

助及自身的准备下，保证有500个

口罩的存量，保证至少5天的使用

量，为复工复产做充足的物资储

备。同时也要做好出入口人员登

记、体温测量、轨迹查询、办公区与

生活区消毒等防控工作。“原来的

宿舍可住6人，现在也改为2人间，

并每天做好不少于两次的消毒工

作。”张国铿还表示，为谨慎做好防

控工作，饭堂桌子亦设置了隔板，

并要求分三批分别就餐。

为保证项目有序推进，项目承

包商将继续包车前往重庆、四川、

湖南等省份，保障工人顺利回程。

而在相隔不远的西樵镇第五

小学爱国校区游泳池建设现场，游

泳池框架已初现，23名工人正争

分夺秒抢占工期。“工地于2月21

日复工，目前已基本实现工人

100%复工。”西樵五小爱国校区游

泳池建设工程是西樵镇“4+6”学

校新(改、扩)建工程的相关配套项

目之一，项目负责人余毅源介绍，

项目计划6月份如期完成工程建

设，目前正持续招工增加人手保证

工程进度。此外，工程亦落实了电

子通行证出入，测量体温、人员登

记和轨迹查询等防控工作。

20个重点项目加快建设

43个工地实行网格化管理

加速完善微生物实验室，攻关口罩检测项目，投入使

用机器“配送员”……自新冠肺炎发生以来，作为具备

CNAS（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和

CMA（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的权威检测机构，佛山

中纺联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紧密配合防疫物资生产企

业的测试需求，投入400万元添置防疫物资检测设备，提升

防疫物资检测效率，把好防疫物资生产企业质量关。

一走进微生物实验室，只见全

副武装的检测人员正铆足干劲进

行口罩检测。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口罩检测需求量激增。如何攻

破口罩质量检测大关，提高企业复

工转产速度，成为佛山中纺联检验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头等大事”。

佛山中纺联检验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除了利用原有设备提供防

护服、口罩等防疫物资的部分检

测项目外，该公司总经理张珍竹

组织相关负责人成立紧急扩项小

组，马不停蹄地紧急购置用于口

罩检测项目设备，如呼吸阻力、透

气阻力、细菌过滤效率、环氧乙烷

等，采购金额达400多万元。截

至目前，该公司已为西樵镇及周

边相关企业检测300多个批次防

疫产品，共1400多项检测项目。

“自复工复产以来，公司员工

连日加班加点完成相关样品的检

测，同时为转产企业提供技术指

导，实验室数十台防护物资检测

机器每天开足马力，部分滞留在

湖北的技术人员，也积极通过在

线视频投入到工作中。”张珍竹表

示，相关检测机构因短期检测业

务激增造成积压，防护物资检测

周期将达一个月时间。公司在完

成扩项后，缩短了检测周期。例

如一次性医用口罩7天便可完成

所有检测项目，加快了防护物资

企业复工转产速度，有效缓解了

局部地区防护物资紧缺情况。

“小帅哥，小美女，你的样

品已经送到了！”2月10日，佛山

中纺联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复工复产后，迎来了两位不用戴

口罩的“新员工”——送样品机

器人。轻轻按下送件目的地，这

两位高约1.2米，手提三个“大箩

筐”的“机器配送员”便载上样

品，分别在公司两层楼道里忙

碌起来。

“疫情发生后，公司迅速购

置2台定制式机器人充当样品

配送员。它们的主要工作是实

现办公区、实验室区内的全自主

免接触配送，最大限度地减少员

工聚集及接触，同时通过配送机

器人的使用，节省员工的时间成

本，提高员工满意度。”该公司企

业工会主席李桂说。

据介绍，该公司员工以90

后技术人员为主。在防疫复工

期间，除了部分员工因疫情管

制要求滞留在湖北以外，其余

员工基本到岗。对于从外地返

岗的职工，该公司积极协助做

好健康备案，并向滞留在湖北

未能返回的职工及时送上人文

关怀，保证疫情期间的全部工

资与福利。在西樵镇总工会与

企业工会的协助下，企业为员

工配备了足量的口罩、一次性

手套、消毒洗手液等防疫用品。

文/图见习记者何泳谊通讯员黎惠敏

提高防疫物资检测效率 机器人上岗减少员工接触

西樵图书馆恢复开放
暂只提供图书借还服务，限流限时借阅

“在各方帮助下，佛山千古情项目自2月19日开始

就有序复工。”在西樵山脚下的听音湖片区，十几米的

打桩机正在作业，工人们戴着安全帽及口罩有序配合，

喷水机正对着场地喷水降尘……这是佛山千古情项目

一派忙碌的施工现场。

一手抓防控疫情，一手抓复工复产。西樵正加快

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其中按照西樵2020年“空间赋

能，打造产业发展新西樵”的工作主线，涉及文旅重点

项目、学校基础设施、城镇路网、特种设施、高新企业厂

房等20个重点工程项目亦投入到紧张建设中。

截至3月13日，西樵共有在建在监建筑工地43

个，已复工复产建筑工地 42 个，复工复产率约为

97.7%，建筑工地返岗人数为2703人。其中20个重点

工程项目已全部复工，复工复产率为100%。

■佛山千古情项目施工现场。

■工作人员在生态化学实验室检测样品中的环氧乙烷残留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