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生态环境局禅城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两个水源地均存在
交通穿越情况，包括季华大桥、罗
南大桥（佛开高速）、紫洞大桥。
因此，冲刷桥面的雨水、部分危险
废物运输、潜在的交通事故，都可
能污染水源地的水质。另一方
面，紫洞水厂水保区内存在村庄、
鱼塘及零星农田，其中海边街居
民在水厂建设之前已存在，约有
50户居民。这些都存在污染水
质的隐患，解决问题势在必行。

位于紫洞水厂水源地二级饮
用水源保护区内的罗南大桥此前
已有应急预案和水收集系统，但

其他路桥建设时间早，未配备相
应措施和机制，穿越水源地的路
桥水收集能力、应急能力不够。
为此，禅城区立行立改，在2018
年底完成了紫洞大桥、季华大桥
应急设施改造和应急预案编制工
作，推动禅城区交通设施环境污
染应急处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今年11月，佛山市生态环境
局禅城分局还组织开展饮用水源
保护区周边环境隐患风险评估工
作，重点对禅城区两个水保区周
边的风险点和污染源进行排查并
分析其影响，提高风险防范能
力。对近年来保护区发生过的突

发性环境事件进行回顾分析，并
更新禅城区饮用水源专项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优化应急机制。

对于海边街居民短期内搬迁
难度大的问题，禅城区转变思路，
邀请符合资质的单位评估居民生
活污水对水源地水质的影响。根
据风险评估结果，对海边街居民
生活污水收集设施进行改造，将
污水统一收集至存储罐，随后跨
过大堤排入市场管网，解决了污
水隐患问题。同时加强对当地居
民的水源保护宣传和教育，并加
设生活垃圾收集站，及时收集清
理居民生活垃圾。

“一个月300元，一年3600
元，可以和老伴去个短期旅游啦！”
得知城乡居保养老金提升的消
息，禅城区退休居民蔡家杰算了
一笔账，和刚退休时相比，杰叔每
年的养老金都在涨，他笑称自己
的“荷包”一年比一年厚。

新标准将从2020年1月1日
开始执行，调整后的城乡居民基
础养老金每人每月增加了40元，
全区约2.4万名退休居民将从中
受惠。

禅城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建立之初，基础养老金标准为
100元/月。2012年开始，逐年提
高，至今已实现了九连涨，与十年前
相比，基础养老金涨了足足三倍。

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
年11月，禅城区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享受待遇人数为 23569
人，享受待遇金额为914万元/月，
人均养老金约为387元/人/月。

在不断填充老百姓的“钱袋子”
的同时，禅城区社保局还积极为退
休人员简化办事流程。早在2017
年，禅城就开始利用人脸识别技术
开展资格认证，退休人员通过手机
就可快速完成养老资格认证。

2019年，禅城还推出大数据
比对认证、上门认证等创新性养
老资格认证方式，为群众提供更
优质、高效、便捷的社保经办服
务。（相关报道详见2019年11月
21日《珠江时报》今日禅城02版）

禅城区全力推进饮用水水源地综合整治工作

水质保持常年达标让市民喝上放心水

养老金年年涨居民满满幸福感
禅城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走过10年，明年基础养老金升至

300元/人/月，已是第九次提升养老金

祖庙街道召开垃圾
分类动员大会

制定四大措施
推进试点工作

珠江时报讯（通讯员/周洁）12月
2日，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召开垃圾
分类动员大会，会议传达了禅城区垃
圾分类动员大会精神，解读了祖庙街
道生活垃圾分流分类工作方案，明确
了祖庙街道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试点
工作目标和举措。

祖庙街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推进生活垃圾分流分类试点工作。一
是街道机关带头践行，在机关办公场
所已放置可回收物箱的基础上，先从
领导、机关干部做起，做好垃圾分类处
理的情况资料收集，并及时总结反馈
情况。二是祖庙街道垃圾分类办公室
将对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行培
训，用“请进来、走出去”方式学习先进
经验。先让干部掌握相关知识技能，
熟悉工作思路，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方案制定。三是
宣传普及相关法规政策和常识知识，
进行公众教育，奠定思想基础，为顺利
推进试点工作创造浓厚氛围。四是在
前期调研的基础上，扩大调研面，待确
定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的示范
点后，以示范片区为基础，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生活垃圾
分流分类工作。

饮用水水源地的环
境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
饮水安全。禅城区高度
重视水源地保护，自
2018年起多措并举，推
进饮用水水源地综合整
治工作。经过两年的持
续攻坚，水源地环境得
到改善，水质保持常年
达标，并持续高质量稳
定供水。

据介绍，两年来，禅
城区内沙口（石湾）水厂
水源地、紫洞水厂水源
地两个水源地的水质均
稳定达到《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3838-
2002）》Ⅲ类评价标准
要 求 ，达 标 率 保 持
100%。

近日，佛山市人社
局和佛山市财政局联合
发布关于调整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
金标准的通知，按照全
市的调整标准，从2020
年 1月开始，禅城区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升至每人每月
300 元，比 2019 年提
高了40元，这已是禅城
区第九次提升城乡居民
基础养老金。

至 2020 年，禅城
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走过整整 10
年。早在2010年，禅城
区就在全国率先实施城
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
度（后改名为“禅城区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养 老 保
险”），整合了“新农保”
和“城居保”，并延伸至
特殊困难群体，实现养
老保障制度全覆盖。

从制度的实施，到
待遇的额度和提升频
次，禅城都走在了全国
前列。全区约2.4万城
乡居民退休人员的“钱
袋子”不断鼓起来，收获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幸福感”。

时间回到2010年，按照佛山
市统一部署，禅城区建立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全区形成了
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主、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为辅的覆盖
全社会的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为农村居
民和城镇非从业居民建立的养老
保险制度，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可以
按规定申领城乡居保养老金，保障
老年基本生活，实现“全民养老”。

禅城区社保局副局长刘庆
佳介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禅城分两步推进，2010年覆盖至
全体农村居民及城镇居民中的特
殊困难群体，2011年覆盖至全体
城镇居民，实现养老保障制度全
覆盖。禅城率先整合了“新农保”
和“城居保”，把城镇和农村居民
参加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待遇
标准、享受年限等一一对等。

这一步，禅城比全国早走了
一年。2012年7月，新型农村和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现制度
全覆盖，标志着我国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体系初步形成。由于禅城的起
步早、见效快，在2012年，禅城区社
保局获得由国务院颁发的全国新型
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先进单位。牌匾分量之重，至今一
直摆放在禅城区档案局里。

实际上，除了全覆盖外，禅城区
在推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时还
创新了多项改革。如实现了城乡居
民和全征地待遇的叠加，并对困难
人员、低保人员等特殊人群实行政
府100%代交保费的做法，实实在
在地打通了惠民的“最后一公里”。

在养老待遇金额标准上，禅
城始终高于全国水平，且调整的频
次之多，幅度之大，在全国范围内
均属少见。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十年九连涨

养老保障制度全覆盖 获颁全国先进单位

压实长效监管责任
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为加强日常监管，2018年8月
禅城区政府印发了《禅城区饮用水源
保护区环境保护长效监管工作方
案》，明确各职能单位在饮用水源保
护区（下称水保区）环境管理方面的
工作职责，将水源保护区重点日常工
作纳入常态化管理范畴。

同时，为进一步压实责任，禅城
区政府与4个镇街和6个职能部门
签订了《饮用水源保护区长效监管责
任书》，进一步明确了水保区一级区
种植和养殖行为清理、围网建设和保
洁等具体责任，督促各单位切实履
责、加强水保区环境管理。

另外，市生态环境局禅城分局，
南庄镇政府、张槎街道和石湾镇街道
办事处，市水业集团还签订了《禅城
区进一步加强水源保护区环境保护
工作三方协议书》，规定协议三方各
司其责，加强对水保区的日常巡查，
并及时对环境风险隐患进行处置或
者报送、调度。

根据《禅城区进一步加强水源
保护区环境保护工作三方协议书》内
容规定，按照市生态环境局禅城分局
每月1次、各镇（街道）每周1次的频
率对全区水源保护区进行巡查，市水
业集团每天对取水点上游1000米、
下游500米的水域范围和上述水域
两岸河堤面中心线向陆纵深50米的
陆域范围进行巡查。

此外，禅城区还在沙口水厂水
保区生态涵养区建立环卫人员巡查
机制，由禅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安排3名工作人员每日专职对该
区域进行巡查，由禅城区环委办对巡
查人员进行培训，并建立微信群供反
馈、调度巡查信息。

两年来，水源地整治工作成效
显著，两个水源地的水质均稳定达到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2002）》Ⅲ类评价标准要求，达标率
保持100%。下一步，禅城区将化鼓
励为动力，一如既往地做好饮用水源
保护工作，让市民喝上放心水。

文/珠江时报记者方婷
通讯员李景光

据了解，沙口（石湾）、紫洞
水厂水源地分别于 2009 年、
2012年完成标准化建设，设置了
水保区界标、道路警示牌、航道
警示牌及围网等设施。但由于
年久失修，两个水保区的标准化
设施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损坏、
破旧等情况，不足以起到警示、
保护作用。此外，破坏围网、倾
倒垃圾、钓鱼游泳等现象时有发

生，沙口（石湾）水厂水源地和紫
洞水厂水源地的围网，均出现不
同程度的损坏；紫洞、乐从和藤
溪水厂水保区内存在建筑垃圾、
生活垃圾。

为解决此问题，禅城区加强
饮用水源保护区标准化建设工
作。以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为契机，安排
专项经费，对饮用水源保护区标

准化设施建设进行完善。在紫洞
水厂、沙口（石湾）水厂水源地分
别新建了6.2公里和1.8公里高标
准生态围网。

此外，还加大饮用水源保护
的宣传力度。在水保区设立26
个警示牌（含道路、桥梁和航道警
示牌）、14个界碑、18块宣传牌和
8个宣传横幅，对潜在的威胁饮用
水源安全的行为起到警示作用。

新建高标准生态围网 完善标准化设施建设

改造污水收集设施 解决村庄污水隐患

企业申请驾培资质
要注意这些问题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 通讯
员/朱明）驾培企业开展驾驶员培训业
务时需要注意什么？近日，禅城交通
部门在办理相关业务时，发现不少企
业存在误区，为此向驾培企业发出通
知并答疑。

有驾培企业反映说，教练车更换
营运证时，存在时间不确定的问题，快
则十几天，慢则好几个月。对此，禅城
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解释，在教
练车新旧车更替、教练车转户等方面，
都会涉及营运证办理的情况。车辆办
理营运证，由于要联网办理，与相关网
络公司的工作效率相关，通常会在一
个月内办理完。

在这一个月内，交通部门会进行
合理管理工作，如果因系统原因需要
延时办理，驾培企业要出具书面说明
原因。若是因教练员不配合提供车辆
信息或企业管理不完善等原因延迟办
理营运证的，交通部门要从严查处该
企业。因此提醒驾培企业要主动办理
好营运证并随车携带。

交通部门提醒，在地方公路控制区、
高速公路控制区内，明令禁止擅自修建
建筑物或构筑物等。为了安全，禁止在
控制区内开办训练场。为此，建议企业
在驾培选址时，一定要避开控制区。

交通部门表示，根据教练车的规
模，企业新增训练场面积最少不低于
10000平方米，才有资格办理场地申
请业务。企业申请开办机动车培训业
务，一定要具备企业法人资质，非企业
法人资质不具办学条件。

创意文艺演出
献礼十年校庆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马丹
通讯员/邹海文）11月29日，禅城区张
槎中心小学迎来建校十周年，师生们
用一台极具创意的文艺演出献礼张槎
中心小学十岁生日。

活动当天，装扮一新的校园、大气
炫酷的舞台、精彩纷呈的原创节目以
及精神饱满的师生，为校庆的到来增
添了喜庆氛围。文艺汇演围绕“在适
合的天空下”这一主题展开，师生们融
合龙狮、武术、葫芦丝吹奏等校园特色
课程，编排了多支原创节目，举手投足
间尽显学子的青春个性与创新活力。

“乐声朗朗，龙狮飞扬……今天
要努力学习本领，明天要成为祖国栋
梁。”最扣人心弦的环节当属全体师生
起立合唱校歌，台上台下几千余人手
举彩色道具，齐声同唱，一词一音中渗
透着对学校的殷殷情谊。

2009年9月，由原大江小学、上
朗小学、村头小学、村尾小学、莲塘小
学和古灶小学六校合并而成的张槎中
心小学创建，一所充满青春姿态的学
校在全国针织名镇张槎街道的中心区
域拔地而起。

张槎中心小学校长杨翠介绍，学
校自组建以来，将六校积淀的教育文
化予以融合凝炼，在“适合教育”上狠
下功夫，着重推进以“狮书画乐”为主
体的特色课程及教材建设，让全体师
生在课程中享受“本土四艺”文化的熏
陶，同时以硬件高标准、队伍高素质、
办学高品位而享誉禅城，成为区域教
育发展的品牌标杆，实现“适合教育”
建设品质的再提升。

文/珠江时报记者黄群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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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历年基础养老金情况：

制图/李世鹏

■经过两年的持续攻坚，禅城水源地环境得到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