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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

陈志健 通讯员/朱嘉泳）近日，

里水召开加快建设南海区城乡

全面融合发展标杆镇、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最美岭南水乡工作

调研会，听取全镇各部门、村居

负责人围绕城乡融合、推动里

水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汇报。会

议要求，2020年，要以筑牢底

线思维，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工

作主线，推动里水建设成为城

乡全面融合标杆镇。

2019年，里水镇正式吹

响建设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标

杆镇的号角，城市发展工作可

圈可点，里湖新城基本完成征

地工作；全力打造南北两条旅

游精品示范线路，推动 12个

品牌村居建设；经济方面，全

年税收再创新高，华特气体

更成为佛山首家科创板上市

企业，这是继 2018年文灿股

份在上海主板上市后的又一

喜讯；三大千亩村级工业园

改造项目进展顺利，大冲工

业园改造方案表决通过……

全镇各项工作进展有序，开展

得如火如荼。

里水镇委书记谭艳玲、镇

长麦满良分别对里水建设城

乡全面融合发展标杆镇的工

作进行再部署。谭艳玲以“勇

气、担当、尊重、协作、效率”5
个关键词，展望 2020年的工

作。她希望接下来的工作要

有底线思维、发展思维、攻坚

思维和全局思维。共同努力，

攻坚克难，解决一批难事、真

抓实干做一批民生实事、谋划

一批有利于里水未来的大事，

为推动里水高质量发展、争创

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标杆镇贡

献力量。

谭艳玲表示，随着粤港澳

大湾区战略的深入推进，里水

正迎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

试验区，南海区连片乡村振兴

先行区、示范区，南海区创建

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

新实验区等多个机遇叠加的

发展期，必须抓住机遇，推动

高质量发展。2020年，要有

攻坚思维，敢于啃硬骨头、要

有勇气面对难题。在村级工

业园区整治、水环境整治、人居

环境治理、征地拆迁等问题，各

部门、各村居干部要突出“干”

字当头。

麦满良表示，2020年是

里湖新城的建设年，里水将依

靠新城区的建设，增强城市对

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同时，

通过做好国土空间规划的大文

章，努力推动里水持续发展，使

城市更城市、乡村更乡村。

会议透露，里水将加快里

湖新城建设；南海区有轨电车

里水示范段力争2020年上半

年动工建设；提速一环创新圈

建设，做优做强佛山南海电子

信息产业园，力争用3年~5年

将电子信息产业培育成里水新

兴产业和支柱产业。

同时，各部门、各村居干部

要筑牢底线思维，找准各类安

全的风险点、隐患点，提前采取

措施预防风险，以推动高质量

发展为工作主线，推动里水建

设成为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标杆

镇。

新的一年里水将解决一批难事、做一批民生实事、谋划一批有利于未

来的大事

争创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标杆镇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

陈志健 通讯员/朱嘉泳 摄影报

道）近日，里水镇委书记谭艳玲

为流潮社区三家五星级文明家

庭揭牌，寄语星级文明家庭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继续做好文

明示范引领作用，助力里水乡

村振兴工作。据悉，里水已评

出3086户星级文明家庭。

当天，在流潮社区居民陈

仕全家门前，醒目的里水镇星级

文明家庭牌匾吸引着大家的目

光。作为全镇3086户星级文

明家庭之一，陈仕全说，感谢党

和政府对他家庭的支持和肯定，

以后会继续做好门前三包、传承

优良家风，带动身边居民讲文

明、树新风，助力流潮社区建设

成环境优美、乡风文明的地方。

2019年10月底，里水镇

启动首届“星级文明家庭”评

选。围绕“爱国守法”“居家整

洁”“家风淳朴”“热爱社区”“热

心公益”五个方面开展评选。

经过家庭自评、社区初评、镇街

复评三个阶段，完成“星级文明

家庭”评选，共评选出“五星文

明标兵家庭”28户，“五星级文

明家庭”349户，“四星级文明

家庭”941户，“三星级文明家

庭”1768户。

流潮社区党委书记林伟锦

表示，当前里水正全力推进乡

村振兴工作，流潮社区作为12
条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正大

力推动环境改造，提高居民生

活质量，同时也重视精神文明

建设，通过星级文明户的评选，

带动村民争先创优，共同参与

乡村振兴工作。

里水镇宣传文体办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阶段将探索研究星

级文明家庭的激励机制，提升群

众参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希望

通过做实“星级文明家庭”评选，

从思想上、道德层面上引导群众

服从社区管理，积极参与社区建

设，和谐邻里、乐于助人，形成良

好的自治、法治、德治氛围，进而

助推乡村振兴建设。

里水评出3086户星级文明家庭
将探索研究星级文明家庭激励机制，提升群众参评主动性和积极性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通讯员/黎嘉翔 摄影报道）昨

日，狮山镇查处治理违法用地

违法建设共同责任制领导小

组办公室（简称“狮山镇查治

办”）等多部门出动约 270名

工作人员，第 3次依法强制破

坏性拆除狮山镇芦塘社区三

雅经济社两栋违法建筑的超高

部分。

2015年印发的《狮山镇农

村宅基地个人自建住宅建设管

理办法及规划技术规定》第四

条显示，村民宅基地自家住宅

原则上不得超过 5层（楼梯间

计入层数），建筑总高度不得超

过18.5米。据了解，这两栋宅

基地的业主在建房时，均没有

按照标准进行建设，形成了宅

基地超高违建，其中最高的一

栋违建房屋加建楼层至 10层

半，建筑总高度达30多米，超

出标准一倍。

当天，狮山镇查治办及罗

村查治办、城管、国土、综治、派

出所，联合狮山镇宣传办等多

部门，约270名工作人员组成

联合执法队伍。行动开始前，

工作人员按照计划对拆违现场

进行全面检查，清退无关人员，

并在周边拉起警戒线，安排工作

人员站岗警戒。随后，供水供电

部门对2栋违法建筑采取停水、

停电措施。

在违建楼房内部，多名工作

人员使用风炮机、铁锤等工具，

对地板、内外墙体等实施拆除。

值得注意的是，超高违建

的内部存在不少旧的拆除痕

迹。原来，本次行动是对该违

法建筑进行的第3次整治。前

期，相关部门曾多次对业主进

行思想教育，但是业主依旧顶

风作案，利用工作人员的工作

时间差，“见缝插针”地安排工

人偷建抢建，并将前期破坏性

拆除的楼梯护栏、楼梯及地面

等进行“修补”，给生活在周边

的群众造成更多潜在的安全隐

患。

“今天除了破坏性拆除外，

我们还会将两栋建筑第5层以

上的违建部分进行全封闭，希

望可以彻底解决违建问题。”

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查治

办副主任窦华康表示，采取全

封闭措施可以阻止其他人再

次进入其中，避免业主继续偷

建抢建。接下来，罗村查治办

将继续加强日常巡逻，保持

“露头就打，出现就拆”的高压

态势，对“两违”进行管控和强力

整治，全面遏制新增，加快化解

存量。

狮山镇查治办等多部门拆除两栋违建超高部分

保持高压态势 遏制新增“两违”

中国警务视频发展研讨会
在佛山举行

佛山公安
摘得七个奖项

珠江时报讯（记者/郭美欢通讯

员/魏巍）近日，由人民公安报社主

办、中国警察网承办的第三届中国

警务视频发展研讨会暨2019年度

中国警务视频展播颁奖活动在佛山

举行，佛山公安摘得“十佳人气视

频”“优秀创意视频”“十佳视频直

播”等7个奖项。

据了解，此次研讨会是首次在

北京以外的城市举行，参评单位来

自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设置了“十佳

出品单位”“十佳栏目”“十佳短视频

账号”“十佳资讯短视频”等奖项。

其中，佛山市公安局获评“优秀

组织奖”，视频作品《长大后，我就成

了您》获评“十佳人气视频”，佛山市

公安局南海分局视频作品《警察梦

不遥远》获评“优秀创意视频”。

近年来，佛山公安积极探索融

媒体发展路径，创立佛山公安融媒

体工作室，坚持百姓视角，主动顺应

融合传播移动化、视频化、青年化的

浪潮，在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持

续发力。目前佛山公安新媒体矩阵

全网粉丝已达870余万。

“此次活动是全国公安政务宣

传的盛事，选在佛山举行是对佛山

公安工作的认可。”佛山市公安局指

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借此活

动和全国各地公安交流警务视频创

作经验，希望未来能更准确地把握

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规律和公安工

作规律，积极探索运用公安媒体融

合发展的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

不断提高佛山公安新闻宣传工作的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市消防救援支队
挂牌成立

珠江时报讯（记者/郭美欢通讯

员/赵华）近日，佛山市消防救援支队

举行挂牌仪式，标志着全市消防救

援队伍建设进入新篇章，对加快推

进全市消防救援队伍正规化、专业

化、职业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消防改制一年来，佛山市消防

救援支队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决策部署，面对重大灾害事故和急

难险重任务，冲锋在前、不畏艰险，

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突

出贡献。

佛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王

帅表示，佛山市消防救援支队将以

挂牌仪式为新的起点，积极探索建

立新体制下的工作机制，着眼于“全

灾种”“大应急”的职能地位，着力提

升综合应急救援能力，织密火灾防

控责任网，健全风险隐患排查体系，

全力提升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

化水平，努力创造平安和谐的消防

安全环境。

《袁夏影画展》
在佛山开展

珠江时报讯（记者/王方亚）“原

来，我还可以是梵高、塞尚、高更、米

勒、马蒂斯、夏加尔、毕加索，不只是

我自己……”近日，“向美而生”艺海

拾贝沙龙活动在佛山阅见先行书店

举行，佛山知名朗读者顾月在朗诵

袁夏影画展前言《由影及画》。

袁夏是佛山市文化馆摄影家、

知名策展人，此前花了两年多的时

间，从自己拍摄的海量图片中甄选

部分照片塑造成画，通过修图软件

将照片处理成一幅幅生动的“画”。

2019年11月8日，袁夏凭借一组

独特的具有画意的照片入选第三届

国际摄影研讨会暨2019丽水摄影

节，引起国内摄影界的关注。

应佛山阅见先行书店邀请，袁

夏在佛山展开巡展，首站设在阅见

先行书店二楼，将展至2020年1月
8日。当晚，袁夏还与观众分享了自

己对绘画和摄影艺术的感悟。袁夏

说，未来还陆续会在佛山其他地方

开展，让更多的市民感受摄影艺术

的魅力。

■五星级文明家庭获授牌。

■工作人员依法拆除违建超高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