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1日 东秀社区碧华村，查获
偷倒渣土车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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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拟投25亿
新扩建25所学校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通讯

员/陈富瑜）3月23日，狮山镇镇长

黄伟明带队实地走访调研拟扩建的

狮山镇芦塘小学，研究规划该校的

发展蓝图。这是狮山拟推进的25
个新建扩建学校工程项目的其中一

个。未来五年，狮山镇将投入约25
亿元，用于25个新建扩建学校工程

项目。

3月22日下午，狮山镇举行推

进新建扩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工程

工作会议，对未来五年内将要新建

扩建的学校工程进行论证和部署。

会议提出，狮山将规划新建罗村第

三初级中学、孝德小学、下柏华兴陶

瓷厂三旧改造配建小学等10所公

办学校，扩建官窑第二初级中学、芦

塘小学等15所学校。未来五年，狮

山将投入财政资金约25亿元，用于

这25个新建扩建学校工程项目，预

计 将 新 增 公 办 中 小 学 学 位 约

30000多个。

3月23日，黄伟明带队实地走

访调研拟扩建的芦塘小学，和相关

人员研究讨论该校的发展规划，助

力新建扩建学校工程项目的推进。

黄伟明强调，教育是最大的民

生工程，教育的质量代表城市的软

实力，要将教育作为优质资源集聚

的平台，助力狮山的城市发展。希

望狮山镇各部门、各村居等都来支

持教育发展，科学规划、布局和提升

教育水平，逐个落实25个新建扩建

学校工程项目，保证市民的子女全

部有学上、上好学。

大沥城市管理局接报后

迅速联系黄岐盐步交警，利用

“天眼”排查发现车辆曾出没穗

盐路。然而，因不是即时信息且

该路段流向复杂，仅凭以上线索

无法继续追查车辆。就在追查

陷入困境时，梁赞初传来好消

息。才2小时不到，他的微信好

友立刻发来线索，告知车辆出没

西瑶碎步市场，正在联安谭约村

某厂房旁进行作业。

“这一次可不能再让你们

逃走了。”梁赞初第一时间把

线索上报至大沥城市管理

局。接报后，大沥城市管理局

与保洁公司立即赶到现场，发

现了早上疑似偷排的抽粪

车。“没错了，就是他们了。”一

同赶到的陈梅开对比车牌和

乘车人，确信上午遇到的就是

他俩。

面对执法人员的质询，当

事人李某再次以发生意外、正

在处理污染的说辞作为回

应。尽管当事人坚持未有偷

排行为但污染路面已成事实，

大沥城市管理局依照规定暂

扣当事车辆并对其立案处理。

3月 23日，当事人前往

大沥城市管理局接受调查，初

步认定该起事件为偷倒行

为。“按照规定，当事人将自行

承担因道路和管道污染产生

的保洁费用。”大沥城市管理

局三中队副中队长邓仲江表

示，若案件最终认定涉及偷倒

行为，还将按照《佛山市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对

其进行处理。同时，由于当事

人曾因偷倒行为被处罚，执法

部门还将按照规定、结合实际

情况调整本次处罚力度。

“本次行动充分体现了社

会参与、群防群治的大城管思

维。”大沥城市管理局主要负

责人钟伟星呼吁，更多市民积

极参与曝光违法行为，为共建

美丽大沥奉献力量。

自3月份开展专项整治

以来，城管部门先后查获多宗

偷倒、撒漏、未做好防止遗撒

措施案件，依法暂扣车辆15
辆，立案处理15宗。对于影

响恶劣的偷倒和撒漏行为，城

管部门还将利用户外宣传栏，

以视频滚动播放的形式进行

曝光。钟伟星提醒相关行业

从业者务必遵守规定规范作

业，一旦被认定为违规行为将

依法处理，最高可罚7万元。

3月25日晚，里水镇镇长麦

满良组织了一场足球友谊赛，运动

结束后到了一家农庄宵夜，通过带

头外出运动和消费，以实际行动支

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提振商家和

市民信心，带动里水经济社会尽快

回到发展快车道。

足球场上，球来球往，欢声笑

语不断，生机凸显。麦满良表示，

当前里水正在打造绿色健康小镇，

绿色和健康是重要的元素，疫情发

生以来，人们运动量大大减少，现

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希望通过以

身作则，鼓励市民多到室外运动、

消费，让生产生活重回正常轨道。

运动过后，麦满良一行来到麻

奢一农庄宵夜。虽然才晚上8点

多，但宵夜食客不少，脱下口罩的脸

庞，展现出久违的笑容。

经过测量体温、消毒等措施

后，麦满良在农庄入座并点了鸡

粥、炒粉和鱼肠芋头酿辣椒等特色

农家菜。

就餐过程中，麦满良与大家交

流探讨如何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

关。麦满良表示，各行业主管部门

要按照中央和省市区部署要求，帮

助指导企业、商铺及个体经营户一

手抓防控、一手抓经营，营造安全、

平稳的消费环境。各经营户要科

学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采取做好

防疫、打包外卖、拉大餐桌间距等方

式营业，避免人员聚集，为顾客提供

安全消费环境。要做好安全消费

知识宣传，提醒广大市民在购物消

费时要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只要不

聚集、不扎堆，在做好防护的情况

下，都可以出来购物消费。

丹灶、里水主要领导带头购物消费，提振市民消费信心，助力服务企业渡过难关

动起来一起出门“逛吃买”

盐步穗盐西路莺涌路
口，查获一辆违运渣土
运输车

广佛新干线小桥红绿
灯口，查获一辆违运渣
土运输车

广佛新干线小桥红绿
灯口，查获一辆沿途遗
撒建筑垃圾运输车

3月21日

“我们搞脏了路面，对

交通、市容环境造成负面

影响，是我们的责任，是我

们的错，不该逃逸……”

近日，当事人李某在大沥

城市管理局接受调查时

坦言，这是一次深刻的教

训，往后一定严格做好防

范措施。

污染路面被抓现行落荒而逃，城管、市民联手抓获当事人

依法立案调查 严查违规行为

桂城街道召开清明祭扫工
作会议

取消聚集踏青
倡导网络祭祀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丁当

通讯员/何德智）3月25日，桂城街

道召开 2020年清明祭扫工作会

议，会议要求各职能部门、社区加

强宣传引导，降低清明祭祀人群聚

集带来的疫情、山火防控风险。

清明节祭扫高峰期间具有“短

时间、小空间、高密度”的特点，南海

区各殡葬服务机构的骨灰安葬（安

放）高度集中。去年清明期间约有

210万人次到南海区殡仪馆、各公

墓开展祭扫活动，清明节当天突破

56万人次。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全市将

暂停所有现场祭扫活动。从 3月

18日起，全市已暂停现场祭扫服务

接待，建议市民通过“粤省事”的“云

祭扫”进行网络祭扫。

会议部署了清明节期间三山片

区山林防火值守工作，森林防火安

全防护期为整个4月，桂城街道共

设置西江土地庙上山口、三山森林

公园门口等17个森林防火值勤点，

安排了机动巡逻队，在大松林、林岳

岗、三山森林公园开展安全巡查，排

查山火隐患，并组建防火应急分队，

落实山火应急处理措施。

桂城街道辖区内虽没有殡仪

馆、公墓及骨灰楼，但个别社区内存

在山头，对于防止群众清明期间聚

集进行踏青、堆坟拜祭等的工作压

力不容忽视。

“祭祀先人是优良传统，但当前

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大家要向

居民、外来乡亲解释好暂停现场祭

扫的必要性。”桂城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办事处主任岑灼雄，要求各

职能部门积极贯彻上级疫情防控

指挥部的决策部署，各社区要落实

属地责任，毫不放松，认真做好清

明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保护好居

民安全。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要从3月20日说起。陈梅

开是大沥镇一名保洁人员，日

常负责广佛路与广佛新干线

盐步段的卫生保洁工作。当

天上午9时左右，当其途经佛

山一环辅道下白泥路段时，

远远看见一辆抽粪车停在路

边，一名中年男子拿着一根

管道朝向下水口。此时，下

水口周边满是黑色泥浆式污

染物。

“不好，肯定是有人在偷

排污染物。”陈梅开一边开着

车靠近抽粪车，一边大声喝住

对方。对方车上走下一名女

子解释说，他们不是偷排而是

管道意外破损，一时间没控制

住导致撒漏路面。

面对这番解释，陈梅开并

不认可。“你看，事发地就在路

人较少的路段，污染的位置又

刚好在下水口旁，这些巧合看

起来更像说了谎。”出于慎重

起见，陈梅开掏出手机拍照取

证。

不曾想，女子竟然抢夺手

机。陈梅开大声喝住对方，女

子见状当即交出手机，撇下同

伴独自驾车离开现场。

由于前方有遮挡，陈梅开

的照片没能完整记录车牌号

码。于是，陈梅开果断驾驶摩

托车追了上去。从一环辅道

到广佛路，陈梅开追上了女

子，看清了车牌剩余的字母和

数字。或许是发现了陈梅开，

原本靠边停车在广佛路的车

辆再次启动，陈梅开继续追

逐。尽管如此，最后还是让车

辆溜走了。

陈梅开第一时间把车牌

号和照片上报至公司负责人

梁赞初。梁赞初一边上报至

大沥城市管理局，一边通过朋

友圈曝光了本次疑似偷排污

染物的现场照片和车辆号牌，

发动大众提供车辆线索。

路面遇偷倒 抓拍留证据

文/珠江时报记者周钊泷 通讯员陈瑾严嘉杰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也在逐渐恢复，可是对商家尤其

是服务行业商家而言，疫情造成的影响仍然存在。如何让市民大胆出来“逛吃”，如何

拉动消费经济，成为各级政府关切的问题。

近期，南海多个镇街主要领导纷纷“站”出来，通过逛、吃、买等方式，提振市民消

费信心，帮助相关企业渡过难关。

“最近生意怎么样？我们

也来支持一下。”近期，丹灶镇

各行各业有序复工复产，餐饮

行业也逐步按要求恢复堂

食。为帮助餐饮等服务行业

尽快回归常态，3月25日，丹

灶镇委书记张应统、镇长陆文

勇等镇领导班子成员利用午

休时间，带头游公园看景赏

花、逛商场踩点消费，以实际

行动提振市民信心。

经过测量体温、手部消

毒、查验电子通行证等“防疫

流程”后，一行人进入翰林湖

农业公园，走进花海感受久违

的春日气息。行至草莓园，一

行人驻步停留，关心询问起收

成、销售等情况。挑选好小番

茄后，张应统走向收银台结

账，并与收银员交流起来，“现

在逛公园买水果的市民多不

多？价格是否与此前持平？”

随后，一行人来到佳盛广

场，了解商场复工复产情况，

同时开启“带头消费”模式。

走进一大型超市，陆文勇在体

育用品专卖区挑选起来，不时

向身旁售货员询问。最后选

定了自己心仪的乒乓球拍。

陆文勇“埋单”时不忘向商家问

好：希望你们生意兴隆！而其

他领导班子成员也各自选购

了鲜花、文具等商品。

民以食为天。正值饭点，

商场内多家餐饮店前人流渐

增，熟悉的“烟火气”正在回

归，张应统一行人来到位于商

场三楼的北方菜馆。进餐厅

前，员工对所有人员进行体

温测量和查验通行码，同时

提供手部消毒服务。就座

后，一行人点了水煮饺子、上

汤豆苗、酱骨架等菜品，并向

店长了解餐馆复工情况及拉

动消费举措。

文/珠江时报记者见习记者吴泳 吴玮琛 陈志健

通讯员 张柏林朱嘉泳

班子成员游公园逛商场■丹灶

■里水 镇长组织了一场足球友谊赛

群众供线索 追回当事人

穗盐路莺涌路段东往
西方向，查获一辆违运
渣土运输车

穗盐路时代广场路段
东往西方向，查获一辆
违运渣土运输车

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
东往西方向，查获一辆
违运渣土运输车

穗盐路河西大道路口
东往西方向，查获一辆
违运渣土运输车

3月12日

3月13日 盐步大道广佛新干线
路口南往北方向，查获
一辆违运渣土运输车

盐步穗盐路与盐步大
道三河红绿灯交汇处
路段，查获一辆违运渣
土运输车

3月14日 盐步东秀亨漖货场桥
底路口路段，查获一辆
违运渣土运输车

盐步东秀亨漖货场桥
底路口路段，查获偷倒
渣土车一辆

盐步穗盐路与盐步大
道三河红绿灯交汇处
路段，查获一辆违运渣
土运输车

3月17日

3月20日 盐步一环辅道路段，查
获一辆不按规定倾倒
污染物运输车

■涉事的违规车辆被依法暂扣。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