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名 禅城区南庄镇紫南村 （98分）

第二名 高明区更合镇小洞村 （97.5分）

第三名 高明区明城镇坟典村 （96.5分）

第四名 南海区九江镇下西社区（89.5分）

第五名 南海区大沥镇凤池社区（88分）

明检得分

排名前五名的

行政村（社区）

第一名 高明区更合镇良村村 （87分）

第二名 三水区乐平镇源潭村 （86.5分）

第二名 南海区九江镇镇南村 （86.5分）

第四名 三水区白坭镇富景社区 （86分）

第五名 三水区南山镇六和村 （85.5分）

暗检得分

排名前五名的

行政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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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付艳霞

通讯员/罗慧）昨日，南海区委书

记闫昊波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

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省支

持深圳开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

工作部署推进会精神，市委常

委会贯彻落实要求，研究南海

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指出，深圳等经济特

区建立40周年，是我国改革开

放进程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节

点，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

证明，党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

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南海和深圳等经济特区一样，

同样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

富具改革创新精神，40多年

来，从“六个轮子一起转”到“以

信息化推动现代化”，从率先探

索农村土地股份制，到勇担广

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

验区建设重任，闯出了一条独

具南海特色的改革开放之路。

当前，南海正处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新形势需要新担当、呼唤新

作为。南海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出

席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的重大

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丰富内

涵和精神实质，坚持改革不停

顿，开放不止步，努力在新起点

上开创南海各项工作新局面。

会议强调，要拿出扎实举

措，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在南海落地

生根。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

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和

视察广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上来，进一步解放思想、大

胆创新、真抓实干、奋发进取，以

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

革开放。要学习深圳经验，支持

深圳试点，认真对标对表，增强

大局观念，发挥南海所长，全面

加强与深圳合作，全力支持深圳

开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要践

行新发展理念，加快高质量发

展，紧紧抓住建设广东省城乡融

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的重大

机遇，强化以改革促发展、以创

新增动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城乡

融合，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努力实现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

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开

放合作，积极参与大湾区建设，

主动把南海区位优势转化为区

位责任，全面加强对外开放合

作，加强与湾区城市互通互联，

加快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

区、三龙湾南海片区等重大平

台建设，助力广佛全域同城化，

深化与港澳现代服务业合作，

在打造广佛极点、在建设国际

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中充

分体现南海担当。要坚持人民

至上，不断加大民生投入、提升

民生品质，解决好就业、教育、

医疗、社保、住房、养老、食品安

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群众

关心关注的民生实际问题，不

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要坚持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干部队

伍建设，促进“守底线、强担当、

增效能”，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坚定

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

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会议要求，要把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当前和未来

一段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抓好

落实，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开展主题宣讲等多种方式，

扎实开展学习活动，确保学深

悟透做实。要借鉴深圳发展经

验，结合南海发展实际，抓好

“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研

究出台具体工作措施，提升南

海各项工作水平。要加强学习

宣传报道，在全区掀起学习宣

传热潮，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家喻户

晓、深入人心、落地落实。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源力

通讯员/廖毅雯)昨日，2020年

第三季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

项检查结果通报会在市政府新

闻发布厅举行。会上，明、暗检

排名前五的每条村（社区）各获

得100万元资金奖励，其中南

海九江镇下西社区、大沥镇凤池

社区和九江镇镇南村等三条行

政村（社区）榜上有名。副市长

葛承书出席通报会。

根据通报，区检查得分方

面，排名前两名的区为第一名高

明区、第二名三水区，五区的得

分均在70分以上；镇检查得分

方面，排名前三名的镇（街）为：

高明区更合镇、高明区明城镇、

南海区九江镇。

会上，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领导小组对高明区和三水区

给予通报表扬；对更合镇、明城

镇、九江镇给予通报表扬，并为

明、暗检排名前五的行政村（社

区）颁发各100万元奖励，资金

将全部用于获奖村（社区）的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新增投入。

据悉，自9月份开始，市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专项检查工作专

班对照《国务院农村人居环境大

检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专项检

查计分标准》（2020年6月），对

全市5区32个镇（街）64条行政

村（社区）的农村人居环境情况

深入开展了明检和暗检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检查实

行检查人员行程轨迹备案制度，

检查人员在每个受检村的平均

行走步数为23000步（约12公
里），并对每一处扣分要求拍摄3
张现场照片和问题发生地点实

行定位。此外，检查评分严格执

行抽检回访、问题反馈申诉、会

议审核认定和结果公示等流程。

葛承书表示，此次专项检查

结果是一把反映全市5区32个
镇街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客观

标尺，希望各区、各镇街对照检

查结果，分析研判，举一反三，全

市5区32个镇街一同发力，把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做得更

好，为乡村振兴工作带来美不胜

收的风采。

佛山市知识产权证券化
暨佛山标准成果发布会举行

10项佛山标准发布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春妹通讯

员/钱飞飞）在昨日举行的佛山市知

识产权证券化暨佛山标准成果发布

会上，佛山标准专用标识、首批10
项佛山标准发布，标志着“佛山标

准”工作正式启动。佛山市副市长

许国出席发布会。

根据《关于推进佛山标准工作

的实施意见》，佛山将重点打造“佛

山标准”供给、评价、点亮、培育和保

护五大工程，计划到2023年，制定

佛山标准超过100项，通过评价的

佛山标准产品超过 300 个；到

2025年，制定佛山标准超过200
项，通过评价的佛山标准产品超过

500个，使佛山标准成为中国制造

品质标杆，引领佛山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

当天发布会，第一批的10项佛

山标准正式发布，全国地级市首单

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产品——“兴

业圆融-佛山耀达专利许可1-5期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同时亮相。

中德工业城市联盟第
九次全体会议举行

联盟城市增至47个
珠江时报讯（记者/洪晓诗）昨

日，中德工业城市联盟第九次全体

会议在佛山机器人学院举行，100
多名联盟成员城市代表通过“云会

议”形式，共话中德地方合作与发

展。会议上还发布了《中德地方经

济合作年度报告2020》，并为新加

入联盟的成员城市代表授牌。佛山

市副市长乔羽出席会议。

本次全体会议采用“线下+线
上”的方式进行，共有19家中方城

市80多名代表、15家德方城市20
多名代表参加。本次会议为四家中

方新成员城市举行了授牌仪式。至

此，联盟城市已壮大到47个。与此

同时，《中德地方经济合作年度报告

2020——新形势下中德企业科技

创新合作的现状与展望》也于当天

重磅发布。

中欧文化周开幕
珠江时报讯（记者/洪晓诗）昨

日傍晚，2020中欧文化周在佛山

大剧院开幕，活动期间将举办中欧

文化长廊、德国商品设计展、中欧电

商节等活动，更有夜游三龙湾、坊塔

音乐节等特色活动，活动将持续到

10月25日。

活动由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佛山市外事局指导，佛山中德

工业服务区（三龙湾）管理委会员主

办，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驻穗总

领事、中德工业城市联盟代表等嘉

宾出席开幕式。

本次中欧文化周系列活动以

“传统有秋色巡游，现代有中欧文

化”为目标定位，打造佛山国际文化

交流平台，助推三龙湾高端国际艺

术社区建设。期间有艺术大赏、中

欧民谣之夜、欧洲生活方式展三大

板块活动。

首届中欧文化周的成功举办将

有助于提升三龙湾城市形象吸引

力，营造国际合作与区域发展新优

势，佛山市委、市政府将坚定不移支

持三龙湾建设，加快打造优美城市

环境和高效政务环境。

闫昊波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
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
在新起点上开创南海各项工作新局面

佛山第三季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检查结果通报

南海三条行政村（社区）获100万元奖励

珠江时报讯（记者/方婷 通

讯员/谭红春）日前，由南海公安

分局交警大队桂城中队、车管所

主办，桂城街道应急管理办、桂

城街道建安办、桂城街道消防

办、桂城派出所、广东好易点科

技有限公司协办，佛山珠江传媒

时报有限公司承办的“一盔一

带”安全常在——南海区桂城街

道电动车安全出行宣传活动在

桂雅社区桂雅公园内举行。

“电动车，需上牌，推车上楼

大危害。出行必须戴头盔，生命

安全第一位。园区骑车靠右行，

礼让行人邻里亲。拒绝超载守规

则，车辆充电有指定……”随着桂

城街道同德社区千灯一号舞蹈社

团快板曲《摩电管理齐参与》表演

开始，拉开了活动的序幕。

自实行佛山电动车管理新

规定以来，许多市民仍然对于管

理新规不甚了解。为此，桂城交

警中队谭红春警官带来交通安

全知识宣传小课堂，通过真实视

频事故案例介绍了骑乘电动自

行车因违反交通违法行为引发

的交通事故，并普及电动自行车

安全出行的相关知识，详细解读

了《佛山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

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如若出现

违法行为，还将受到处罚。罚款

金额从50元到2000元不等，

甚至面临扣车处罚。

在现场论坛环节，各部门

的代表围绕电动自行车交通安

全出行进行讨论，并针对市民

关心的问题一一进行解答。为

加强互动，活动还设置的有奖

问答环节，居民答对问题就可

获得特制的电动车安全头盔。

活动现场还开设一个临时的上

牌点，需要办理电动自行车上

牌业务的市民可即时将电动自

行车带到会场进行登记上牌。

桂城中队副中队长邓泓表

示，希望通过此活动进一步加强

电动自行车的法律法规和安全

出行注意事项的宣传教育，提升

市民的交通安全意识，规范出行

交通秩序，齐心共建有序稳定的

交通环境。

讲知识 答疑惑 送头盔
桂城街道电动车安全出行宣传入社区

■电动车安全出行宣传活动现场。 珠江时报记者/苌民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