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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豪主持召开禅城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坚决全面彻底
肃清李嘉、
万庆良流毒影响
珠江时报讯
（ 通讯员/禅宣 ）
昨日，禅城区委书记刘东豪主持
召 开 区 委 常 委 会（扩 大）会 议 。
会议专题传达《中共广东省委关
于坚决全面彻底肃清李嘉、万庆
良流毒影响的通知》精神。会议
强调，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
坚决拥护、坚决执行省委关于坚
决全面彻底肃清李嘉、万庆良流
毒影响的决策部署，坚决不搞小
山头、小团伙、小圈子，着力营造

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要求，
的上下级关系、干干净净的社会
是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推动全面
关系，决不允许搞政治阴谋，危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迫切需
害党中央权威，决不允许拉帮结
要，是锻造优良党风政风、确保
派，决不允许政商勾结，形成利 “两个走在前列”目标顺利实现
益集团。
的重要保障。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
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
要提高政治站位，认识到全面彻
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迅速结
底肃清李嘉、万庆良流毒影响， 合实际情况，制定全面彻底肃清
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维护以
李嘉、万庆良流毒影响的具体行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动方案,通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

会等措施，教育全区党员干部深
刻吸取教训、引以为戒，从政治
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坚决
全面彻底肃清李嘉、万庆良流毒
影响。
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
要加强政治建设，努力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切实增强
责 任 感 和 紧 迫 感 ，针 对 流 毒 影
响，区委带头，逐个查找，坚决整
治。要以刮骨疗毒、剜肉治疮的

决心和勇气，彻底根除李嘉、万
庆良流毒影响，为奋力把广东建
设成为向世界展示践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窗口”和“示范区”作出
禅城应有的贡献。
区委常委，
区人大常委会、区
政协主要负责同志，
副区长，
区法
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
区委区
政府办公室主任，各镇（街道）党
（工）委书记等参加会议。

禅城区政府党组召开民主生活会
珠江时报讯
（ 通讯员/禅宣 ）
昨日上午，按照中央和省委、市
委、区委部署要求，
禅城区政府党
组召开 2017 年度民主生活会，紧
扣“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不折不扣、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决
策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一切工作，
奋力在新时代干出新气象、实现
新作为，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
禅城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
的
主题，
深入查找问题，
进行党性分
析，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会议严肃认真、团结和谐，
达到了
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凝聚力量的
目的。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
书记、区长孔海文主持会议，
区政
府党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区纪
委、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到
会指导。
会前，区政府党组进行了认
真准备，
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学习，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参加
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认真学
习《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坚决全面
彻底肃清李嘉、万庆良流毒影响
的通知》精神，
深刻认识肃清流毒
影响的极端重要性，为开好民主
生活会打牢思想基础。认真研究
制定民主生活会方案，广泛深入
听取各方面对区政府党组的意见
建议，扎实开展谈心谈话活动。
在此基础上，区政府党组成员紧
密联系邓伟根、宋德平、廖东明、
苏伟波、冯永康、乐绍才、卢志华
等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违纪违法
典型案例，深入查找自身突出问
题，
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
会上，孔海文代表区政府党
组作了对照检查，深刻剖析区政
府党组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产生问
题的原因，提出今后的努力方向
和改进措施。区政府党组成员一
一作对照检查发言，开展严肃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
大家聚焦主题、

畅所欲言，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揭
揽区政府党组工作全局，努力推
短亮丑、不遮不掩，
对同志的批评
动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禅
建议出于公心、坦诚中肯。会议
城落地生根、
结出硕果。
还通报了 2016 年度区政府党组
二是认真落实《中共中央政
民主生活会整改落实情况。
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
孔海文在总结讲话中强调， 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
坚决维护
区政府党组成员要以本次民主生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活会为契机，
对照存在问题，
认真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
制定整改方案，切实抓好各项整 “四个意识”
，
坚定
“四个自信”
，
做
改措施落实，并在今后的具体工
到“四个服从”，严守党的政治纪
作中把这次民主生活会的成果体
律和政治规矩，
杜绝
“七个有之”
，
现出、转化好，
共同推动区政府党
做到“五个必须”，坚决全面彻底
组各方面建设迈上新水平。
肃清李嘉、万庆良流毒影响，
坚决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抵制圈子文化、码头文化、拉帮结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派、政治阴谋，坚持对党绝对忠
的十九大精神，确保贯彻落实到
诚。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
区 政 府 党 组 工 作 各 领 域 、全 过
作出的“三个定位、两个率先”和
程。要按照
“学懂、弄通、做实”
的 “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
要求，深入学、系统学，掌握核心
前列”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统领，
要义和创新观点，
做到学以致用、 确保中央、省、市各项政令在禅城
知行合一、融会贯通，
切实把学习
畅通无阻、
不打折扣、
落地见效。
成果转化为高度的政治觉悟，转
三是认真落实《中共中央政
化为新的思维理念，转化为推动
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
落实的能力本领。自觉以习近平
细则》，
持续抓好作风建设。坚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
以身作则，
努力发挥
“头雁效应”
，

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相
关实施办法，
勤于检身正己，
始终
做到清廉自守，持之以恒克服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
驰而不息祛除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推动作风
持续稳定好转。深入践行党的群
众路线，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认真
开展
“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
活
动，把问题找准、把症结搞明、把
措施做实，扎实解决好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四是认真落实新时代全面从
严治党总要求，切实抓好党的建
设。严格履行区政府党组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
以上率下、以身
作则，
带头严格用权、
严于律己，
认
真落实《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
要求，
深刻汲取本地区本系统本单
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的教训，
切实
提高廉洁自律意识。区政府党组
成员按分工抓好区政府各部门党
建工作，
督促各部门党组（党委）书
记切实履行好党建第一责任人的
责任，
抓好班子建设，
带好队伍。

区环保局组织开展节前环境风险隐患排查
禅城严密布控
确保岁末年初安全生产 要求企业应急措施落实到位

珠江时报讯
（ 记者/邹新霞 ）
昨日上午，市驻点禅城督导组到
禅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督
导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市
督导组听取了禅城区安委办主
任、安监局局长侯乐平关于近期
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
解禅城岁末年初安全生产监管
工作情况。
据介绍，
连日来，
禅城区严密
布控春节期间综合安全监管工
作，
专项排查水煤气企业、建筑工
地等重大危险源隐患，加强花市
等重要活动场所安全防范措施，
规划节后复工复产检查及培训等
工作，
确保春节生产安全。

市督导组肯定了禅城区安监
局近期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
作，认为禅城区近期安全生产工
作仔细，力度明显加大。市督导
组成员、市安监局副调研员郭勇
强调，
春节在即，
要深刻吸取近日
事故教训，
严密布控严加防范，
扎
实推进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营造
春节安全环境。
候 乐 平 表 示 ，禅 城 区 将 严
格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
和要求，严防死守严密布控，全
力做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和消
防 安 全 监 管 工 作 。 接 下 来 ，禅
城区将继续对高风险企业和三
小 场 所 进 行 安 全 大 检 查 ，加 强
对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监管
力 度 ，督 促 企 业 严 格 落 实 春 节
值 班 制 度 ，节 后 将 全 面 开 展 复
工 复 产 安 全 培 训 工 作 ，确 保 安
全生产形势平稳。

南庄开展
节前食品安全大检查
珠江时报讯
（记者/黄瑶 通讯
员/许琬）2018年春节临近，
市民
选购食品的高峰期来临，
为加强节
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日前，
禅城区南庄镇镇长陈辅明带队对
辖区部分农贸市场、超市、餐饮单
位开展食品安全综合大检查。
检查组重点对辖区人流最
密集的吉利市场、吉利购物广场
两大商圈进行仔细检查。从抽
查情况来看，南庄镇节前市场食
品安全状况总体较好，大部分食
品经营企业食品安全意识不断
增强，管理逐步规范，都能按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守法经营。但
检查人员也发现部分食品经营
单位台账记录不够完整、部分餐
饮单位和熟食档的“两防”设施
不够完善、部分单位的消防设施
不够完备等问题。检查组要求
存在问题的单位要限时整改，并
将进行复查。
陈辅明表示，
各经营单位的负

责人要切实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
严格执行各类食品安全和安全
生产制度，保障消费者的饮食安
全。同时，
他要求相关监管部门要
加大春节前日常巡查频率，
消除各
类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隐患，
确保
群众过个平安的春节。
今年元旦至今，
南庄共出动执
法人员100余人次，
检查食品流通
单位150家次，
餐饮单位180余家
次，
农贸市场34家次，
抽检食用农
产品 176 批次，合格率为 99.4%，
销毁不合格食用农产品10公斤。
执法人员提醒广大消费者，
春节将至，购买食品要向经营者
索取发票或凭证，以备发生消费
纠纷时方便维权；发现过期、变
质、
“三无”
产品要及时举报；
购买
礼盒食品时仔细查看外包装是否
标明了食品主辅配料、生产日期
等内容；
在外就餐要选择有《食品
经营许可证》的餐馆，
并留意店内
的卫生环境。

严格落实值班巡查
保障花市食品安全

珠 江 时 报 讯（ 记 者/黄 瑶 通 讯
员/甄向华 ）为保障禅城区文华迎春
花市的食品安全，
2月11日，
区食药监
局执法人员对文华迎春花市的食品摊
位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花市内 6 家经
营者存在现场制售食物行为，执法人
员当即要求花市承办方落实主体责
任，
对违反规定的档口进行处理，
停止
制售行为。
“看到有执法人员过来检查，
买这
些小吃我就放心多了。”当日，住在花
市附近的市民张女士带着孩子到花
市，
边买花边品尝特色小吃。
2 月 11 日，文华迎春花市正式开
市，
每年花市不仅有年花卖，
还有各式
各样的小吃。为保证市民能玩得开
心、
吃得放心。区食药监局提早筹备，
制定花市食品安全保障方案，确保文
华花市安全、
有序开展。
在监管方面，区食药监局对花市
承办方开展责任约谈，督促承办方签
订《2018 文华花市食品安全承诺书》，
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对食品经营
档进行资质审核并严格限定其经营范
围和品种，同时要求承办方对食品经
营档进行统一培训。
此外，区食药监局积极落实应急
值守，严格落实花市期间值班巡查工
作。根据《2018 年禅城区文华花市食
品安全保障工作方案》要求，
从亮证经
营、预包装食品及食用农产品销售索
票索证等，
全方面进行监督，
确保各年
货档按照操作规范经营，清除食品安
全隐患。

流动检测车开进
简村市场现场抽检

珠江时报讯
（ 记者/黎小燕 戚伟
雄 通讯员/周彦均）春节临近，
食用农
产品安全问题尤为重要。前日上午，
禅城区祖庙街道农产品检测和动物防
疫检疫站（简称
“祖庙街道农动检站”
）
派出流动检测车到简村市场进行现场
抽检，
并为市民提供免费检测服务，
让
市民吃上放心菜。
前日上午 8 时 50 分，3 名工作人
员来到简村市场，
每到一个蔬菜档口，
他们都会抽检 3 到 4 个蔬菜品种。
“春
节临近，市民对新鲜蔬菜的需求量越
来越大，
为了让市民吃上放心菜，
我们
的抽检覆盖市场内所有蔬菜档口。
”
祖
庙街道农动检站检测人员吴桦说，除
了抽检蔬菜，一些应节干货，比如鱿
鱼、
腐竹之类，
也会进行抽检。
而在简村市场门口，不少市民提
着蔬菜前来送检。市民潘姨刚从市场
买了菜心，就拿给检测人员进行免费
检测，
“有这样的检测，我们就吃得放
心了。
”
当天，工作人员从简村市场抽检
蔬果样品 30 份，检查结果全部合格；
从市民接受送检样品 8 份，主要检测
农药残留项目，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据悉，为保障春节期间市民的食品安
全，
祖庙街道农动检站从 2 月起，
开展
一系列节前食用农产品检测工作，涵
盖食用油、肉菜、水产、豆制品、干货、
糖果、
坚果及油炸食品等品种，
期间共
抽检食用农产品 631 批次，合格率为
98.1%。

交警日间查酒驾
一个上午4人落网

■禅城区环保局组织人员对企业进行环境安全大检查。
珠江时报讯
（ 记者/谢轲 通
讯员/卓鲁敏 摄影报道 ）连日
来，禅城区环保局组织环境监察
人员，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督促企业自觉遵守安全生产
有关要求，进一步提高风险防范
意识，保障春节期间辖区环境安
全，确保广大市民度过一个欢乐
祥和的节日。
此次大检查时间为 2 月 11
日至昨日，
共对全区 11 家环境风
险评估结果为“较大风险”以上
的企业进行全面排查。这些企
业或涉及危险废物，或涉及重金
属，
或涉及放射源。
昨日上午，禅城区环境保护
局局长蒙海涛带队，
对位于张槎街
道的佛山市亿达胶黏制品有限公
司进行环境安全检查。该公司主
要从事 PVC、BOPP 胶粘带和胶
黏剂的加工生产，
由于生产使用的
原辅料中涉及丙烯酸丁酯、丙烯
酸、
氢氧化钠、
天然气以及胶粘剂
产品等危险化学品，
属于环境风险
评估等级
“重大风险”
企业。

检查组查看了涂布车间、分
境污染事故。任何可能导致环
切车间的生产情况，并对废水、 境污染事故发生的问题都属于
废气治理设施的运行情况，以及
环境安全隐患，例如：佛山市亿
应急物资的储备情况进行重点
达胶黏制品有限公司的主要风
核查，指出公司目前存在的主要
险点是存储的危险化学品可能
环境安全问题是应急池的设置
发生泄漏或者火灾，假如该公司
还不够规范，下阶段必须按照整
应急池容量不够，或者储罐周边
治方案以及专家评审意见进行
的挡板围堰设置不严密，就有可
整改。
能导致泄漏的危险化学品排入
蒙海涛表示，岁末年初是安
下水道，
污染水环境。
全生产事故易发、
高发期，
各相关
记者从区环保部门了解到，
企业负责人务必时刻紧绷安全生
2017 年，
禅城区环保局妥善完成
产这根弦，
克服麻痹大意思想。节
各项环境监察任务，力保辖区环
日停工前应全面排查环境风险隐
境安全。区环保部门严格抓好
患，并确保污染治理设施有效运
环境安全生产和应急演练，组织
行，
固体废物要规范处置，
严禁任
重点企业开展环境安全培训；在
何偷排偷倒行为；
节日停工期间应
4 家企业开展环境安全高标准整
加强人员值守，
确保各项应急措施
治试点，其中 3 家完成整治，1 家
落实到位，发生突发事件及时报
通过专家评审；
完成第二批 25 家
告；
节后复工前应全面开展安全生
风险企业的环境应急预案备案，
产检查，
杜绝各类事故发生。
督促 11 家环境风险评估等级为
蒙海涛介绍，环境安全生产 “较大风险”以上企业与区或镇
管理的主要内容就是确保企业
街签订责任书；专门制定环境应
在生产过程中落实各项环境保
急演练工作方案，
全年开展 30 场
护和污染治理措施，防止发生环
不同类型企业的环境应急演练。

珠江时报讯
（ 记者/郭美欢 通讯
员/李健斌 ）交警只在晚上查酒驾？
非也！前日早上，禅城交警在辖区多
条主干道严查“隔夜醉”酒驾行为，一
个上午就有4人落网。
当日 7 时 30 分，禅城交警在文华
路、
轻工路和南庄大道等多条主干道路
口部署警力，
开展日间酒驾
“清零”
行动。
8 时 20 分，在禅城张槎轻工路东
鄱路口，
交警查获首位
“隔夜醉猫”
“
。阿
sir，我今早吃饭肯定没喝酒。”一辆蓝
色粤E牌小车被截停检查，
交警将快速
排查酒检仪伸入车窗内，
几秒钟后仪器
上的红灯亮了起来，
司机张某一脸疑惑
并开始辩解。然而，
酒精测试结果却显
示，他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 48 毫克/
100毫升，
属于酒后驾驶。
经过进一步调查，
原来张某 11 日
晚聚餐期间喝了酒，
直到12日凌晨才回
家睡觉，
本以为睡醒后
“酒气”
会散得七
七八八，
便驾车出门，
没想到自己仍处于
酒后驾驶的状态。在进一步的检查中，
民警还发现张某并未携带驾驶证。
当日上午，交警还先后在祖庙街
道的文华路佛平路口查获涉嫌醉酒司
机2名和涉嫌酒后驾驶司机1名。
禅城交警有关负责人介绍，临近
春节，市民夜间聚餐、宵夜增多，席间
饮酒后虽然休息至翌日，但仍有可能
存在“隔夜醉”的情况，对道路交通安
全和群众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针对这种情况，
禅城交警从 2 月 1
日开始启动“清零”保安全专项行动，
为期一个月。据统计，2 月 1 日至今，
禅城交警共查获酒驾嫌疑人 60 人，
其
中达醉驾标准的有3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