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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城街道召开三防工作现场会议，
要求熟悉预案落实责任确保安全度汛

确保险情发生时能
“打得赢胜仗”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晴雯 通
讯员/黎满荣 摄影报道）进入汛
期，桂城街道各堤围情况如何？
昨日，南海区委常委、桂城街道党
工委书记张敬文带队，由街道领
导班子，街道三防指挥所及各社
区主要负责人组成巡查组，到佛
山大堤桂城段、三水北江大堤桂
城责任段等地巡查，并召开现场
会议落实三防责任。
会议要求街道各个部门单
位、各社区要把堤围防护责任放
在肩上，要熟悉自己分管堤围的
现状，提前熟悉预案，将三防工作
做好，在险情发生时能“拉得出队
伍，打得赢胜仗”，确保安全度过
汛期。
昨天上午，巡查组首先来到
佛山大堤桂城段了解情况。据了
解，佛山大堤桂城段设防标准为
50 年一遇，超高 2 米，共长 8.468
千米。
随后，巡查组来到三水北江
大堤桂城责任段巡查。在这个作
为省重要防汛堤围的北江大堤
上，桂城约有 2 公里责任段。巡
查组现场听取工作人员的介绍，
并结合示意图了解桂城水利工程

情况。
记者现场了解到，与往年三
防情况有所不同的是，今年有两
段堤围新移交桂城街道负责管
理。其中一段为南顺联安围吉汀
堤段，共长 3550 米，另一段为南
顺 联 安 围 南 社 堤 段 ，共 长 1150
米。
此外，桂城街道内河网密布，
主干河涌有 7 条、支干河涌有 14
条，影响桂城街道的洪水主要来
自西江和北江。根据气象水文部
门预测，今年汛期降水时空分布
不均，在降水集中期内可能发生
暴雨和洪涝灾害，西江、北江可能
会出现 10 到 20 年一遇洪水。为
此，桂城街道提前做好部署，不仅
颁布了防汛防旱防风应急预案，
还明确了街道各级三防责任制，
确保科学、高效、有序地开展三防
工作。
张敬文表示，对于新增的部
分堤围，各社区要做好责任段的
巡堤工作，对于原来固有的要进
一步熟悉应急预案。同时，各河
长要及时对内河涌进行保洁，清
除河涌周边违章建筑，保证河涌
通畅。

发现乘客腿伤不便
车站员工护送上车

珠江时报讯（记者/柯凌娜 通讯
员/陈琳）5 月 10 日，行动不便的乘客
刘先生在南海车站准备坐车回湖南治
疗腿伤。车站工作人员发现后，为其
开通了绿色检票通道，并护送他坐上
回家的班车。
当天清晨 6 点半左右，南海车站
工作人员陈世琼在执行安检任务时，
发现一位乘客驻着拐杖走进来，
还背着
一个军绿色大包。看到对方满头大汗，
走路十分吃力，
陈世琼上前了解情况。
原来，
该旅客姓刘，
在三水打工时
不慎把腿摔伤，当天到南海车站坐车
回湖南老家治疗腿伤。陈世琼立即将
情况上报值班领导，并扶刘先生到车
站服务台进行重点旅客登记。得知刘
先生买完车票后身上的钱已所剩无
几，早餐也没吃，陈世琼赶紧买了面
包、
矿泉水给刘先生。
为方便刘先生办理乘车手续，陈
世琼通知检票员为刘先生开通了绿色
检票通道。班车开动前，刘先生紧紧
握着陈世琼的手说：
“在我最困难的时
候，
在南海车站遇到了好人，
谢谢您们
的热心帮助！
”

■巡查组在佛山大堤桂城段巡查。

佛山首家金融业
“百佳”
网点挂牌
该网点位于大沥，在服务金融业发展和企业服务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南海体彩特约专栏

珠江时报讯（记者/柯凌娜 通
讯员/李永森）中国农业银行南海
大沥支行营业部在全国近30 万家
银行网点中脱颖而出，荣获 2017
年“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百
佳示范单位”称号，昨日上午举行
“百佳”网点挂牌仪式。据悉，这
是佛山市金融行业首家
“百佳”示
范单位。
“百佳”示范单位评选，是中
国银行业协会组织的全国银行业
范围的文明规范服务评选活动。
该活动每两年举行一次，按照 10
大模块、200 多条评比细则、1000
多个检查点的标准体系进行差额
评选，是中国银行业最高服务奖
项。
“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大沥支
行营业部在便民服务、服务地方
实体经济、党建等方面都做得很
好，在 200 多条评比细则中都得
到了很高的分数。”挂牌仪式上，
广东银行同业公会秘书长郭海滨
表示，2017 年广东省共有 2 万多

■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大沥支行营业部举行
“百佳”
网点挂牌仪式。
个银行网点参选，
其中 5 个网点获
得“百佳”网点称号，而中国农业
银行南海大沥支行营业部是佛山
地区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单位。
走进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大沥

西樵镇首届社案调研大赛启动，大
赛设有多重奖励

直面治理难题
寻求解决方案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雅诗 通
门及32个村（居）迫切需要解决的
讯员/梁小英）记者昨日获悉，
西樵
问题，以便后期参赛主体与村居
镇首届社案调研大赛已启动，面
的需求匹配能更精准化。同时，
向各界征集调研团队，研究社会
部门和村居会主动协助调研的开
问题的解决方案，破解基层治理
展，
为调研团队提供支持和保障。
难题，
共同探索西樵镇社会建设、
据悉，本次调研大赛不限户
社区治理新路径。
籍、不限专业，
年满16周岁即可以
大赛由西樵镇社会工作委员
个人、
团队或单位名义参赛。比赛
会主办，南海区社会工作学者与
期间，
各参赛主体将聚焦所选的调
学生联会承办。大赛设置了多重
研主题进行落地研究。参赛团队
奖励，
参赛团队最高可获 2 万元奖
需要在总结现有经验模式下探索
励；对于相应配对的调研单位或 “接地气”
的解决机制。
社区，
主办方将授予其
“优秀调研
本次大赛除公开征集调研团
单位”
荣誉称号，
并给予奖励。
队外，还为调研团队搭建了系统
本次调研大赛共设有 8 大主
化的支持体系，
包括资金扶持、培
题，
包括基层治理、非户籍人口融
训支持及持续性的交流跟进。其
入、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公共环
中，对入围初审的团队主办方给
境卫生与安全、文化保育与引领、 予 2000 元启动经费，
以补贴调研
物业管理。其中，
“文化保育与引
过程中的支出。调研期间，
主办方
领”解决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
还将举办中期交流会，
邀请相关领
新时代道德价值体系的构建等问
域的专家学者为参赛团队答疑解
题；
“公共环境卫生与安全”
解决环
惑，
以便其调整、
优化调研成果。
境美化与整治、
多元医务团队的建
另外，主办方将对调研团队
立及医患关系处理机制等问题。
进行不定期走访，
以了解团队及调
“以上8个主题直击西樵镇的
研对象的需求，
进行相互的反馈并
社会痛点、难点和重点，
多方位覆
提供帮助等。主办方呼吁，
期待更
盖西樵镇社会治理格局。
”
大赛主
多的参赛主体积极参与西樵镇首
办方介绍，
在调研大赛开始以前， 届社案调研大赛，
推进西樵社会建
西樵镇提前征集镇内15个职能部
设、
社区治理的发展。

支行营业部，咨询引导区、智能银
行服务区、24 小时自助服务区、贵
宾服务区、公众教育区等功能区
分布清晰。服务大厅内还设有龙
舟展示区、南狮文化展示区、茶艺

珠江时报记者/刘贝娜 摄
沙龙区、休闲书吧、公众教育区
等，
吸引市民驻足观看。
据了解，为提升整体服务质
量，该营业部从客户需求出发，积
极开展网点智能化改造，先后投

放了大堂智能机器人、超级柜台、
现金超柜、移动金融体验机、扫码
打印机、智能茶几等多款智能化
设备，以提升业务办理效率；同
时，在营业厅设立残疾人通道、爱
心专座、业务弹性窗口等特色服
务设施，积极打造岭南文化的传
承地与金融知识公众宣传地。
挂牌仪式上，大沥镇镇长黄
伟民表示，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大
沥支行在服务大沥镇金融业发展
和企业服务上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希望该支行以“百佳”创建为
契机，树立服务标杆，未来在服务
实体经济、
社会发展上再创佳绩。
“‘百佳’创建不是终点，而是
一个新的起点。”中国农业银行
南海大沥支行行长李润成表示，
将引进
“百佳”标准，从服务质量、
产品创新、文化创新等方面着手
提升网点综合竞争力，加强全辖
营业网点和文明规范服务水平，
为广大民众提供更加优质的金
融服务。

西樵派出所组织百余厂企开展消防培训

体验式学习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雅诗
通讯员/关蕴琪 摄影报道）近日，
西樵派出所联合镇消防办、新田
村，
组织新田开发区内 120 多家
企业的经营者及消防安全负责
人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积极推进
村级工业园厂企落实企业消防
主体责任，
做好火患防控工作。
在西樵镇消防体验馆，民
警结合馆内的陈列资料、安全 ■厂企经营者在西樵镇消防体验馆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教育警示片等，开展消防安全
知识讲解，同时要求参加消防
警介绍，
下一步将要求各厂企自
是否准确清晰进行点评讲解。
培训的企业经营者及消防安全
行组织员工分批到消防体验馆
生动、有趣的体验式学习让培
负责人做好日常的消防自查自
进行体验学习。
训人员更直观地学习到消防安
纠工作，杜绝消防设备设施损
消防安全知识讲解后，西
全知识，提高了消防应急处置
坏、被遮挡等现象，落实好企业
樵镇消防办的专职队员带领培
能力。
主体责任。
训人员进行消防安全体验。专
西樵派出所民警介绍，本
“经营者在参与消防培训
职队员详细介绍了各类消防逃
次消防安全培训，有效提升工
后，
要对厂企员工做好消防安全
生常识及各种消防标识，并让
业区厂企消防责任人的消防管
宣传和培训，
确保所有员工都会
企业经营者体验消防安全自
理水平和隐患排查整治能力，
使用消防器材、具有扑灭初起火
救，模拟拨打 119 报警电话等
同时也发挥了消防体验馆的宣
灾的能力，
以及遇到火灾时具有
项目，对体验者报警时的表达
传教育作用。
逃生自救能力。”西樵派出所民

大乐透6亿元派奖
彩民热衷追加投注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绍怡 通讯
员/朱礼球）体彩大乐透“6 亿元大派
奖”
活动已进入第 5 周，
目前大乐透销
量一路走高，
大奖持续爆发，
购彩者参
与公益体彩的热情不断升温，纷纷追
加投注。

追加投注销量涨
据统计，派奖前 12 期，大乐透销
量达到30.93亿元，
平均单期销量2.57
亿元，创今年以来的销量新高。在第
18045 期开奖中，单期销量达到 2.83
亿元，
筹集公益金突破亿元，
达到 1.01
亿元。
体彩大乐透销量的提升，惠及体
彩投注站，销售员的干劲更足了。自
派奖活动开展以来，采用追加投注的
彩民越来越多，
派奖期间，
体彩销售员
积极为新顾客答疑解惑，与老顾客积
极沟通交流选号，形成了良好的购彩
氛围，
新老彩民参与热度高涨，
追加投
注受热捧。

“乐善奖”
派奖登场

在 6 亿派奖如火如荼开展之际，
“乐善奖”派奖也将闪亮登场。13 日
起，
自第 18055 期开始，
“乐善奖”
派奖
将开启。届时，一注号码将有两次中
奖机会：
一是参与常规开奖；
二是参与
彩票票面上的
“乐善码”
开奖。
值得一提的是，
“乐善奖”派奖正
值 6 亿派奖的后期。届时，彩民参与
常规开奖，
“2 元可中 1500 万，3 元可
中 2400 万”
，
同时参与
“乐善奖”
开奖，
一等奖最高可得 5000 元。一注号码，
拥有两次中奖机会，
十分难得。
根据规则，
“乐善奖”派奖只针对
追加投注。也就是说，只有采用了追
加投注的彩票，
票面上才会显示
“乐善
码”
，
多期票则不参与
“乐善奖”
派奖。

寻交通事故目击证人
2018 年 5 月 2 日 8 时 45 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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