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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城发布 2018 年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

今年空气优良率力争达 82.2%以上
显著提升，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来
源由工业源转变为工业源、扬尘
源、机动车污染源等多源并重。
禅城大气环境治理难度增大，大
气环境质量改善幅度较往年收
窄，大气污染防控形势严峻，打赢
蓝天保卫战任重道远。
对此，禅城区坚定信心，不回
避、不逃避问题，认真剖析，敢于
较真，在总结前期大气污染精准
防控经验，特别是去年 11 月~12
月期间，祖庙街道背负《市委书

记、市长环境保护督查令》，禅城
举全区之力对城北片区进行环境
整改的经验基础上，深入探索，几
经酝酿，
最终形成了
“禅25条”
。
禅城区环境委员会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介绍，
“禅 25 条”是禅城
近两年大气污染防治的行动蓝
本，每项任务措施都明确了责任
部门、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明确
了工作目标和完成时限，重点突
出，脉络清晰。该方案的制定出
台，有利于强化相关职能部门的

主体责任、强化部门联动，形成合
力。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抓落
实。禅城区环委办将强化组织统
筹，各单位要将每项任务进一步
细化措施，列出“时间表”
，层层压
实责任，确保措施“落地”
，建立长
效机制。同时做好任务调度，密
切跟进各项任务进展情况，加强
督查督办和考核，将重点治气任
务纳入今年环保“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
责任制考核评分体系，对进
展滞后、推动不力的单位和个人

启动督办问责。
记者注意到，在“禅 25 条”的
具体实施方案中，提出了 2018 年
的 空 气 质 量 改 善 目 标 ，其 中
PM2.5、PM10、NO2 的年均浓度
分别控制在 36、59、50 微克/每立
方米以下，空气优良率力争达到
82.2%以上（
“空气优良率”
指区域
内城镇空气质量达到“优”
和“良”
等级的天数占全年总天数的比
例。2017 年全区空气优良率为
76.2%）。

禅城区政协组织政协委员视察法人一门式平台等建设情况

区政企大数据服务平台预计下半年上线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颜梅 通
讯员/聂卫国）禅城区政企大数据
服务平台预计下半年上线，将为
企业提供更便捷和精准的政府服
务。昨日上午，禅城区政协组织
20 名政协委员，视察禅城政企大
数据服务平台建设和法人一门式
平台建设情况。
“以前注册企业，最起码得耗
上半个月跑工商、税务等多个部
门，现在主要在网上申请、审批，
最后来一次大厅就行了，真的是
非常方便！”昨日上午，在禅城区
智慧新城行政服务大厅视察法人
一门式平台建设时，区政协委员
萧礼标不禁由衷感慨。
市民幸福感提升和企业享受
便利的背后，是禅城区近年来大
力推进的“一门式一网式”
政务服
务改革，实现“无差别审批”
，打通
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的改革。据统计，目前，法人一门
式平台已进驻 23 个部门，对外服
务事项达 592 项，大厅业务总量
64565 件，
办事群众注册量 18118
人，
满意度达99.98%。
而如何让企业与政府之间沟

■昨日，禅城区政协委员到智慧新城行政服务大厅视察。
通更及时、更快捷？今年禅城提
出，打造政企大数据服务平台，加
强跨部门企业服务协同，实现政
策服务精准送、政企互动零距离、
监管决策数据化，用更有体系的
服务彻底打通
“最后一公尺”
。
据悉，该项工作由禅城区数
统局和禅城区经科局牵头筹备。

禅城区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月系列活动持续至 6 月

明日文物专家
免费为市民鉴宝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颜梅 通
将在梁园举办文物鉴定活动，
届时
讯员/陈述侃 伍嘉雄）一年一度的
将邀请文物鉴定专家现场为市民
“国际博物馆日”
及
“文化和自然遗
群众免费鉴宝。
产日”
即将来临，5 月至 6 月期间，
与梁园相隔不远的祖庙博物
禅城将举办2018年禅城区文化遗
馆同样准备了精彩纷呈的活动。
产保护宣传月系列活动。其中，
明
其中，
明日上午 9：
30，
祖庙将推出
日，
梁园将免费开放，
并有文物鉴 “世界零距离——请打开与祖庙的
定专家现场为市民群众免费鉴宝； 超级连接”
直播活动。据悉，
该活
祖庙实行门票半价，
并推出
“世界
动将介绍祖庙博物馆近年来如何
零距离——请打开与祖庙的超级
借助数字化平台升级转型，在收
连接”
直播活动。
藏、
展示、
教育等方面业务，
活动还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
主
会展示多年来该馆与市内各学龄
题为超级连接的博物馆：
新方法、 层学校“馆校共建”的工作成果。
新公众。当天梁园将实行全天免
同时直播活动还有“峨冠博带 锦
费开放，
市民可凭有效证件进园参
绣霓裳”华服秀、
“博古通今 薪火
观。
相传”
粤剧《乾隆玉秀赏花灯》等精
明日上午，
梁园将联合佛山市
彩节目演出。
文物鉴藏家协会等单位，
举办《祥纹
明日，
观众还可享受祖庙全价
共赏——中国花卉纹饰艺术品展》， 票 5 折优惠（即 10 元）。5 月 18 日
采取陶瓷与书画作品相结合的方
至 6 月 9 日期间，
讲解服务半价收
式，
精选百余件历代以花卉纹为主
费优惠。
要装饰手段的艺术品，
按照时间进
另悉，
在祖庙藏珍阁展厅举办
行排列展示，
使观众既能欣赏花卉
的《人类忠诚的朋友——历代陶狗
纹艺术品之美，
又能感受艺术品纹
专题展》展期至5月20日。5月24
饰随时代变迁的脉络，
展期至6月5
日至 6 月 4 日，
祖庙藏珍阁展厅还
日。明日上午 10:30~12:00，还
将展出《陈炳佳中国画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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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城区数统局副局长张军介绍，
该平台将整合工商、经科等多个
部门数据，提供线上全流程智慧
服务和线下管家式跟踪服务。其
中，线上打造一站式企业服务入
口，实现涉企服务统一入口、统一
出口，通过政策信息服务、申报服
务、诉求反馈服务，使平台成为连

珠江时报记者/谭兼之 摄
接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纽带和桥
梁；线下组建一支队伍做强涉企
服务，为企业解决全生命周期的
服务及需求，深化部门服务体制
改革，助力建设一体化服务型政
府建设。预计该平台将在今年下
半年上线。
“禅城政企大数据服务平台

建设非常具有前瞻性，但要抓住
亮点，分步实施。”区政协委员杨
钦提出，企业核心数据如同企业
命 脉 ，必 须 要 重 视 数 据 安 全 问
题。在平台申报服务方面，梳理
事项标准化形成一份明确的告知
单，应尽可能采取勾选方式，而非
填写的方式完善资料。
而在技术层面，区政协委员
曹洪林提出引入数字证书，让企
业享受到更便捷的政府服务；政
务平台要兼容、统一，避免造成数
据资源的浪费。
“ 除办事员之外，
相关人员的资料是否也可以通过
网上系统认证？”
区政协委员张信
秀则提出了运用人脸识别功能确
认身份、网上办理，由企业安排人
员来大厅递交确认表即可，不需
要求当事人必须来大厅确认。
萧礼标表示，平台收集、积累
的大数据政府与企业共享，既为
政府决策时提供更精准的依据，
也为企业对自身发展、行业分析
预判提供有益参考。
禅城区政协副主席杨中慧表
示，打造政企大数据服务平台是
今年禅城区政府重要工作之一，
也是区政协履职的重点任务，接
下来区政协将组织委员们前往其
他城市调研学习政企大数据服务
平台建设先进经验，并于年内形
成调研报告供区委区政府参考，
为打造政企大数据服务平台贡献
智慧和力量。

禅城区纪委监委出台新规，
带头对
“为官不为”
开刀

干部
“能上能下”
惩治
“为官不为”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宏波
通讯员/禅纪宣）打铁必须自身
硬。昨日记者从禅城区纪委获
悉，区纪委监委把“不作为”列
为清理重点，出台新规，畅通纪
检监察干部“能上能下”通道，
释放能者上庸者下的强烈信
号。目前，区纪委监委根据新
规，
已运用组织手段处理了 2 名
不适宜担任现职的纪检监察干
部。
据禅城区纪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日，禅城区纪委监委出
台《中共佛山市禅城区纪委调
整不适宜担任现职纪检监察干
部 暂 行 办 法》
（以 下 简 称《办
法》），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放在首位，把“不作为”列为清
理重点，畅通纪检监察干部“能
上能下”通道，带头对“为官不
为”
行为进行惩处。
据介绍，
《办法》的适用范
围包括禅城区纪委监委机关、

派驻纪检组以及镇（街）纪（工）
委，
覆盖全区纪检监察干部。
《办法》把不适宜担任现职
的情形，细化为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组织纪律、工作纪律、
保密纪律、为官不为、道德品行
等十个方面。其中，把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明确
提出对不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不坚决执行党
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
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的，坚决剔除出纪
检监察干部队伍。把“不作为”
列为清理重点，对为官不为，扯
皮推诿，不正确履行监督工作
职责或责任履行不到位，该发
现的问题没有发现，或发现问
题不处理、不及时报告或不如
实报告，造成不良影响的，认定
为不适宜担任现职。
“对不适宜担任现职的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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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谢轲 通讯
员/张丽兰）昨日，
禅城区正式发布
《禅城区 2018 年蓝天保卫战实施
方案》，该方案分为工业源治理、
移动源治理、扬尘源治理三大类
共 25 项 具 体 内 容 ，又 称“ 禅 25
条”
。通过实施该方案，今年空气
优良率力争达82.2%以上。
据介绍，近年来，随着禅城区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陶瓷、锅
炉等各种大气专项整治工作的深
入推进，禅城区的大气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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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监察干部，区纪委监委将根
据其一贯表现和工作需要，区
分不同情形，采取调离岗位、改
任非领导职务、免职、降职等方
式予以调整。构成违纪的，依
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上
述负责人说。据介绍，目前区
纪委监委根据《办法》，已运用
组织手段处理了 2 名不适宜担
任现职的纪检监察干部。
今年初召开的禅城区委全
会明确指出，在新形势下，对干
部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
和约束并重，持续整治“为官不
为”，倡导“为官有为”，把提振
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摆在突
出位置，落实“三个区分开来”
和容错纠错制度，旗帜鲜明为
敢于担当负责、勇于攻坚克难
的干部撑腰鼓劲，全面提振干
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此次区
纪委监委出台新规，正是对区
委全会相关精神的落实。

禅城超七成单位
后年建成无烟单位

珠江时报讯（记者/黎小燕 通讯
员/钟晓颖）记者昨日从禅城区卫计
局获悉，为确保禅城区控烟工作扎
实有效、持续深入开展，该局日前印
发《关于做好 2018 年省级无烟单位
创建和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
“文明城市”、健康细胞单位创建等
工作，多渠道动员相关单位开展“广
东省无烟单位”创建活动。
据悉，创建“无烟单位”是禅城
加强控烟工作的重要手段。截至
2017 年底，禅城区已累计有 158 个
单位创建成为“广东省无烟单位”，
其中卫生计生机构 23 个、政府机关
单位 8 个、学校 109 间、工厂企业 18
个。目前，全区卫生计生机构已建
成“ 无 烟 单 位 ”，并 力 争 到 2020 年
底，全区 70%的其他单位建成“无烟
单位”，包括学校、机关事业单位、工
厂企业、酒店、餐厅等。
据介绍，
“ 无烟单位”要建立控
烟制度，在出入口、室内、楼梯间、电
梯、卫生间等地方张贴明显和足够
的禁烟标志，开展控烟宣传教育，包
括进行控烟知识、劝阻吸烟技巧等
内容培训，并要求设有控烟监督员，
及时劝阻公共场所内的吸烟行为。
“希望以创建‘无烟单位’为契机，进
一步健全单位的控烟制度，完善无
烟环境建设，加强控烟监督检查，从
而建立控烟长效机制，保护市民免
受烟草烟雾危害。”该负责人说。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大公共场
所控烟管理力度，去年 9 月，禅城区
卫计局印发了《佛山市禅城区公共
场所和工作场所控制吸烟实施方
案》，实行“属地管理、行业兼管、限
定场所、单位负责、全民参与、积极
引导、加强监管”的基本原则，要求
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工商、交通
运输、铁路、旅游、各镇（街）等相关
职能部门进一步加大对下属单位及
所管辖行业公共场所控烟组织管理
力度和检查力度，并建立五位一体
的监督机制，做到辖区内督查全覆
盖。此外，将创建省无烟单位作为
健康细胞工程项目建设的重要内
容，并纳入考核评估指标体系，作为
一票否决的条件。
除了通过创建“无烟单位”加强
控烟，近年来禅城区还举办了形式
多样的控烟宣传活动，包括在学校
举办无烟日主题宣传活动，使学生
从小远离烟草；深入社区开展“健康
素养 66 条”等健康教育活动，进一步
提高市民对吸烟危害健康的认识，
从而营造全社会共同控烟的良好氛
围，进一步提高城市文明水平，促进
全民健康。

祖庙街道查处 5 家
涉水排放违法企业

珠江时报讯（记者/黎小燕 通讯
员/李滢）针对第一季度郊边涌出现水
质超标预警问题，
日前，
禅城区祖庙街
道环保部门联合街道消防部门、区环
境保护局开展专项检查行动，排查整
治辖区内各河涌附近涉水排放企业，
5
家违法企业被要求整改，其中 1 家被
责令关停并搬迁。
当 天 的 行 动 中 ，检 查 组 发 现 某
一自助洗车场未能提供环保相关手
续；某汽车配件经营部在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废水未经治理直接排入市
政管网，并且无危废贮存场所及标
识。执法人员当即对 2 家企业的负
责人进行询问笔录，并拟进行立案
查处。此外，行动中还发现禅城区
雪山汽修厂的废水未经三级过滤池
便排入河涌，同时存在乱搭建现象，
街道消防部门已对其实行断电查封
整改。
据悉，本次行动共出动 20 余名
执 法 人 员 ，合 计 检 查 涉 水 企 业 10
间，发现问题企业 7 家，要求整改 5
家。其中，采取断电整改措施 2 家，
拟 立 案 调 查 企 业 2 家 ，责 令 关 停 并
搬迁企业 1 家。祖庙街道环保部门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保持对辖区内
各河涌附近涉水企业排查的高压态
势，对各类偷排行为零容忍，并采取
铁腕措施助力打赢水污染防治攻坚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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