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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学前教育质量走在全省前列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学前教育专题调研座谈会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源力 通
讯员/徐丽清）市人大常委会昨日
召开学前教育专题调研座谈会。
市委常委、副市长刘俊文表示，要
全面推进学前教育改革，以高效
务实的作风推进改革举措落地见
效，推动佛山学前教育质量走在
全省前列。
国家及省相继印发多份文
件，对“十三五”学前教育改革发
展作出了新部署，提出“到 2020
年公办幼儿园占比达 30%以上、
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占比达 80%以上”
。据统计，
全市
现有幼儿园 924 所，
在园幼儿 29.6
万人。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需求相比，仍存在学位
总量不足、资源分布不均衡、公办
幼儿园机制未理顺、教师队伍招
聘难等问题。
日前，
市人大常委会考察组以
问题为导向，
赴深圳市学习学前教
育工作先进经验，并形成调研报
告。报告指出，
深圳市构建以普惠
性幼儿园为主体、广覆盖、保基本
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试点推

行新型公办幼儿园建设及制定实
施支持学前教育发展政策等经验
值得佛山学习和借鉴。
刘俊文表示，今年市委、市政
府将学前教育列为教育工作重
点，
构建
“1+3”
佛山市学前教育发
展整体规划、实施和推进政策体
系。下一步，各级各部门要以佛
山学前教育发展规划为目标，深
入开展学前教育深调研、大讨论
活动，结合此次调研督查成果，研
究解决幼儿园学位总量不足、分
布不均、教师待遇低等问题。继

续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大力
推进学前教育改革，完善学前教
育相关配套政策，以高效务实的
作风推进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不
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推
动佛山学前教育质量走在全省前
列。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麦洁华
肯定了我市学前教育发展取得的
成绩。她表示，近年来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学前教育工作，将学
前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关键一环
来抓，启动实施了两期发展学前

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建立健全工
作推进机制，落实工作责任，加大
财政投入，在全省实现了“五个率
先”
。希望通过此次专题调研，收
获经验、拓宽思路，推动我市学前
教育再上新台阶，回应人民群众
的殷切期望。建议政府在学前教
育工作方面进一步加大财政投
入，减轻老百姓负担。同时，适当
降低普惠性幼儿园准入门槛，带
动和引导更多民办幼儿园加入普
惠性幼儿园行列，让更多孩子享
受到优质优价的学前教育。

“一个镇有这么大的文化中心，
很少见”
文化和旅游部检查验收组昨赴顺德实地检查基层公共文化设施

珠江时报讯（记者/王方亚 通
讯员/严慧）昨日，
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实地检查验收组
（以下简称
“检查验收组”
），
继续实
地检查佛山基层公共文化设施。
昨日上午，检查验收组一行
来到顺德，先后到乐从镇文化融
合创新中心、乐从镇沙边村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北滘社区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北滘镇文化中
心、顺德艺术发展中心、顺德图书
馆、顺德博物馆实地检查，了解公
共文化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免费
开放、活动开展、服务效能等情
况。省文化厅副厅长刘启宇，市
委常委、
副市长刘俊文等陪同。
在乐从镇文化融合创新中
心，乐学堂手机微信学习班的学
员正在上课，长者在社工的帮助
下，学习用微信发文字和图片。
文化和旅游部实地检查验收组组
长蒋惠莉详细了解了藏书量和网
络使用情况。据悉，乐从镇文化

办理驾驶证业务
下周起可扫码缴费
珠江时报讯(记者/郭美欢 通
讯员/梁敏雄)佛山交警部门昨日
通报，从下周一起，市民办理驾
驶证业务时，只需扫一扫缴费通
知书上的二维码即可完成缴费，
不用再跑付费窗口排队了。
佛山交警介绍，为深化交管
“放管服”改革措施，方便群众办
理车管业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车管所通过整合优化驾驶证业务
办理流程，推出驾驶证业务缴费
网上支付新举措，实现驾驶证业
务受理、资料审核、交纳费用“一
次排队、
一次办结”
。
从下周一起，佛山公安交警
部门对全市机动车驾驶证工本
费、考试费、补考费全面开启微
信、网上银行缴费模式。启用微
信及网银等缴费模式后，市民办
理驾驶证业务时，扫一扫缴款通
知书上的二维码即可缴费，免去
了排队缴费等候的时间，可以大
大提高业务办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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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验收组到乐从镇沙边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检查。
融合创新中心成立于 2017 年 5
月，是由政府购买服务、第三方社
工机构运营的镇内公共文化服务
阵地之一，设有图书馆、展览厅、

非遗展室、文化艺术培训室等 40
多个功能场室。目前图书馆藏书
量有 3.2 万册，其中儿童类图书
6000 多册，
与市、
区图书馆实现联

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 摄
网，
能通借通还。
乐从镇沙边村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由村级养老院改造而来，
以文体大观园为中心，设有图书

室、
曲艺社、
书画室等 10 多个活动
场地，
去年开展社区学堂课程 340
余场次。文体大观园是家庭综合
服务中心办公地，常驻专职社工
为村民服务。
顺德区北滘文化中心建筑面
积 2.6 万平方米，
“ 一个镇有这么
大的文化中心，很少见。”蒋惠莉
感叹。据悉，文化中心从 2012 年
启用至今，已开展文体活动 8500
多场次，打造了“华语文学传媒盛
典”
“仲夏音乐节”
“星海之夜”
“阅
读北滘”
等文化品牌。今年，文化
中心还进行了功能提升，建成综
合文化空间——智能文化家。
昨日检查验收的最后一站是
顺德图书馆和顺德博物馆，分别
于 2009 年和 2013 年建成开放。
值得一提的是，顺德图书馆累计
持证读者共 57.64 万人，
而顺德区
常住人口为 254 万，持证比例很
高。顺德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
示，图书馆与顺德区教育局合作，
在全区227 所中小学校推广办证，
实现学生办证、图书资源、图书数
据等全覆盖。
今天是检查验收组实地检查
验收的最后一天，上午将召开创
建工作实地检查意见反馈会，由
验收组反馈实地检查情况。

佛山一环第一阶段围蔽路段昨晚开始陆续解封，
将在月底前全部恢复通行

16 日起启动一环第二阶段施工计划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
山一环解封路段共有 6 个：一环
通讯员/邹靓韬）昨晚 10 点起， 北延线里水立交至花园大道南
佛山一环第一阶段围蔽路段陆
往北 3 公里路段昨晚 10 点率先
续解封，并将在 8 月底前全部解
解封；一环西线（佛清从高速）
封，恢复通行。8 月 16 日起至
兴业路到官窑立交南向北 8 月
10 月 30 日，建设方将陆续对佛
16 日前解封；一环南线（广明高
山一环部分路段进行第二阶段
速）环镇西路到陈村立交西往
的分时段封闭施工。
东 8 月 19 日前解封；一环北线
6 月，佛山一环高速化改造 （广佛肇高速）里水立交到官抱
项目启动第一阶段施工，需封
路 东 向 西 方 向 8 月 21 日 前 解
闭一环约 68 公里路段。昨日上
封；一环东线北延线（佛江北高
午，记者在佛山一环北延线现
速）花园大道到和顺立交南往
场看到，工程施工人员正冒雨
北方向 8 月 25 日前解封；一环
进行沥青摊铺。佛山中策高速
东线（佛江北高速）里广路到桂
公路公司副总经理林方虎介
平路北向南方向 9 月 1 日零点
绍，8 月底前，第一阶段围蔽施
前解封。
工的 68 公里路段将分批解封，
据透露，此次改造，一环全
同时，8 月 16 日起将启动第二
线抗滑磨耗层均采用 SMA-13
阶段的施工计划。
沥青混合料、辉绿岩碎石，具备
根 据 目 前 的 施 工 进 度 ，佛
良 好 的 抗 裂 、抗 水 损 害 、抗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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辙、抗滑和优良的耐疲劳特性，
这也是首次在佛山境内高速使
用 SMA 沥青混合料，寿命最长
可达 15 年。
在 升 级 路 面 的 同 时 ，建 设
方也对道路交通安全设施进行

了提升。一环道路旁的栏杆由
原“二波减震”替换为“三波减
震”，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可以
有效提高安全性与减震能力，
为车主的安全驾驶提供多一份
保障。

佛山一环第二阶段封闭施工路段
●一环东线佛江北高速中信大道至里广路南行段（内环）及
桂平路至里水立交北行段（外环）
●一环南线广明高速环镇西路至罗格立交西行段（内环）
●一环西线佛清从高速兴业路立交至罗格立交段南行方向
（外环）
●一环北线广佛肇高速官抱立交至官窑立交西行方案（外
环）实施半幅封闭施工
同时对佛山一环广佛肇高速里水立交路段和广明高速二期
工程陈村立交进行改造施工

国家禁毒委到佛山市调
研禁毒工作

污水毒情监测模式
获国家禁毒委肯定

珠江时报讯（记者/郭美欢 通讯
员/魏巍）国家禁毒委副秘书长、公安
部禁毒局副局长邓明前日到佛山调研
污水毒情监测工作。他认为污水毒情
监测模式极具创新性，对广东省率先
引进毒情污水监测社会化合作项目，
并在佛山、中山等地落地发展成熟的
做法给予高度肯定。
调研组一行实地考察了位于佛山
新城的环境分子诊断和毒情监测中
心。监测项目负责人、北京大学城市
与环境学院教授李喜青详细介绍了污
水监测毒情的研究背景、国际国内的
研究应用，
以及该中心的运作机制、
设
备研发运用、项目创新等情况。市禁
毒办主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姚喜蓉汇
报了佛山市政府搭台、
科技孵化，
积极
引入北大团队开展毒品滥用情况监测
的建设情况和对创新推动佛山禁毒工
作的积极意义。
据介绍，
6 月 25 日，
市政府引进北
京大学李喜青团队建立的环境分子诊
断和毒情监测中心，并正式投入运
作。目前毒情监测中心每天最多可处
理并分析 100 个左右的污水样品，监
测结果对开展制毒窝点查缉、毒品犯
罪打击和新精神活性物质预警等工作
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邓明表示，广东省污水毒情监测
模式极具创新性，第三方毒情监测中
心项目团队要继续通过引进人才等方
式扩大发展，积极推广开展毒情监测
工作，
大力传播禁毒新技术和新理念。
省公安厅禁毒局局长翟凯夏，副
市长、
市禁毒委主任、
市公安局局长邓
建伟参加调研。

佛山开展道路交通安全
“夏季攻势”
专项行动

确保有效减少
道路交通事故

珠江时报讯（记者/郭美欢通讯员/
佛交宣）市政府前日召开道路交通安
全工作联席会议，研究部署全市道路
交通安全工作。据悉，佛山要全力开
展道路交通安全“夏季攻势”专项行
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邓建伟参
加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我市交通安全形
势稳中趋好，
但隐患存量还较大，
事故
预防工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交通
安全形势仍然较严峻。各区、各部门
要认清形势风险，
提高政治站位，
牢固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以更坚定的决心、
更有力的措施、更务实的作风，
坚决遏
制道路交通事故高发势头，全力确保
我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会议要求，要突出重点，完善机
制，全面构建预防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体系。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道路交通安
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深入推进农村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抓紧抓实
“两
站两员”
提升建设工作，
强化农村道路
交通安全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充实
农村道路交通管理力量。
会议强调，
全市有关部门要精心组
织，
聚焦问题，
全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
“夏季攻势”
专项行动。要针对会议通
报的交通安全形势严峻的镇街、
道路进
行深入研判分析，
查找事故防控薄弱环
节，
制定有针对性的整治整改方案，
确
保道路交通事故得到有效减少。要进
一步强化措施，
加强行驶记录仪规范安
装使用，
强化重点车辆动态监管。要进
一步加快省、市督办隐患路段治理进
度，
强化农村地区道路隐患排查治理。
要对会议通报的
“十大重点企业”
进行
停业整顿，
加大隐患车辆清理力度，
从
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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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拨打珠江时报热线

0757-83000123

责编 马正麟 美编 霍笑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