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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城召开 2019 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会暨城市管理工作会议，
刘东豪强调

加强党建统领 发挥好带头人作用
珠江时报讯（记者/罗艳梅）昨
延续这种氛围，让工作形成体系、
日，佛山市禅城区召开 2019 年实
机制，
在蓝图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会暨城市管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是
理工作会议。区委书记刘东豪
为了谁？”刘东豪在会上说，那是
强调，要加强党建统领，抓问题抓
为了群众能享受更好的环境。为
关键，狠下苦功，描绘乡村振兴的
了群众推进这项工作，出发点才
美好蓝图。
是对的。掌握好这个“根本”，工
会前，与会人员先后到南庄
作推进起来就会无往而不利，无
镇南庄村、张槎街道海口村、石湾
坚不摧。
镇街道社头坊实地调研乡村振兴
刘东豪提出，要学会从历史
和内街小巷提升情况。
的角度看待当下的工作。
“现在正
在随后举行的工作会议上， 是武汉大学樱花盛开的时候，很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区柱明
多 人 都 跑 去 看 ，这 给 我 很 多 启
总结了过去一年禅城区推进乡村
发。”
他说，每个城市都在种树，但
振兴和城市管理工作情况，并部
武汉大学却种出一片美好的印
署 2019 年的工作任务。他要求， 象。种树除了遮荫外，还能不能
今后要提高认识，对标任务，保证
为禅城带来人气，带来财富？实
落实到位，搞好村内“三清三拆三
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从长远的角
整治”；扎实推进，连片开发，突出
度来考虑当下的工作，要体现历
亮点，以一村一方案实现一村一
史价值。
特色；在推进工作过程中，要将文
刘东豪强调，要加强党建统
化、旅游、健康、养生结合起来，学
领，要由带头人、主心骨来推动乡
习广州等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 村振兴工作。罗南村、海口村、紫
创新工作及做法，让城市管理更
南村等一批示范村做得好，是因
有特色等。
为有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统一意
刘东豪对各镇（街）、村（居） 见，统一步调开展工作。为此，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给予了充 （居）要建立强有力的党组织，带
分肯定，认为禅城在实施乡村振
头人要有想法、办法，要用公心、
兴战略工作中已经形成“比学赶
事业心去谋划工作。
帮超”
的氛围。今后，镇街要继续
同时要抓问题抓关键，从“产

■昨日，
区委书记刘东豪带队到张槎海口村调研乡村振兴和内街小巷提升情况。 珠江时报记者/穆纪武 摄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角度，努
力描绘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是一件小事，
党员干部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
中要踏踏实实，狠下功夫，努力提

升自身的能力和素养，以更高的
水平建设好乡村。
（相关报道详见今日禅城02版）

首届（2019）珠三角地区营商环境评估与评选结果发布

禅城区营商环境排名珠三角区县级第一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宏波）4
近200人参会。
月 2 日，
“首届珠三角地区营商环
会上发布了《首届（2019）珠
境专题论坛”在广州召开，
《首届
三角地区营商环境发展水平评估
（2019）珠三角地区营商环境发展
报告》，包括评估背景与现状、评
水平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 估工作、评估结果分析、主要结论
在珠三角 26 个区县中，佛山市禅
与建议。这是主办方继 2018 年
城区营商环境排名第一。
11 月发布《首届中国营商环境评
“首届珠三角地区营商环境
估报告》
《中国营商环境评估评价
专题论坛”以“提升营商环境，助
体 系》、2019 年 2 月 发 布《首 届
推数字经济”
为主题，共有来自珠 （2019）长三角地区营商环境发展
三角地区及部分省市主管电子政
水平评估报告》后，聚焦的又一个
务、智慧城市、大数据、营商环境
国家级城市群的营商环境评估研
的相关政府领导，行业专家和园
究成果。
区、开发区、国内优秀企业代表等
据介绍，本次评估通过依申

祖庙街道开展企业安全生产大检查

“专家+清单”
“把脉”企业安全生产

珠江时报讯（记者/曾雪莹 通
检查组还来到佛山市直属粮
讯员/甘惠兴）4月2日上午，
佛山市
食储备库，
对该企业的自动化粮食
禅城区祖庙街道办事处主任肖映
储备库和监控平台设备进行检
泽带队对两家重点监控企业开展
查。检查组肯定了企业自动化程
安全生产检查。检查组强调，
企业
度高、防尘设备先进，
并强调要加
要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采取
强现场人员管理，
规范换班制度，
“专家+清单”
方式排查隐患，
多管
落实细化员工责任，
重视巡查工作
齐下，
筑牢安全防线。
并做好记录，强化安全责任的落
“日常进出的车辆如何监控与
实。
“要时时刻刻紧绷安全生产这
维护？
“
” 万一出现液化气泄漏有什
根弦，
落实好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么应急预案？
“
” 废弃的液化气罐怎
任。
”
肖映泽强调。
么处理？
”
在佛山市华信能液化石油
为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气有限公司，
肖映泽频频发问，
详细
任，保证生产安全，连日来，祖庙
了解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
街道各部门、各村（居）结合直联
全生产执行情况。
工作，对分管行业领域、挂钩村
据悉，该企业一直以来都很 （居）和辖区的企业开展安全生产
注重联动街道开展安全用气培
大检查，重点检查危险化学品生
训，其中内部员工的培训每年就
产经营单位和使用单位、各仓储
有近20次。
物流单位、仓库及堆放废物的区
检查组还实地检查了企业
域场所。
的储罐车间，并查看工作台账等
同时，迅速落实危险化学品
资料。检查组在检查该企业巡 “两重点一重大”企业专项检查
查记录时提出，安全管理最重要
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专项检
的是现场管理，企业要建立相关
查，联合安全生产专家采取“专
制度，通过交叉抽查的方式提高
家+清单”方式，深入辖区重点企
巡查的质量，从而更好地查漏补
业排查隐患，多管齐下，对辖区
缺，在第一时间消除安全隐患， 各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形成严
筑牢安全防线。
密的监控合力。
珠江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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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开、平台搜索和电话调查等
方式采集数据。评估对象包含珠
三角地区 9 个城市以及 26 个区
县，
共计 35 个评估单位；
评估指标
体系结合营商环境建设发展方向
与特征、世界银行和国家发改委
等发布的评价体系，创新构建“两
度两力模型”
，
由 4 项一级指标、
15
项二级指标、
44项三级指标组成。
评估结果显示，作为粤港澳
大湾区主阵地的珠三角，其营商
环境平均得分为69.6分（满分100
分），处国内领先水平且高于长三
角地区（60.65 分，来自于 2019 首

届长三角营商环境评估结果）。
其中，地市方面，深圳排名第一、
广州第二、佛山第三、东莞和肇庆
并列第四；区县方面，佛山禅城区
排名第一、深圳南山区第二、广州
天河区第三、广州南沙区第四、深
圳福田区第五。
从一级指标得分率来看，珠
三角样本城市营商环境满意度
69.26%、支撑力 70.44%、便捷度
68.1%和吸引力 71.11%，各项指
标发展较为均衡，其中满意度和
便捷度仍存在一定成长空间，应
加强便捷度和生态宜居建设，全

方位提升区域营商环境总体水
平；加快区域协同，共建营商环境
生态圈，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会议还公布了 2019 珠三角
地区营商环境十佳政务机构：深
圳、
广州、
佛山、
东莞、
肇庆、
佛山禅
城区、深圳南山区、广州天河区、
广州南沙区、深圳福田区。国家
行政学院教授、国家信息化专家
咨询委员会委员汪玉凯等为获奖
单位颁奖。
首届珠三角地区营商环境专
题论坛由国脉研究院与清华大学
国家治理研究院主办。

石湾镇街道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严抓落实
坚决消除监管盲区
珠江时报讯（记者/楚琴）昨
日，
禅城区石湾镇街道召开第二
季度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暨消防安全工作推进会，
石湾镇
街道党工委书记唐旭明要求各
村居、单位提高政治站位，加强
应急值守，从机制、流程入手严
抓落实，坚决消除监管盲区，堵
塞管理漏洞，
稳守安全底线。
会上传达了上级相关工作
会议精神，
总结了前期安全生产
工作与第一季度村居安全生产
责任制考核情况，
并部署下一阶
段工作重点。
会议提出，
下阶段街道将通
过四个方面全力推进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一是全面
加大违法行为惩处力度，
加强对
村级工业园、低端小作坊、不锈

钢加工等小微企业的巡查整治，
对无整改条件、不适宜区域发展
的，
逐步清出市场。二是狠抓重
点领域安全监管，
继续加大对危
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重点领
域的监管，
摸排违法存储、转运、
使用行为，
以铁腕手段消除监管
盲区。三是遏制事故隐患风险，
结合高空坠落事故高发特点，
从
小区物业管理方、村集体物业责
任人等着手，
做到装修安全全过
程监督管控。四是启动约谈、挂
牌督办程序，
对存在问题较多的
村居进行约谈，
相关村居对标整
改不力的进行挂牌督办。对村
集体等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的从严处罚。
唐旭明提出，
要切实提高安
全生产工作的政治站位，从机
制、流程入手严抓落实。从各职
能部门、各村居延伸至村民小
组，层层责任主体都要做实做
细，
确保工作不停顿、不松弦、不
留白，
以扎实工作作风共同应对
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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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出，
要抓关键行业与
关键时间节点，
重点开展道路交
通、
水上交通、
消防、
建筑施工、
危
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大型群众
性活动、旅游等七类重点领域整
治行动，
树立隐患不整改到位就
不放手的姿态，
守住安全底线。
会议强调，要加强统筹协
调，全体人员要树立大局观，化
被动为主动，创新工作方法，勇
于担当，主动作为，形成高效运
转、
执行有力的工作机制。
同时加强应急值守，
临近清
明，民俗祭祀活动较多，必须高
度戒备，严格执行值班值守纪
律，确保节假日期间人员到岗、
通讯顺畅、
处置到位。
会后，
唐旭明带队到大雾岗
森林公园开展节前安全检查工
作，详细检查了丰宁寺、宝峰塔
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生
产工作，他表示，大雾岗森林公
园是石湾生态和文化建设的代
表性项目，
要扎实做好安全生产
工作，
确保5月1日顺利开园。

全国检察机关刑罚
执行监督精品案件评选
结果揭晓

禅城一宗社区矫正
监督案件入选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汉坤 通讯
员/禅检宣）昨日，记者从禅城区检察
院获悉，由该院刑事执行检察科员额
检察官杨小鸥办理的服刑人员唐某社
区矫正监督案，近日获评全国检察机
关刑罚执行监督社区矫正监督类精品
案件。
4 月 3 日，
禅城区检察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
近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检
察厅发布《关于全国检察机关刑罚执行
监督精品案件评选情况的通报》。根据
该通报，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的
全国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精品案件
评选活动中，
各省级院刑事执行检察部
门共报送推荐了441件参评案件。
经过层层筛选，由禅城区检察院
刑事执行检察科员额检察官杨小鸥办
理的《罪犯唐某社区矫正监督案——
对街道社会工作局拒绝受理社区矫正
人员低保户申请不当的监督》，
成功获
评为全国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社区
矫正监督类精品案件。
禅城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6 年 10 月，该院接到禅城区身患
尿毒症且肢体残疾的社区服刑人员唐
某反映，
其申请最低生活保障被拒，
经
该院检察官杨小鸥初步调查，相关法
律法规未将社区服刑罪犯排除在最低
生活保障对象之外。
为维护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
2016 年至 2017 年间，禅城区检察院
向唐某所在街道社会工作局发出《检
察建议》，并通过与区民政局、区司法
局等部门的多次沟通协调及共同努
力，
唐某低保申请获批，
每月得以报销
肾透析费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某的低保获
批时，
恰逢唐某骨折住院，
其因低保获
批而及时报销了近万元的住院费用，
极
大缓解了其生活、
治疗的困难，
一定程
度保障了唐某最低生活水平。考虑到
唐某女儿是在校学生，
检察官还帮助其
申报
“服刑人员贫困子女救助项目”
，
为
其申请了1万元的学习生活资助，
为唐
某本人及家庭带来生活的希望。
禅城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院将以此次评选精品案件为契机，
充分发挥精品案件的引领、
示范作用，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刑罚执行
检察工作再上新台阶，维护刑罚执行
公平正义，维护罪犯及其他有关人员
的合法权益。

快来推荐禅城
最美科技工作者

珠江时报讯（记者/罗艳梅）昨日，
记者从禅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获
悉，首善之区的“最美风景”——禅城
区
“最美科技工作者”
推荐命名活动目
前已启动，从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接受
单位推荐和个人自荐。
禅城区
“最美科技工作者”
推荐命
名活动面向在禅城区域范围内各行业
从事科技工作二年以上，并在科技工
作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有
特殊贡献者可以破格。
根据活动推荐办法，各单位推荐
禅城区
“最美科技工作者”
候选人人数
为 1 名，优秀科技工作者可以自荐。
有意者可在 4 月 30 日前将推荐表（一
式两份）及相关材料连同电子文档一
份报送禅城区科协，地址为禅城区同
济东路禅城区政府通济大院 8 楼 813
室。推荐表可到禅城区科协网站
（www.ccqkx.org）下载。
禅城区
“最美科技工作者”
每年推
荐命名一次，每次命名人数原则上为
10 人。主办单位将于 5 月 31 日前成
立专家组，
根据禅城区
“最美科技工作
者”
候选人事迹和评选标准进行公开、
公平、公正的评选，评选出 10 名禅城
区
“最美科技工作者”
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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