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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

琛 实习生/麦少康 通讯员/叶

敏玲 张柏林 摄影报道）1月8

日上午，丹灶镇举行大规模核

酸检测筛查应急演练部署工作

会议。预计本月中下旬，丹灶

镇将在金宁广场开展大规模核

酸采样应急模拟演练工作。

目前，丹灶镇已开启2021

年冬春季防控疫情“保卫战”，

进一步升级疫情防控方案和

措施，深化疫情管控模式，确

保居民的健康和安全。

会上，丹灶镇党委委员刘

莉华解读了《丹灶镇开展大规

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筛查应

急工作方案》和《丹灶镇大规

模核酸采样应急模拟演练方

案》。应急工作方案明确，一

旦发生疫情，能在短时间内实

现全镇核酸检测，筛查出病

例，第一时间切断传染源，控

制疫情扩散，形成“精准围堵”

的疫情防控格局。

丹灶已成立大规模核酸

采样应急指挥领导小组，由

丹灶镇党委书记张应统担任

指挥长，镇长陆文勇担任常务

副指挥长，下设组织保障、场

地搭建、新闻信息、现场采

样、现场消杀、样本送检、后

勤保障及信息收集、秩序维护

等工作小组，确保各项工作细

致严密部署。

“疫情防控工作最重要，必

须 100%落实好各项防控措

施。”丹灶镇党委副书记区文满

在会上强调，各村（居）要根据

方案内容，召开工作会议明晰

小组的成员构成和工作职责，

核查场地部署事宜，做好物资

后勤保障工作等，确保万一发

生疫情，丹灶镇能顺利开展大

规模核酸检测筛查应急工作。

据悉，丹灶将于本月中下

旬举行大规模核酸采样应急

模拟演练。会上明确指出，相

关部门、村居须按照方案要求

落实各项演练工作，明晰分

工，通力合作，确保有序、安全

地开展，积累实战经验。

“全镇上下联动精准防范

疫情，朝着‘来之能战，战之能

胜’的方向努力。”区文满强

调，各村居要严控各类大型聚

会，倡导居民群众非必要不出

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通讯

员/杜嘉雯）近日，丹灶镇举行打击

应节商品走私行动工作会议。会

议强调，要加强对丹灶北江水道

和沿岸地区的全天候视频监控，

进一步遏制非法走私行为发生。

会议上，丹灶镇食品安全办

主任、丹灶市场监督管理所常务

副所长林桂阳传达了南海区打击

应节商品走私行动工作会议精

神，并部署2021年丹灶镇打击商

品走私工作，对各部门单位提出

详细的工作要求。

“南海区正开展一场声势浩

大、严打走私肉品的联合行动，丹

灶镇要加强沿江、沿岸岸线巡查，

重点排查河涌口、旧码头、沙场等

场所。”林桂阳指出，目前丹灶已

成立打击走私联合行动指挥部，

负责对联合行动进行组织、协调

和监督，打击走私行动将从即日

起持续到2月底。

会上，丹灶派出所、经发、综

治等部门分别汇报了2020年打

击商品走私行动工作情况，并部

署下阶段工作。“坚决打击，绝不

手软！”丹灶派出所刑警中队指导

员徐建提出，当前疫情多点散发，

各村居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提

高认识，全面加强对车站、餐饮、

市场、厂库、码头等的巡查力度，

有效切断走私应节商品的运输、

储存、销售渠道；要加强对丹灶北

江水道和沿岸地区的全天候视频

监控，并强化机动巡查，进一步遏

制非法走私行为发生。

“为阻断境外新冠肺炎疫情输

入，全力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

大局，丹灶将严格按上级要求，开

展打击走私商品（尤其是进口冻

品）行动。”丹灶市场监督管理所所

长黄奕创指出，各部门、各单位要

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以讲政治的责

任感守好底线；要再发动、再排查，

以属地为网格进行拉网式的全覆

盖、无死角排查；各部门要各负其

责，严格按照工作方案落实任务；

要“技防”与“人防”双管齐下，加大

对沿江沿岸等隐患点的巡查，广泛

发动群众积极举报；要部门联动，

坚决打击，共同筑牢疫情防控防

线，确保人民群众食品卫生安全。

镇机关相关办局负责人、各

村（社区）及仙湖管理处食品安全

信息员和镇食安办工作人员参加

了会议。

各村居要严控各类大型聚会
丹灶本月中下旬将开展大规模核酸采样应急模拟演练

全天候监控北江水道
遏制非法走私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 通

讯员/黎绮华 摄影报道）重安

全，保平安。1月12日上午，丹

灶镇召开2021年第一季度安

全生产及消防安全工作会议。

丹灶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陆文

勇要求，各职能部门、各村居要

不断强化思想引导，时刻绷紧

安全生产这根弦，高度重视安

全生产工作，片刻不能放松。

会议通报了丹灶镇 2020

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并就

2021年第一季度工作作出安

排。2020年，丹灶全镇没有发

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总

体情况平稳。“要紧盯重点行业

领域，各村（社区）、各部门要层

层压实责任，打好岁末年初安

全防范攻坚战。”丹灶镇应急办

主任李发全要求，要持续抓好

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以推

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为抓手，突出抓好重点行业领

域专项整治，同时结合时间节

点特色，全面开展烟花爆竹“打

非治违”专项行动。

会上，丹灶镇消防办对

2020年全镇消防安全工作进

行通报总结。“要不断加强消防

安全宣传工作，提高发现消防

隐患能力，将火灾事故扼杀在

萌芽中，做到防患于未‘燃’。”

丹灶镇党委委员、丹灶派出所

所长邹子文表示，各职能部门

要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充分

认识到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做到“一岗双责”，落实监管责

任，同时要持续推进违规住人整

治行动，建立定期督查“回头看”

机制，进一步规范镇内各单位企

业“生命通道”规范设置，保障各

类疏散指示标志到位，全面推动

丹灶镇乡村消防安全专项治理

三年行动计划实施，做好消防

“四化”巡查工作，强化出租屋管

理及消防安全工作，积极推动智

慧消防平台建设，为全镇消防

工作注入创新力量。

会上，丹灶镇党委委员、副

镇长候选人梁耀智表示，要抓

住安全生产工作季节性特点，

紧盯春运，保畅通保安全，严打

“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及货

车、农用车违法载人行为；严管

建筑施工，对工地不执行安全

施工措施存在重大隐患的，一

律要求停工；做好森林火灾防

控，要求各林区管理单位加密

巡查；预防火灾消防，要发挥基

层组织的作用，全力做好“敲门

行动”，严查堵塞消防通道、违

规住人、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

等行为；严格监管危险化学品

使用单位，做到防静电、防动火

作业；高压顶格开展烟花爆竹

“打非治违”行动。

“安全生产工作做得好不

好，关键是责任人在思想上是

否重视，也取决于态度是否端

正。”陆文勇表示，要严抓建筑

领域、道路交通领域、有限空间

作业以及森林防火等重点领

域，做到强化部门协作、强化巡

查、强化执法，严厉打击各类违

法违规行为，时刻敲响安全生

产“警钟”。陆文勇还指出，各

部门、各村居要在严格落实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打起

“十二分精神”，做好企业节前

停工、节后复工的各类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将安全生产工作

扎扎实实做好，确保全镇平稳

安全。

会上，丹灶镇城建和水利

办负责人还就2021年农村自

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安

排。丹灶镇安委会、防火委成

员单位负责人，各村（社区）及

仙湖管理处党组织书记、安监

及消防干部参与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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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通讯

员/杜泳姗摄影报道）凝聚新时代

职工力量，助推丹灶高质量发

展。1月11日下午，丹灶镇总工

会举行第三届十次全委（扩大）会

议，总结2020年工作情况，研究

部署新一年工作任务。

会上，丹灶镇总工会主席杨

毅恒作题为《工会总动员，聚力促

发展团结——带领广大职工为高

质量发展新丹灶而努力奋斗》的

工作报告，回顾2020年以来丹灶

镇总工会在全力参与疫情防控工

作、深化技能竞赛、抓好维权维

稳、倾力服务职工、弘扬职工文

化、加强组织建设以及扎实开展

女职工服务工作等方面所取得的

成绩，并从强化政治思想引领、推

动职工建功立业、突出抓好维权

维稳、做实帮扶服务、加强工会组

织建设等五大重点方面着手，对

新一年重点工作任务进行安排。

2020年以来，丹灶镇总工会

紧紧围绕丹灶发展大局，团结激

励广大职工和基层工会干部凝心

聚力、真干实干，为夺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不懈努

力。在全力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中，丹灶镇总工会按照镇委、镇防

控指挥部的统一部署，积极发动

基层工会组织，做好企业复工复

产的疫情防控工作；在深化技能

竞赛方面，围绕丹灶全力打造“珠

三角制造业创新小镇”定位，深入

开展企业技能型人才培育工作，

举办中式面点师职业技能竞赛、

承办“关注安全，关爱生命”2020

年南海区职工安全生产和消防安

全知识竞赛等特色竞赛活动。

在抓好维权维稳方面，积极

参与调处劳资纠纷、欠薪等案件，

协助企业申报援企稳岗各项补

贴，开展各类普法宣传活动；倾力

服务职工，全面巩固“脱贫攻坚三

年行动计划”成果，制定《2020年

丹灶镇总工会帮扶救助困难职

工、困难外来务工人员专项基金

管理办法》，让困难职工得到有效

救助；弘扬职工文化，开展职工文

化节、职工趣味运动会、职工文艺

晚会等系列活动，凝聚职工正能

量；加强组织建设，全年新建工会

34家，全面开展“粤工惠”平台数

据录入和实名验证推广工作，推

进企业工会系列示范创建工作，

积极开展党工共建，推进非公企

业“双同步、促单建”工作，成功配

合党组织组建三个企业党支部。

礼赞先进，砥砺前行。会上，

丹灶镇总工会为一批获“年度工

会工作优秀单位”“年度工会工作

先进单位”“南海区企业工会标

兵”称号的集体进行表彰。

接下来，丹灶镇总工会将不

断提高工会干部组织引导、维权

服务、调查研究和沟通协调能力，

进一步夯实工会工作基础，不断

激发基层活力，坚持和落实好联

系基层、服务职工制度，让基层工

会成为广大职工真正的“娘家

人”，成为坚强的后盾。

会上，丹灶镇总工会副主席

陈兆驹对丹灶镇工会第四次代

表大会代表推选工作作出说明，

要求各工联会和镇直属工会做

好代表的推荐和选举工作，积极

组织广大职工主动参与换届选

举工作，认真做好代表选举，教

育和引导代表正确行使民主权

利，为丹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

有的贡献。会议发放了《丹灶镇

总工会致全镇广大职工的倡议

书》，要求各工联会和镇直属工

会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倡导减少

非必要出行、减少聚会聚集、加

强个人防护。

丹灶镇总工会举行第三届十次全委（扩大）会议

凝聚职工力量
助推高质量发展

■长期以来，丹灶定期开展各类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检查，要求企业提高思想认识，共同筑牢“安全网”。

■丹灶镇总工会表彰一批先进集体。

■丹灶镇举行会

议，部署大规模核

酸检测筛查应急演

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