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14日 星期四
责编李正啟 美编邓渊博
美编助理 霍笑芬

CC0303 城事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 通

讯员/杜嘉雯）1月8日，丹灶镇

召开第二批乡村振兴示范经济

社遴选评审会，根据2020年6

月印发的《丹灶镇乡村振兴示

范经济社创建行动工作方案》，

围绕“村庄整治规划”“村容村

貌”“美丽田园”“基础设施”“发

展机制”“基层治理”六大类别，

对申报的经济社进行初评，进

一步调动经济社积极推进乡村

振兴工作，达到以点带面的示

范效果。

会上，建设社区建设经济

社、上安社区李家经济社、荷村

社区跃龙经济社、罗行社区杜

家村相关负责人分别汇报了本

经济社关于创建乡村振兴示范

经济社的工作亮点及规划建

设，希望通过党建引领、多方投

入，打造更美好的乡村风貌。

其中，建设社区建设经济

社提出，将实施软件建设和硬

件建设“两手抓”,通过明确村

庄布局，打造健康公园和党建

公园，打造长度约3公里的环

村绿道和有本土特色的观光廊

道，推动社区鱼塘连片承包，进

一步改善建设经济社的村容村

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李家经济社位于丹灶镇金

沙片中部的上安社区，根据社

区的规划定位和村居改造提升

的要求，李家经济社提出将围

绕“田园水乡 李家新风”的主

题，通过完善村内道路系统、打

造景观示范农田、提升乡村闲

置用地、复原岭南水乡风貌和

规划村内停车系统等工程，打

造“田园水乡生活示范村”。

跃龙经济社位于荷村社区

的北部，其将延伸社区的“和孝”

文化理念，以“和谐邻里”为核心

理念文化，通过美化村内主干道

路、规划停车位、河堤护栏美化

工程、建设主题公园等项目，提

高人居环境质量，逐步向乡村旅

游标准推进，打造成荷村社区的

乡村振兴示范经济社。

杜家经济社位于罗行社区

的 西 北 部 ，通 过“ 四 大 工

程”——杜家村北整治提升工

程、杜家西涌一河两岸工程、杜

家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和杜家祠

堂前扩建工程，改善交通出行

不便和部分配套设施残旧的现

象，满足村民生活的需求。

经济社是乡村治理、乡村

振兴的基础单元。丹灶镇力争

在2023年底前，打造9个乡村

振兴示范经济社，起到以点带

面的示范作用。此前，丹灶镇

沙墩冼经济社、北李经济社、沙

滘社区（一村一社）入选首批示

范经济社，现已根据相关建设

计划和方案进行逐一落实，实

现经济社的全面提升。

以“微单元”来带动片区发

展，这种创新示范经济社的做

法，不仅推动了乡村振兴工作

进一步标准化、系统化，更加速

推动丹灶镇城乡融合发展示范

片区建设。据悉，仅在2019年

和2020年，丹灶便投入了3.71

亿元，建设超300个乡村振兴

项目，对全镇176个自然村进

行全域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基

本实现村内主要道路硬底化、

生活污水处理、厕所革命等，

“百里芳华”示范带建设成效

初显。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

通讯员/杜嘉雯）自2020年丹

灶镇全面开展摩电整治专项工

作以来，丹灶多个职能部门齐

抓共管，通过深入出租屋张贴

宣传单张、派送安全头盔等联

合行动，有效减少摩电交通事

故数量，促使市民形成遵纪守

法、安全出行的交通意识。

安全出行，头等大事。除

了常规性的教育引导外，丹灶

镇摩电整治专班工作小组通过

制定工作方案，向广大群众派

发了一批电动自行车安全头盔

和宣传小册子，提高群众知法

守法的意识。

近日，丹灶镇综合治理办

公室工作人员走访镇内出租

屋，劝导屋主和租户严格按照

《佛山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

对自有电动车到辖区内指定地

点登记和上牌，禁止将无牌证

的摩电停放在出租屋内。同

时，工作人员还给广大摩电车

主派发“电动车管理规定”小册

子，设立流动劝导摊位对市民

进行面对面讲解，扩大摩电安

全宣传范围。

据介绍，丹灶镇综合治理

办公室在镇摩电整治专班工作

小组的指导下，以摩电整治专项

工作为契机，以新市民使用电动

车较为多的出租屋为主要宣传

阵地，积极开展摩电整治宣传活

动。据统计，2021年以来共派

发头盔30多个，宣传单张数百

份，营造全民参与、理解、支持摩

电综合整治行动的良好氛围。

此外，1月7日下午，丹灶

镇城建和水利办副主任李炯和

带领工作人员到融湖华庭项目

开展在建工地“摩电送温暖”活

动，向工人宣传“戴头盔、保平

安”安全出行知识，并派发一批

摩电头盔、宣传单及海报。“营

造安全交通出行环境，需要全

民共同参与。”李炯和要求工地

负责人要加强落实对摩电整治

情况的监管力度，督促工人认

真细读摩电宣传单内容，提高

安全意识。

下阶段，在丹灶镇摩电整

治专班的牵头下，各职能部门

将持续落实主体责任，强化联

动加大整治力度，同时采用多

样式的宣传手法、“教育+处

罚”的手段和点面结合的工作

模式，对镇内的出租屋、村级工

业园、农贸市场等重要节点开

展有针对性的整治行动，进一

步加强摩电整治提升工作。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 通讯

员/杜嘉雯）污水源在哪里？谁在偷

排偷放？近日，丹灶镇生态环境监

管所接到群众举报称，位于西联社

区八甲路口的入河排水口有红色

废水排出，丹灶生态环境监管所执

法人员联同管网组到达现场排查、

追踪废水源头。

1月7日，执法人员联同管网

组通过撬开沙井盖后发现，废水是

从佛山市某加工厂旁的雨水管道

漏洞中流出。经现场使用PH试纸

测试，该废水呈红色酸性。随后，

执法人员随即要求加工厂立即停

产停工，并及时堵截雨水管道废

水，避免污染进一步扩散。该企业

负责人表示，工厂在停产停工的同

时将配合做好下水道挖掘工作，并

升级改造车间布局，在未完成车间

整改前不再开工生产。

经排查，执法人员发现该片区

还有2家企业存在超标排放或私

设暗管规避监管排放的违法行

为。随后，执法人员依法对3家企

业进行立案处理。

丹灶生态环境监管所执法人

员介绍，涉事企业的行为涉嫌利用

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

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

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

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若违法行

为一经证实，涉事企业将被处10

万元至100万元罚款，甚至面临停

业关闭处罚。

接下来，丹灶生态环境监管执

法人员将持续“盯紧”西联二甲和

八甲开发区涉水企业的排水情况，

全面排查、有效排除环境风险隐

患，一旦揪出企业违法行为将严惩

不贷。

链接：法律小课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第三十九条：禁止利用渗

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

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

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

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第八十三条：违反本法规

定，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

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

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

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

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

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

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

讯员/何泽昭）日前，丹灶镇某商场

保安报警，称其在巡逻时发现商

场内有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怀

疑其进入商场盗窃。接报后，南

海公安分局指挥中心立即指令

丹灶派出所民警到场调查，经调

查发现，该男子钻进商场，窃取珠

宝店内价值近20万元的黄金。

目前，该男子已被丹灶派出所依

法刑事拘留。

民警到达现场后，立即对该

男子进行盘查。“为何深夜时分逗

留在商场内？”面对民警的询问，

男子声称自己因为喝醉错过了商

场的关门时间导致无法离开，清

醒后摸黑在商场内寻找出口。

民警凑近男子身旁未闻到酒

味，并判断其未有喝过酒的迹象。

面对民警的再次询问，该男子立即

惊慌了起来，且回答问题时眼神闪

烁，形迹十分可疑，民警遂将其带

回中队作进一步审查。

回到中队后，民警发现男子穿

着的大衣口袋内装有黄金首饰十

余件，而该男子无法交代这批首饰

的来源。在铁证面前，男子最终承

认了盗窃商场内黄金首饰的违法

事实。

据该男子供述，自己无收入来

源，便心存侥幸到商场内寻找“商

机”。事发当天凌晨4时许，该男子

从家中驾驶电动自行车来到商场

外围时，发现商场一糖水店后门的

锁缝隙较大，于是趁商场保安巡逻

不注意，通过门缝钻入店内。

该男子在糖水店内翻找一圈，

发现店内收银台有1000元现金，

但严某嫌少没有拿，而是利用刀具

撬开厨房的玻璃窗进入商场内。

进入商场后，该男子目光被某珠宝

店的展示柜吸引，立即使用刀具撬

开展示柜，将柜内的数条金项链、

数个金手镯藏在身上，立即逃离现

场。就在逃跑过程中，该男子被商

场保安现场截获。

经清点，该男子从商场珠宝店

盗取4个金手镯、9条金项链，合计

重约400克，价值约20万余元。

目前，嫌疑人因盗窃罪已被公

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

一步侦办中。

丹灶生态环境监管所依法打击偷排偷放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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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组对照《工作方案》，对申报的经济社进行初评。通讯员供图

▼工作人员向施工人员派发摩电整治宣传单张。

通讯员供图

▲工作人员向市民派发安全头盔。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