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7月22日 星期四
责编 吕翠华 美编 邓渊博
美编助理 霍笑芬

20212021年年77月月2222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责编责编 吕翠华吕翠华 美编美编 邓渊博邓渊博
美编助理美编助理 霍笑芬霍笑芬

C02C02 城事城事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邓伟洋 摄影报道）7月

20日，丹灶镇召开行业领域消防

安全大约谈大培训活动暨“三合

一”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动员会议。即日起至10月底，丹

灶将严格彻查易燃易爆物品、

“三合一”场所，发现违规住人现

象将关停和处罚，防范较大及以

上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现场首先开展南海区行业

领域消防安全大约谈大培训，围

绕典型案例分析、解读《广东省

消防工作若干规定》、重点场所

建设标准、消防安全隐患自查自

纠方法四大内容进行讲解。

随后，丹灶镇“三合一”场所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动员会

议召开。会上透露，丹灶镇制定

了《丹灶镇易燃易爆物品、“三合

一”场所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

方案》，即日起至10月底在镇内

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及

违规住人专项整治行动，发现存

在违规住人现象的，立即采取关

停和处罚措施。

会议要求，相关部门、主体单

位要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

法、重实效”的总体要求，在前期安

全大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

要求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易燃易爆

物品、“三合一”场所管控，彻查安

全隐患，堵塞管理漏洞，强化源头

治理，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较大

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据介绍，丹灶镇将根据提高

认识广泛发动、统筹协调形成合

力、强化执法高压震慑、督导问

责确保成效四大工作要求，重点

整治易燃易爆物品场所内违规

生产经营问题、安全生产责任制

落实不到位问题等7项内容，以

及排查“三合一”场所中防火分

隔不到位、违规住人、违规用火

用电等9项安全隐患问题。

会议强调，各部门、单位要按

照“零容忍”的原则，对相关违规

场所和负责人依法从严从重实施

行政拘留、临时查封、强制执行等

处罚和强制措施，对逾期未整改

的重大火灾隐患单位以及未按照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检测、维修、

保养建筑消防设施的机构，列入

消防安全失信单位范畴。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通

讯员/叶敏玲）7月15日，丹灶镇国

家卫生镇复审省级暗访迎检工作

会议举行，会议总结了丹灶镇爱国

卫生运动近阶段工作进程并部署

下阶段相关工作。丹灶镇党委委

员刘莉华表示，各单位、村居需多措

并举落实各项工作细节，对标相关

工作标准制定高效工作方案，不断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环境

卫生管理水平，让人居环境更加整

洁优美，日益展现丹灶城市品位。

会上，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

丹灶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镇交

通运输分局、金宁社区、丹灶社区

等多个单位、村居分别汇报了近

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工作情况和进

度。据汇报情况可知，丹灶镇内

医院、车站、广场、城市社区等重

点区域加强巡查整改，共同推进

辖区环境不断改善提升。

爱国卫生工作不是一朝一

夕的表面功夫，在于持之以恒地

抓、深入人心地干。丹灶镇卫生

和健康办公室副主任周志嫦通报

近期丹灶镇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情

况和存在问题，涉及“健康教育与

创建氛围”“市容环卫与环境保

护”“农贸市场环境卫生”“控烟宣

传”等多个方面，并指出各单位、

村居必须加强营造区域内创建工

作氛围，落实好各项环境卫生工

作至细枝末节，加强控烟管控宣

传，确保除四害工作落实到位等，

致力推进爱国卫生工作到底到

边，城乡环境面貌得到有效改善。

为进一步巩固国家卫生镇

创建成果，丹灶镇制定了《丹灶镇

巩固国家卫生镇工作方案》，内含

健康教育、环境卫生、环境保护、

传染病防治、社区卫生等10个大

项的各类指标任务，并明确具体

工作的详实安排。会上提出，各

单位、村居要严格落实《方案》要

求，持续开展环境整治行动，全力

提升城镇环境卫生品质。

国家卫生城市是由全国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评选的国家级

卫生优秀城市，这是城市卫生工

作的最高荣誉，是一个城市综合

素质的重要标志。刘莉华要求，

各相关单位、村居要强化领导作

用，落实主体责任，按照工作要求

标准化渗透落实各项工作，及时

高效解决区域内“老大难”问题，

并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进一

步提高城镇卫生精细化管理水

平，建立健全长效卫生管理机制，

致力将爱卫工作与经济社会同步

发展、协调发展，使爱卫工作成为

丹灶镇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

撑，形成全员参与、人人关注的良

好氛围，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确保环境卫生整治取得实效。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马悦 通讯员/徐秋燕 黄颖欣）推

动民生实事项目和代表议案建

议落实，是丹灶镇人大的工作重

点之一。结合“更好发挥人大代

表作用”主题活动月的安排，7月

14日上午，丹灶镇人大组织中

心联络站、民生实事项目第一监

督小组的有关代表，对丹灶镇民

生实事项目桂丹路西二环（丹

灶）高速出入口交通疏导工程

（一期）实施情况进行专题调

研。丹灶镇规划建设、道路安

全、交警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参加

活动。

代表们首先来到西二环高

速（丹灶）出入口现场，实地察看

工程建设成效、车辆通行状况，

总体情况良好。据悉，出入口区

域之前因为转弯车道少，多股车

流汇聚交织等原因，交通拥堵问

题严重，存在安全隐患。从2018

年开始，有关区、镇人大代表就

在区、镇人代会上提出对出入口

安全隐患进行整治的相关议案

建议，区镇两级政府高度重视，制

定交通疏导工程建设方案，并分

三期实施。其中工程（一期）更被

列入该镇2021年“十大民生实事

项目”。

据介绍，工程（一期）已于今

年6月底完成，包括完善丹灶中

学校前道路、新建桂丹路北辅路

右转专用匝道2条、拓宽樵丹路

南往北方面右转车道至环保学

院侧、修整收费广场的渠化岛、

拓宽站场入口，增加进入收费广

场的车道数量，且在该桂丹路北

侧人行道增设了横跨收费站的

地下人行通道，使交通拥堵和安

全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随后的座谈会由丹灶镇人

大副主席、中心联络站副站长陈

亮华主持。会上，相关部门汇报

了工程实施情况，介绍了工程二、

三期建设计划，代表们对工程（一

期）表示了肯定，并就加快二、三

期计划落实，完善相关道路设施

等相关问题建言献策，提出了完

善有关交通指示牌、车道标线，调

整有关路口车辆掉头车道，完善

交通疏导应急预案，加强工程计

划前瞻性、长效性等意见建议。

丹灶镇人大主席、中心联

络站站长陈滔元指出，在镇委

镇政府重视和有关部门努力

下，西二环高速（丹灶）出入口

疏导工程（一期）顺利完成，有

效缓解了交通拥堵和安全问

题，有关部门需在此基础上加

快工程二、三期进度，并考虑镇

内涉及拥堵、安全问题的其他

主要交通节点的整治改造，全

面优化交通环境，希望人大代

表继续关注和推动解决交通安

全等民生问题，切实为人民群

众办实事，展现人大代表的使

命担当。

这次对西二环出入口交通

疏导工程（一期）的视察调研，

是继日前荷桂路拓宽改造工程

实施情况监督活动之后的又一

次镇、站共同监督活动。今年，

丹灶镇人大加强了民生实事项

目和代表议案建议落实情况的

监督，在镇人大进行督办的同

时，将其纳入相关联络站的工作

内容，制订实施镇、站共同监督

推动落实的工作方案，从而增强

监督合力和效果。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悦 通

讯员/刘添华）7月13日，丹灶镇

人大组织民生实事项目实施第

五监督小组的人大代表，对荷桂

路拓宽改造工程实施开展监督

活动，视察并调研荷桂路有关情

况，加快推动有关问题整治和改

造工程建设。

在荷桂路李边村口段，人大

代表们听取第五监督小组组长、

劳边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站长

刘湛洪介绍现今荷桂路的实际

情况和存在问题。据悉，荷桂路

南起桂丹路劳边路口，北至横江

城区，全长约4公里。该路目前

为双向两车道，来往大型车辆较

多，加上部分重点项目相继落户

荷桂路沿线，并正在进行基建，

导致荷桂路交通压力增大，部分

路段破损、扬尘现象较为突出，

需要及时进行修复、整治，并加

快扩宽改造工程。

座谈会上，镇土地房屋征收

管理办和工程建设中心有关负

责人汇报了荷桂路拓宽工程实

施情况。据悉，荷桂路将拓宽改

造为双向六车道，总长约5.15公

里；新建双向四车道的徐海路总

长约0.5公里。近期已完成初步

勘察设计修编工作、签订了有关

征地协议，现进行施工图设计，预

计8月前完成施工图设计工作。

人大代表对目前荷桂路车

辆通过时扬尘、部分路段破损、

村民出行面临较大安全隐患等

问题，提出了加强对路面洒水、

及时修复破损路面，在相关路口

安装警示灯等意见建议，另外就

如何妥善实施路面修复、加快拓

宽改造工程等积极建言献策。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梁大民）承载新希望，迎

接新起点，开启新征程。7月15

日上午，醒华小学举办第一次全

体教师会议，让教师们初步了解

学校文化与价值观，明白学校办

学目标和定位，明确教师的规矩

及要求，做好各方面准备，迎接

新学年教育教学工作的到来。

会上，丹灶镇教育办副主任

杜明汉表示，希望老师们在新的

学校、新的岗位上精诚团结、携

手共进，共同为“醒华”这一老牌

新校注入激情活力，打造好“醒

华教育”的办学品牌，传承发扬

其办学文脉。

醒华小学校长区瑞鹏通过

“基本情况”、“顶层理念设计”、“工

作安排”三个板块详细介绍了醒

华小学工作情况，让教师们对新学

校有了初步认识。结合醒华小学

蕴涵“醒华教育”的办学理念，重点

提出了“唤醒生命、扎根传统、点

亮未来”的三大教育主张，旨在通

过教育教学让每个学生绽放独一

无二的个性，肩负传承传统文化、

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使命，成为

未来时代需要的人才。

会议还重点讲述了醒华小

学的办学宗旨、办学愿景、育人目

标、关键素养、一训三风等核心文

化，对教育要求进行详实讲解，培

养教师们的前瞻性、导向性、可行

性思想，让教师们对新学年工作

充满憧憬与信心。

区瑞鹏表示，希望通过此次

培训让教师团队认识、理解学校

未来的办学方向和定位，为打造

一支师德高尚、爱岗敬业、锐意

进取、业务精湛的教师队伍奠定

基础，在醒华教育发展之路上携

手共筑未来梦。

醒华小学将于今年9月1日

开学，西城社区、仙岗社区、银河

社区、良登村、塱心村、保利和

馨园的学生将到醒华小学就

读。据悉，学校将以“现代岭南

书院”的风格打造成为富有岭

南特色的书院式校园，校园内

建有教学楼、体艺楼、行政楼、

体育馆、图书馆、报告厅、演播

厅等功能楼，为师生提供充裕、

灵活的空间场所，满足特色课

程开设的需要。

即日起至10月底，丹灶严查易燃易爆物品、“三

合一”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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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项目进度 落实为民办实事
丹灶镇人大组织开展西二环出入口交通疏导工程专题调研

荷桂路将拓宽为双向六车道
预计8月前完成施工图设计工作

■人大代表

视察道路实

时交通情况。

珠江时报记

者/马悦摄

■人大代表视察荷桂路。 通讯员供图 ■荷桂路现场情况。 珠江时报记者/马悦摄

■醒华小学规划图。

■南海区行业领域消防安全大约谈大培训送进丹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