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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胡广宇）9月6日，南海

区在丹灶镇委党校组织开展各

镇街社区书记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场宣

讲，引导基层干部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以新担

当新作为迈步新征程。

本次巡回宣讲由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粤桂两省（区）贫困村

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基地主任、

九江镇河清经济社第四党支部

书记潘健章分享参加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心

得体会，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讲

解了党史学习教育、乡村振兴、

扶贫创业等工作经验。

“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是一次接受表彰

之旅，也是一次向党致敬之旅、

一次深化学习之旅。”潘健章说，

作为佛山市唯一获得”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殊荣的党员，自己感

到无比荣幸和自豪。

宣讲现场，潘健章讲述了过

去5年脱贫攻坚战工作历程。

2015年9月，经国务院扶贫办

批准，粤桂两省（区）贫困村创业

致富带头人培训基地在南海区

九江镇河清社区成立，潘健章出

任基地首任主任，从此开启了脱

贫攻坚工作。

该基地以广西省南宁市

上林县为试点，探索总结了

“致富带头人培育跟着产业培

育走”的“双培”模式，通过充

分发挥九江镇领先水产养殖

技术和完善产业链的优势，带

动九江镇 4 家水产养殖龙头

企业到上林县投资建场，创建

了上林县首个高值渔养殖示

范孵化基地，吸纳了 40 多户

贫困户长期务工。

三年来，上林县取得了扎扎

实实的脱贫效果，扶贫产业遍地

开花，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试点

项目更是被国务院扶贫办树立

为全国典型，形成了可复制推广

的“上林模式”。

潘健章表示，自己将继续践

行为民服务宗旨，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把工厂化循环水养殖鳜鱼推

广、服务工作做好，为社会创造

良好效益和价值，向党和国家交

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本次巡讲会为各个镇街社

区书记代表予以工作上的启发

和思考，坚定理想信念落实好本

职工作，切实为民提供贴心、暖

心服务，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

“新”更走“心”，切实把党史学习

教育转化成工作动力和实绩。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何亮成）9月3日，丹灶

镇河（湖、岛）长制工作会议召

开，要求各级河（湖、岛）长需严

格落实巡河制度，常态化、规范

化开展巡河（湖、岛）工作，充分

发挥河（湖、岛）长牵头优势，不

断提升河湖治理和保护水平，改

善和提升生态环境整体质量。

会议汇报了 2021年第二

季度佛山市河长制湖长制工

作检查情况，分析了丹灶河涌

管理情况，指出现存的短板并

对与会人员进行巡河系统业

务培训。

会上强调，相关单位和村居

需强化联动机制，各级河（湖、

岛）长要高度重视，主动承担领

治责任，熟悉责任河湖基本情况

和相关整治措施，以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推进河湖管理与保

护工作，以“一河一策”“河长工

作提示卡”为指导，深入推进河

湖整治，结合强有力的工作措

施，加快推进涉及返黑河涌流域

的工程项目进度，切实解决黑臭

情况。相关单位和村居需定期

对辖区内责任河湖、小微水体开

展回头看工作，发现问题立即查

处，确保河涌治理工作落实到位

有效处理。

丹灶镇党委副书记何敏仪

表示，丹灶镇需全面持续开展

常态化河道垃圾清理、水污染

防治工作，对辖区内河道采取

巡查、整治等措施，制定着实有

效的黑臭河涌整治方案，协调

推进相关工作落实，确保辖区

内河（湖、岛）环境质量得到明

显改善。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 通

讯员/麦永汉）近日，丹灶镇综合

治理办（流管）、丹灶派出所联同

各村（社区）驻村警官、流管干部

及专管员等一行深入辖区内出

租屋，全面开展非户籍人口信息

排查登记专项行动。

从严压实各方主体责任
8月1日，《佛山市非户籍人

口居住登记条例》正式出台，引

起众多丹灶出租屋主和新市民

的关注。为此，丹灶通过扩大宣

传覆盖面、加强摸底排查整治力

度、不定时“回头看”检查等方面

开展专项行动，从严压实各方主

体责任，保障全镇非户籍人口信

息排查登记工作顺利完成。

近期，继联沙社区召开出租

屋主及管理者联合会后，丹灶、

沙滘、南沙、上安、荷村、良登及

西岸等村（社区）已陆续组织辖

区内出租屋主、厂企及其他居所

负责人分批次召开“全面开展非

户籍人口信息排查登记和出租

屋消防整治工作会议”，落实相

关负责人的主体责任，要求其严

格按照《佛山市非户籍人口居住

登记条例》的相关规定，及时、主

动向所属村（社区）流管站报送

租住人员信息。

丹灶镇综合治理办（流管）

利用微信公众号平台转发政策

法规、条例宣传等资讯，使出租

屋主、租客及厂企业负责人等更

深入了解《佛山市非户籍人口居

住登记条例》；同时深入辖区内

出租屋，特别是人口密集的中大

型出租屋及厂企宿舍派发宣传

单张，向群众详细解释相关条

例。通过广泛宣传，引导广大群

众提高意识，自觉遵守条例，做

到主动上报信息、主动登记信

息。

加强摸底排查整治力度
丹灶镇综合治理办（流管）

通过“白+黑”的工作模式开展

地毯式、滚动式排查和上门核

查，重点摸清出租屋、厂企以外

的其他居住场所，并对该类场所

居住人员进行信息登记及居所

房屋消防安全整治工作，努力达

到辖区非户籍人口信息排查登

记及消除违规出租屋消防安全

隐患全覆盖。

近段时间，丹灶镇综合治

理办（流管）工作人员对此前下

发整改通知书的违规居住场所

及已走访巡查的出租屋，进行

不定时“回头看”检查。工作人

员介绍，若检查发现居所负责

人没按要求整改或整改后仍不

规范，依然存在重大消防隐患

的，将对违规居住场所进行直

接封停处理。

截至目前，丹灶镇各村（社

区）共召开“全面开展非户籍人口

信息排查登记和出租屋消防整治

工作会议”18场次，走访巡查出租

房19979间，核查非户籍人口

59595人，开具整改通知书312

份，封停违规居住场所10间。

接下来，丹灶镇综合治理办

（流管）将持续开展非户籍人口

信息排查登记专项行动，加强

非户籍人口和出租屋管理，落

实《佛山市非户籍人口居住登

记条例》的相关要求，切实提高

“人屋”登记纳管率，共建平安

和谐丹灶。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通

讯员/杜嘉雯摄影报道）近日，丹

灶镇西岸村的长者陆续来到村委

会党群服务中心，享受“家门口”

的疫苗接种专车接送服务。

65岁的何伯表示：“之前还

不太清楚接种中心的位置，现在

打疫苗有公交专车服务，避免了

个人独自前往的不方便。”

当日，在西岸村党群服务

中心处，约50名长者在村居工

作人员的协助下填写《新冠肺

炎流行病学调查问卷》，随后有

序地登上疫苗接种便民专车前

往接种中心。

接种现场设有量血压点、

测温扫码、填表区、登记区、接

种区等区域，每个环节均有志

愿者全程守护，为长者提供指

引、填表、咨询等服务。

“您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

等慢性疾病？”医护人员详细询

问老年接种者的身体状况。而

前来接种疫苗的老年人也会主

动告知医生自己有哪些疾病，

在吃什么药。

“医生说只要健康状况稳

定，血糖、血压控制得好，60岁

以上的长者都可以接种。”梁婆

婆高兴地说，整个接种流程花

了不到20分钟。

此次便民专车服务是丹灶

镇卫健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以西岸村为试点，组织公交专

车分多班次来回接送长者接种

疫苗。接下来，丹灶将开展多

条疫苗接种便民专车线路，覆

盖辖区内更多的长者，为其提

供暖心便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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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车接送长者打疫苗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通

讯员/冯敏怡摄影报道）日前，历

时1个多月的丹灶镇“安全培训

N次方”——百名企业职工安全

健康讲师培训班结业，主办方现

场为学员颁发结业证书。百名

学员将担任企业职工安全健康

讲师，带动和提高广大一线职工

的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的意识和

能力，减少和杜绝安全事故和职

业危害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拧紧

企业“安全生产阀”。

企业“安全管家”结业
“引起粉尘爆炸的五个要

素为氧气、可燃性粉尘、点火

源、扩散以及受限空间。”培训

课上，主办方邀请了注册安全

工程师、国际过程安全评估审

核员王小龙担任讲师，通过具

体案例深入讲解“粉尘爆炸的

基础知识”“粉尘爆炸的火灾扑

救”“企业管理粉尘的措施”等

相关内容，剖析了粉尘爆炸的

危害和预防措施，为广大企业

安全专员“敲响警钟”。

当天，主办方还分批为学员

们颁发结业证书，希望通过系统

化学习，培育一批企业职工安全

健康讲师，让他们回到各自所在

单位开展安全教育工作，带动、

提高广大一线职工的安全意识

和应急处置能力，防范和遏制各

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此次培训内容很有针对

性，也很‘接地气’，基本都是和

企业日常生产工作息息相关。

通过培训，我对职工安全工作开

展有了一个更系统的认识。”培

训班学员、佛山市英利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安全专员林汝贤表示，

接下来将计划在企业内部开展

相关安全生产培训，让每一个职

工都能强化安全生产理念。

承担安全宣讲责任
本次培训班由丹灶镇应急

管理办、丹灶镇总工会主办，

ThinkSafer本质安全研究院承

办，主要针对镇内100家规上企

业安全管理人员开展。培训班

自7月22日正式开班，分两个班

进行培训，共计18期课程。

内容涵盖高处作业、有限

空间作业、机械安全、特种设备

安全作业、现场救急、车辆安全

装载及材料人工搬运、动火作

业、危化品安全、粉尘爆炸等九

大内容。

“安全是企业发展最根本

的保障，永远都要放在第一

位。”丹灶镇应急管理办主任李

发全表示，希望通过本次培训

班，培育一批职工安全健康讲

师，使其自觉承担起企业安全

知识宣讲的责任，带领所在企

业职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更

好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百名企业职工安全健康讲师培训班结业

职工担任安全管家
护航企业健康发展

■西岸村为村民提供“家门口”的疫苗接种专车接送服务。

■主办方分批为学员们颁发结业证书。

■工作人员检查出租屋消防设备。 通讯员供图

■工作人员对违规居住场所作封停处理。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