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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名女职工
免费做“两癌”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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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陈时然

通讯员/罗婉珊）9月20日，丹灶

镇召开2022年食品安全工作会

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区食品

安全和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工作

会议精神，通报了丹灶镇食品安

全及助力“两个创建”工作的情

况，分析了存在问题和薄弱环

节，并对“两个创建”相关工作进

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

当前，佛山市正创建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南海区正创建

广东省食品安全示范区（简称

“两个创建”）。丹灶提出，要通

过梳理风险隐患并开展全链条

整治、建立健全行业治理长效机

制、加强成员单位及村居食品安

全协管员的培训、加强宣传引导

提升普法宣传质效等方面重点

工作，高标准推进丹灶镇食品安

全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议对接下来的“两个创

建”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强调

要加大对干部职工进行科普，提

高宣传的覆盖面，及时宣传“两

个创建”效果，提升广大市民的

食品安全科学素养和食品安全

满意度、示范创建工作知晓率。

“希望大家高度重视，对标

创建标准和风险问题，提早谋划

部署，抓实抓细相关工作，为丹

灶镇、南海区，乃至佛山市的示

范创建工作交一份满意的答

卷。”丹灶镇镇长何敏仪表示，

“两个创建”工作与文明创建工

作都是体现政府担当和服务民

生的一件大实事，各部门、各村

居务必要以更强的责任担当和

抓铁有痕的落实力度，推动丹灶

镇食品安全形势持续向好，确保

高质量、高水平完成“两个创建”

任务，充分展现丹灶先锋的担当

和贡献。

今年以来，丹灶市场监督管

理所共巡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2038家次，受理投诉举报302

宗，立案查处80宗，结案67宗，

涉案货值2.7491万元，罚没金

额达25万元，责令停产停业企

业2家。全镇食品安全态势总

体良好，全年无发生食品安全事

故。

近日，丹灶镇西联社区356名

学子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西联社区“乐善暖心”基金发放了

12.4万元奖励金，分别对品学兼优

及困难家庭学生进行奖励和帮扶，

激励中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

是“乐善暖心”基金自成立以来组

织的第二次奖学助学基金发放。

2021年末，西联社区“乐善暖

心”基金向社会发出倡议，筹集资

金开展慈善公益事业，乡贤徐咸大

得知后，向“乐善暖心”基金认捐了

120万元，其中有20万元定向捐赠

给三甲德尚学堂作日常运营经费。

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一

直以来，徐咸大积极参加各类社

会公益性活动与慈善活动。虽在

外经商，但家乡每次发动乡贤募

捐，徐咸大都会积极参与捐款，用

实际行动反哺桑梓。

“乐善暖心”基金
为基层善治添薪火

“今天的玉米排骨汤太香

了！我待会要把它喝完。”家住西

联社区西杨经济社的90岁长者杨

棉，打开保温饭盒后，热腾腾的饭

菜香气扑鼻而来。

西联社区开设长者饭堂至今

已有一年多，每逢周一至周六，长

者饭堂服务队都会为社区孤寡、

独居长者送去营养均衡的午餐。

该长者饭堂建立了“社区、经

济社、个人”分级分类就餐补助机

制，除个人部分外，由社区、经济

社、“乐善暖心”基金三方平摊。

徐咸大了解到西联社区“乐善暖

心”基金的想法后，对社区的规划

设想给予肯定，并立即答应捐款

120万元给基金会，这对长者饭

堂的长效运作起到了极大的作

用。

除了开设长者饭堂、开展奖

学助学活动，在“乐善暖心”基金的

支持下，西联社区还建设了丹灶

唯一一家由社区基金帮扶的半公

益少年宫，为丹灶镇青少年的成

长提供一个良好阵地。

“我是土生土长的丹灶人，丹

灶是我的故乡，是我的根。从小

父母就教导我们要助人为乐，当

家乡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企业家

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家乡发

展出一份力。”在徐咸大的话里，积

淀着对故乡浓浓的感情。

饮水思源不忘本
致富不忘家乡人

生于斯，长于斯，徐咸大对丹

灶始终怀着一份无法割舍的乡

情。他是上世纪60年代的高知分

子，27岁那年，他当上了西联乡副

乡长。在上世纪70年代，他被分

配去化工厂管理工业。1983年，

佛山开始动员个人承包乡镇企

业，徐咸大萌生辞职下海的想

法。

1984年，单位批准了徐咸大

的辞职，他一出来就参与了化工

厂的承包。这便是德联集团的前

身——南海西联化工厂广州门市

部。徐咸大牢牢把握政策机遇，

依靠改革开放引入外资和产品国

产化的政策支持，逐梦精细化工

国产品牌。

在徐咸大的带领下，德联集

团不断发展壮大。如今，德联集

团是一家主营汽车精细化学品、

汽车销售服务、汽车维修保养三

大模块的上市公司。

在企业经营不断向前发展的

同时，徐咸大情系家乡，积极投身

于家乡的公益事业。2001年，得

知西联社区内一处古建筑要重

建，他带头捐款33万元。

2015年，联安小学校车到达车

辆报废年限，得知此情况后，徐咸大

向学校捐赠了一辆崭新的校车。

2016年，徐咸大捐款40万元

建设西联社区三甲村会田涌筑坝

工程，使村内环境焕然一新。

除此之外，多年来德联集团

党支部都会到丹灶开展慰问活

动，为困难户和长者送去慰问金

和物资。

“丹灶培养了我，希望通过我

的努力，带动更多外出乡贤回到

家乡，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同

时，希望通过奖学助学，激励丹灶

学子奋发向上，感恩前行，反哺社

会、反哺家乡。”这是徐咸大一直以

来的心愿和期望。

丹灶镇召开食品安全工作会议，部署“两个创建”相关工作

开展全链条整治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丹灶乡贤徐咸大积极参加各类慈善公益活动

做实业闯出天地
用爱心反哺桑梓

文/珠江时报记者陈时然通讯员丹宣胡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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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见习记者/蓝景熙 通讯员/徐成

雄摄影报道）当前，丹灶镇正有

序推进智慧停车项目。丹灶城

区和金沙城区车位纳入智能改

造范围，第一批改造的车位计划

在10月下旬进行试运营收费，

今年12月31日前为试运营阶

段，预计2023年初实施改造的

车位资源将全面实行有序停车

有偿收费。

车位改造分两批实施
据悉，丹灶镇车位改造分两

批实施，第一批改造范围为丹灶

片区，今年8月中旬开始施工，

预计今年10月中旬结束，涉及

市政道路 13 条，车位数量约

826个；第二批改造范围为金沙

片区，预计今年11月下旬结束，

涉及市政道路共13条，车位数

量约641个，具体数量以最终改

造完成为准。

9月16日，丹灶市政办工作

人员与南海区智慧停车丹灶项

目负责人来到丹灶片区的华峰

路和有为大道，检查市政公共车

位智能化改造情况。此前，施工

人员对车位智能化管理设备进

行安装，并对老旧车位的标线进

行了翻新，对不符合规定的车位

进行了删除。目前已基本完成

智能化管理设备的安装，后续将

陆续安装收费牌、车位编码牌等

设施。

“第一批改造的车位按计划

将在10月下旬进行试运营收

费。”南海区智慧停车丹灶项目

负责人梁家溢介绍。

记者了解到，9 月 15 日

起，2022 年版南海区政府定

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机动车

停放设施服务收费标准施行，

其中依法施划的道路停车设

施（政府定价）的标准划分为

一、二、三类路段收费类别。

丹灶智慧停车收费项目主要

以二类、三类路段收费类别为

主，30分钟内免费停放，超30

分钟的停放分别在工作日日

间和夜间、非工作日日间和夜

间按时计费。

“通过分时段、分路段的

差异化停车收费政策来促进

公共车位资源被合理运用，切

实解决停车难问题，让市民有

位放心停、合理停。”梁家溢表

示，智能化设备可自动记录车

辆停放时间，以精确管理减少

人为因素影响，提高停车位使

用率。

届时，管理单位将安排专

业的技术员对智能设施设备进

行维护及升级，安排车辆管理

人员引导市民规范停放车辆，

积极为市民解释车辆停放或缴

费时遇到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试运营

期间将推出系列优惠，车主可

关注“南海智泊”微信公众号了

解并参与相关优惠活动。

创新思路破解停车难
随着丹灶经济社会不断发

展，车辆数量激增，市民对公共

停车位需求日益剧增，解决停车

难问题成为市民关心的重点话

题之一。

丹灶高度重视该项民生实

事，围绕这一热点难点，集众智、聚

群力，知难而进，积极作为，多次组

织部门通过实地考察、外出学习、

召开会议等共商解决对策。经多

次讨论后，相关部门以严格执法整

治乱停乱放、规划建设公共停车场

加大车位供给和实施公共停车位

收费管理等举措，缓解停车难问

题，取得阶段性成效。

结合前期调研和群众停车

需求等综合性意见，相关部门

全面掌握城区停车位情况，遵

循“应设尽设”原则，制定了相

关解决方案，以盘活车位存量

和实施有偿收费相结合，全力

破解停车难题，推动城镇秩序

持续向好。

目前，丹灶城区已改造提

升侨联大厦停车场，增加公共

停车位109个；科学完善停车

位标线，新增路内停车位100

多个。此外，为进一步缓解丹

灶城区停车难问题，今年计划

在丹灶村周边再增加50个停

车位。接下来，丹灶镇金沙片

区将建设智慧停车项目和相关

改造提升工程。

丹灶镇有序推进智慧停车项目

首批改造车位10月下旬试运营

■徐咸大（一排左三）到三甲德尚学堂参观。

■丹灶有为大道路段智能设备安装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