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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罗村开展综合安全检查行动

日巡查夜突查 消除安全隐患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
兴）为持续做好安全生产、火
灾防控工作，确保五一期间
消防安全，
连日来，
狮山镇罗
村社会管理处吹响节前安全
“突击夜查”
“日间巡查”
的集
结号，
联合应急、消防、流管、
综治以及各社区，组织开展
“三小场所”
综合安全检查。
27 日上午，狮山镇委委
员，罗村社会管理处党委书
记、
主任何宇聪带队，巡查空
军农场附近区域厂房、小作
坊，走进宿舍、饭堂，对违规
住人、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
与违规充电、安全通道堵塞
等安全隐患进行地毯式排
查。排查过程中，两家存在
消防安全隐患的企业被立
即关停。
“ 对于违规企业，要
对相关负责人追责问责。
如拒绝承认问题，要将所有
工作人员记录在案，并开具
正式文书，作严格处罚。”何
宇聪表示。
28 日晚上，罗村社会管

■何宇聪（左二）带队巡查空军农场附近区域厂房、
小作坊。

理处党委委员、副主任马江
平率相关部门，先后对塘头
社区白边经济社、朗沙社区
市场周边
“三小场所”
进行突
击夜查。在白油路一带的狮
山工业园 C 区，检查组逐一

通讯员供图

检查沿街商铺、餐饮店，
针对
行为细致检查，并积极做好
“三小”
场所是否按照规定配
经营户的消防安全知识宣
备足够的消防安全器材、电
传。
线是否乱拉乱接、货物的堆
针对检查中发现部分
放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规定、 “三小场所”存在违规住人、
场所内是否存在违规住人等
消防通道堵塞等安全隐患，

检 查 组 随 即 登 记 在 案 ，督
促“三小场所”责任主体要
按照登记表的标准限期整
改，并按照表格进行“回头
看”。
狮山镇消防办罗村工作
组工作人员郭润生表示，本
次突击夜查行动将连续开展
4 晚，日查行动将在 17 个社
区 内 持 续 开 展 至 4 月 30
日。五一期间，消防部门将
要求村（居）委会加强对管辖
范围内的三小场所、出租屋
进行夜查和监控，确保节日
期间安全形势稳定。
截至昨日，本次节前综
合安全检查行动共检查三小
场所 150 间，排查火灾隐患
约 264 处，其中发现违规住
人尝试并已作关停处罚 21
间。
“ 狮山罗村高度重视企
业、
‘三小场所’
安全生产，
以
及出租屋消防安全等各项工
作，
通过集中开展专项行动，
有效提高群众安全意识。
”
马
江平表示。

狮山罗村组织设计师走进上柏社区，
实地调研
“四小园”
地块

空地如何建花园 设计师出金点子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聪
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岭南建筑分
上柏社区占了 2 块。这些地块
通讯员/邵浩威）刷新乡村颜值， 会一批工程设计师来到上柏社
大多位于街头巷尾以及村中边
助力乡村振兴。27 日上午，狮
区，先后考察了该社区番塔广
角
“零碎地”
，
狮山罗村希望设计
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组织一批
场、兰边古道等乡村振兴项目， 师能见缝插针地进行精细化利
工程设计师走进狮山镇上柏社
并走入村中的房前屋后，察看
用，
打造精致美丽的
“四小园”
。
区，实地调研当地“四小园”地 “四小园”
地块的现况。
调研结束后，
一行人回到上
块，寻找设计灵感，给出设计建
“这里可以用些篱笆材料
柏社区居委会座谈，除了对“四
议。
围起来弄个小花园。”
“ 这些杂
小园”设计展开头脑风暴，设计
日前，狮山罗村启动“乡村
草清掉，空置地把果树种上。” 师们还就社区农民公寓的空间
四小园”特色小生态板块设计
调研现场，设计师们针对地块
布局与规划编制展开探讨。
方案征集，本次活动征集的设
现 况 探 讨“ 四 小 园 ”设 计 的 方
“我们会把征集到的优秀
计方案将集结成册，为狮山罗
向，
给出建议。
‘四小园’
设计方案，
制作成一本
村各社区的“四小园”建设搭建
本次征集活动，
狮山罗村提
设计图集给到各社区，
社区可因
设计基础。
供了 14 个农村社区共 20 块可
地制宜地挑选样板建设‘四小
当日上午 9 时，
广东省工程
选设计地块作为设计样板，
其中
园’，这样每个社区就不用分散

找设计了。”狮山镇罗村社会管
理处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罗森
明表示，打造“四小园”样板，目
的是激发村民的改造意愿，
共同
扮靓美丽乡村，
为狮山罗村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蓄力。
据了解，狮山罗村“乡村四
小园”
特色小生态板块设计方案
征集活动自 4 月 10 日接受报名
以来，
短短半个月已吸引了全国
超过 300 组设计师报名。报名
参与的知名高校很多，
比如深圳
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厦门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等。
活动承办方广东众图互联

狮山非遗传承课走进企业

冠军教咏春 员工很受用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通讯员/竺正林 摄影报道）4 月
24日，
狮山镇文化大讲堂之非遗
传承课来到广东联邦家私集团
有限公司，
三次世界咏春大赛冠
军、
两次国际武联咏春拳大赛冠
军、
叶问咏春第二代传人董崇华
现场教拳，
带领员工感受叶问咏
春精神和武术文化。
伴着口令，来自广东联邦
家私集团有限公司的 40 多名员
工以及员工家属跟随董崇华练
习咏春套路，
场面热闹非凡。
“自
然站立，双拳提高于胸前，眼睛
平视，
双膝微屈，
以脚跟为轴，
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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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向外打开四十五度，然后以
脚心为支撑点，脚跟分开四十
五度……”董崇华边念口诀，边
向员工示范正确姿势及要点。
“来狮山一年了，感觉狮山
武术氛围浓厚，我想再深入了
解一下咏春，
多学一点。
”
广东联
邦家私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蔡骏
军说，此前对咏春的了解仅仅
停留在电视媒体上所看到的，
并未近距离接触过，对学习咏
春有着很大的兴趣，就主动报
名参加了。
广东联邦家私集团有限公
司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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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送进企业，不仅丰富了员
工的兴趣爱好，也增强了员工
之间的能聚力。
“联邦家私的企
业文化理念之一就是提倡高素
质生活，此次活动也正好契合
我们的理念，未来我们也将继
续为员工提供更丰富的文化生
活。
”
该相关负责人说。
狮山镇文化发展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狮山是制造业大
镇，狮山文化大讲堂非遗传承
课程走进企业，以咏春为兴趣
导向，能丰富企业员工生活，帮
助员工提升精气神，助力狮山
高质量发展。

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刘昭说，
目前全国设计师对于乡
村振兴工作十分关注，
相关活动
也不少，
但像
“四小园”
这种主题
明确的设计征集活动，
在国内也
算是比较领先。
“今天我们带一
些设计师过来实地考察，
是希望
把设计方案落到实处，
更贴合基
层的实际需求。
”
开展“四小园”建设是打造
美丽乡 村 的 重 要 举 措 之 一 。
狮山罗村以征集活动为载体
聚焦全国设计师目光，是汇智
聚 智 高 标 准 打 造“ 四 小 园 ”的
又一抓手。

点对点宣传
推进
“个转企”
狮山召开“个转企”工作会议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 通讯
员/朱 平）4 月 22 日 ，狮 山 镇 召 开
2021 年
“个转企”
工作会议，
讲解相
关扶持政策，动员个体工商户升级
发展，要求各村（社区）分管经济工
作干部按时按质完成工作。
会议传达了狮山镇进一步支持
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行动
方案。方案对“个转企”的升级范
围、七大扶持措施作了详细讲解，
并
要求各工作成员单位及村居要从思
想上高度重视，充分认识“个转企”
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及时完成
工作材料报送工作，不断加强职能
部门间的联动，同时深入开展宣传
动员，
多渠道多形式加强宣讲力度，
向广大个体户开展“点对点”宣传，
真正帮助到个体户实现转型，助力
全镇
“个转企”
攻坚工作顺利开展。
“在税收方面，
‘个转企’
只有好
处，
没有坏处。
”
会上，
南海区区税务
局狮山分局副局长何嘉雄对“个转
企”相关税务政策进行解读。他表
示，
个体户实现转型后，
企业多项所
需缴纳税赋将大幅下降，同时对比
个体工商户，将减少相关税务申报
工作量。何嘉雄还针对“人员社保
参保”
“发票使用问题”等热点问题
进行回应，
表示按照工作指引，
只要
属于“个转企”范畴，相应税务申报
工作流程都不会有变动。此外，他
对《南海区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优
惠政策汇编手册》进行讲解，
分析了
由个体户转型为个人独资企业及个
体户转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区
别，
同时对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
等相关变更进行解析。
按照上级部门要求，狮山镇自
2019 年推进该项工作，全镇“个转
企”
培育数量为 820 户，
并不断开展
库外排查，挖掘补充具有“个转企”
潜质的个体户。截至目前，包括名
录内和名录外的
“个转企”
实际完成
数 量 为 400 多 户 ，约 占 总 任 务 的
60%。
“工作时间紧，
任务重！
”
狮山镇
市场监管所所长麦杰洪表示，个转
企工作即将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个
体户商户应长远思考如何结合实际
经营情况，
把商铺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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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崇华（右）教授咏春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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