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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

健）4月22日，里水河流域水环

境治理工作会议召开，就目前

里水河流域治理项目推进情

况、水环境治理、河长制落实等

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里水镇

党委书记谭艳玲部署了下阶段

水环境治理工作，提出“四大坚

持”的要求，督促各单位、村（社

区）共同合力做好里水河流域

水环境治理。

2018年6月，里水河流域

治理项目正式开工。截至目

前，已累计完成约43%的建设

投资任务，主要包括新建截污

管网约98公里，新建西线补水

管网约13公里，完成河涌清淤

约18万立方（36公里），建成分

散式污水处理装置3座。

该治理项目主要包含4个

批次8个标段工程，前三批项目

以截污和清淤为主，总投资约

8.67亿元，目前清淤已完工，截

污工程已完成约80%，处于收尾

阶段。剩余项目总投资约12.87

亿元，以管网查漏补缺、清淤、活

水、景观、生态、智慧水务等工程

为主，目前完成率约15.5%。

经过治理，里水河2020年

污染指数同比下降27.4%，流

域范围内10条城乡黑臭河涌

全部消除黑臭、通过验收。但

整体水环境状况仍不乐观，部

分通过验收的黑臭河涌经常反

黑，里水河、南围公涌等重点主

干河涌水质仍未达标。里水河

流域治理已经进入深水区。

会议提出，当前，里水河流

域治理仍然要以“消除黑臭、提

升水质”为主要目标，优先实施

截污、清淤、活水等直接改善河

涌水质的子项工程，计划到

2021年底，全部建成的截污管

网通水运行，西线补水工程建

成通水，里水河东线景观工程

示范段完工，第一批10条重点

河涌生态修复工程完工。

针对当前里水河流域存在

的征租地、涌边违建、治污管

理、建成管网通水等问题，里水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梁文成认

为，今年6月和12月是重要节

点，要保证年底有阶段性的成

效，各河长要根据河涌情况做

到心中有数，抓住现阶段的主

要矛盾，加快工程进度，加强项

目管理，加大执法力度，对目前

存在的如住宅小区雨污混接，

重点工程进度缓慢等问题提出

解决方案，合力做好里水河流

域治理工作。

谭艳玲提出了四点工作

要求，分别是坚持流域治理目

标不变，坚持精准治水，坚持

责任治水，坚持打好治水攻坚

战和持久战。

谭艳玲认为，坚持流域治

理目标不变，要变的是速度。

要加快进度，通过倒推形式，主

体工程要在年底前完成；要加

快清淤工程和生态修复，与截

污同步进行；要加快投用建好

的截污管网，协调好相关部门，

加快验收投用；要加快同步治

理支毛涌。

谭艳玲要求，要结合里水

实际，全力做好工业污染源治

理，要将工业企业截污作为今

年水环境治理的重点来抓。楼

盘、市场、学校、餐饮店等重点

污染源，首先要确保截污，接下

来就要抓雨污分流，从源头控

制污水流入河涌。

针对河长制的落实问题，

谭艳玲要求要抓好镇级河长、

村级河长责任，镇村同责，研究

方法，形成共识，齐心协力做好

水环境治理。

珠江时报讯（记者/邓施恩

通讯员/陈锦洪）4月21日，里水

镇召开铁皮屋安全风险业务培

训及排查整治工作部署会议，旨

在进一步做好汛前防汛防台风

隐患排查整治及风险防控工作。

会议解读了《里水镇铁皮屋

安全风险排查整治工作方案》，

并为相关单位业务人员开展

主题培训。会议表示，进入汛

期，安全风险隐患日渐突出，

其中，恶劣天气下铁皮屋容易

造成人身、消防等安全事故，

因此需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

隐患排查工作。

会议对铁皮屋排查整治工

作进行部署。一是摸底排查，由

业主单位自查铁皮屋是否存在

因基础不均匀沉降等原因造成

的失稳现象以及违法加建铁皮

屋的现象。在此基础上，各部门

和村（居）对本行政区域内铁皮

房屋的数量、管理责任人、铁皮

屋内居住或工作的人员数量、临

灾涉险时的转移场所等相关信

息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建立本镇

行政区域内的铁皮屋管理台账。

二是全面整治阶段（4月23

日至4月30日），在大摸查的基

础上，重点整治“两违”铁皮屋，

对于违反《土地法》《规划法》

的，一律严肃查处，消除安全隐

患；整治用于临时性建筑物、构

筑物的符合法定手续的铁皮

屋，要求业主单位按规定进行

安全隐患排查并落实整改，落

实风险防控；整治已建成的合

法铁皮屋建筑（特指永久性建

筑），即钢结构厂房建筑等，全面

排查该类建筑在使用过程中存

在的安全隐患，要求业主单位落

实风险防控工作。

里水镇副镇长杜柏盛强调，

各部门和村（社区）要高度重视，

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汛前风险隐

患排查整治及风险防控工作落

实到位；要加强整治，落实安全

责任，加强辖区内铁皮屋安全巡

查工作；要严格执法，加大处罚

力度，对铁皮屋整治工作发现的

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和重大安全

隐患“零容忍”，对责任单位严格

落实处罚；要广泛宣传，提高安

全意识，充分利用主流媒体和进

村入户宣传等形式，加强铁皮屋

安全风险整治宣传力度。

里水将开展铁皮屋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珠江时报讯（记者/黎小燕

通讯员/吴小清）历史是最好的

教科书。4月23日是世界读书

日，“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南海区党史百场共读暨艺术四

季群众文艺展演活动启动仪式

在中共南三花工委旧址举行，南

海区社会各界代表共聚一堂，通

过共读党史感悟初心使命，汲取

奋进力量。佛山市委常委、南海

区委书记闫昊波作为领誓人，带

领现场人员重温入党誓词。

这次活动，全区共设置

100个共读点，过万名党员干

部、师生、社区居民、产业工人

在同一时间段共读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图书，回顾百年大党

光辉历程，凝聚奋进新征程的

强大力量。

党史百场活动是南海“三

个一百”（开展100场党史宣讲

活动、组织100场党史共读活

动、打造100堂微党课）党史学

习教育活动的其中一项，也是

南海区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品

牌活动之一，旨在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向纵深推进、向基层传

导、向全民覆盖。

中共南三花工委旧址是

本次党史百场共读活动的主

会场，也是第100个共读点，

该场活动由中共佛山市南海

区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主办，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宣

传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里水镇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承办。

一部党史既是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的历史，也是一部生

动的爱国主义教材。“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由建党时的50多

人发展壮大为今天拥有9100

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

是什么成就了我们这个百年大

党？是什么让亿万人民始终汇

聚在鲜红的旗帜下？根本就在

于我们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在主会场，人

们在领读者声情并茂的朗诵中

再次感悟党的初心使命。

重温党的百年光辉历程，

既是回望过往的奋斗路，也是

眺望前方的奋进路。“中国共产

党百年历史，是为人民奋斗、为

人民奉献的历史，特别是去年

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

更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南海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巫祖强参加了主会场共

读党史活动，他表示，接下来医

院将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医德医风建设，不

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切实为

人民群众办实事，提供更优质

的医疗服务，为健康中国、健康

南海贡献医护人员力量。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

初心历久弥坚。从主会场到各

镇街、各村居，一个个共读点串

起党史学习教育的点、线、面，

带动全区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的

热潮，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共

读者纷纷表示，要把初心使命

融入到日常工作生活中，通过

履职尽责为人民服务，为国家

发展贡献力量。

当天，南海区艺术四季群

众文艺展演活动同步启动。在

接下来8个多月，展演活动将陆

续与市民见面，大力唱响时代

主旋律，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

南海区党史百场共读活动在里水启动

万人共读党史 汲取奋进力量

■社会各界代

表共读党史，

感悟初心使

命，汲取奋进

力量。

通讯员供图

珠江时报讯（记者/邓施恩

通讯员/朱嘉泳）为进一步推进消

防安全、“两违”查处治理、经济调

度、加快个转企以及迎接中央环

保督查等工作，4月23日，里水镇

召开消防安全及相关工作部署会

议，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各

村（社区）的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解读了新制定的《里水

镇消防安全长效管理机制实施办

法》，明晰里水镇消防安全长效管

理机制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职责

和内容，介绍考核机制和问责机

制，要求做到“层级负责、条块结

合、专人专责”。

根据辖区内的消防情况，里

水镇党委委员曾庆常要求各成员

单位要认真落实消防工作责任

制；全力推进挂牌督办村（社区）

整治，确保挂牌村（社区）顺利摘

牌；集中治理消防车通道，消除火

灾隐患；加强重点场所的消防安

全检查。

今年，里水镇的“两违”整治

工作任重道远。里水镇综合行政

执法办主任黄卫斌表示，各相关

部门、村（社区）要紧抓违法卫片

图斑执法工作，克服摸查对象种

类多、数量大，普查时间紧迫以及

历史遗留等问题，为打好镇内“两

违”治理攻坚战奠定良好基础。

本月，“十四五”首轮生态环

境督查已在多地启动。里水镇党

委委员陆锹晓表示，各相关职能

部门、村（社区）要迅速行动，妥善

地处理好河涌“返黑”、固废倾倒

以及邻避维稳等问题。

查处无证无照专项整治行

动及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专项行

动是近年的重要任务。里水市场

监督管理所所长罗愉流要求各村

（社区）提高思想站位，加强对企

业的“个转企”政策宣传；对村（社

区）、工业园区开展无证照生产经

营单位摸底排查。

针对目前的经济调度工作

安排，里水镇党委委员周可指出，

各村（社区）要定人定岗，做好日

常工作对接；加强与企业沟通，消

除企业顾虑；按时按质完成规上

企业报送工作和生产要素调查摸

底工作等。

里水镇镇长麦满良表示，在

消防安全工作方面，要做到软硬

兼施，一是加快硬件设施建设和

管理制度制定，二是严查违法行

为，做好服务管理。在“两违”整

治方面，要严格执行相关工作，提

高工作标准，加强部门沟通，做到

协管整治，持之以恒，强化巡查，

抓早抓少，长效治理。

在“个转企”和“查无”工作方

面，要加强部门联动，引导企业做

大做强，从源头整治无证照企业。

在迎接中央环保督察工作方面，要

高度重视，提高意识，抓住督察重

点，提升水环境质量，及时处理固

废偷倒和噪音等市民反映的问

题。在经济调度方面，要摸清底

数，着力调查企业生产力要素；从

政府扶持、解决企业困难等方面做

好企业服务，消除企业顾虑。

里水镇加快推进消防安全、“两违”查处治理等工作

提高思想站位
迅速开展行动

里水河流域水环境治理工作会议召开

镇村合力 打好治水攻坚战

分阶段整治铁皮屋

业主单位自查铁皮屋是否存在因基础不均匀沉降等原因

造成的失稳现象以及违法加建铁皮屋的现象。

部门和村（居）对相关信息全面摸底排查，建立铁皮屋管理台账。

1

2

摸底排查——

重点整治“两违”铁皮屋。1

2

全面整治——

整治符合法定手续的铁皮屋，排查合法铁皮屋建筑的安

全隐患，要求业主单位落实风险防控工作。

数读

里水河流域治理项目已累计完成约43%

的建设投资任务，主要包括——

经过治理——

里水河2020年污染指数同比下降27.4%
流域范围内10条城乡黑臭河涌全部消除黑臭、通过验收

新建截污管网约98公里
新建西线补水管网约13公里
完成河涌清淤约18万立方（36公里）
建成分散式污水处理装置3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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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