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时报讯（记者/邓施恩

通讯员/李桃文 何贤栋）6月2日

下午，受暴雨天气影响，里水镇

部分路段出现内涝现象。为防

止交通堵塞，里水、和顺交警中

队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

组织警辅人员投入抢险救援工

作。

连日来的暴雨不仅为市民

出行带来不便，也让路面存有积

水。对此，和顺交警中队第一时

间派出警辅人员到辖区积水路

段处置险情。阴雨天下，民警身

上的反光警示服显得格外醒目，

他们冒着雨、趟着水，逐一排查

积水内涝路段，及时维护被积水

损毁的基础设施，清理被积水冲

到路面的杂物，清除交通安全隐

患。

在文教路和一环辅道路段，

民警发现了多处凹陷。为确保

行车安全，民警马上调动车辆运

送砖块，及时填补凹陷路段。和

顺交警中队民警表示，接下来，

将继续加大巡逻密度，强化道路

的疏导能力，全力做好内涝疏导

保畅工作，保障积水内涝路段的

排涝工作与交通秩序，防止恶劣

天气对辖区交通带来不良影响。

“环镇南路、大甘路、新兴路

五星路口、里水大道朝阳路口都是

我们重点排查内涝情况的路段。”

里水交警中队民警介绍，最近的恶

劣天气并未对里水片区造成太大

影响，未发现有内涝现象，但今后

仍会提前做好防护工作，排查恶劣

天气可能导致的交通障碍隐患，如

有发现，及时并提前向市政部门反

映，并指派警辅人员到相应路段

进行交通疏导工作。

民警冒雨疏导交通

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市民应如何防范应对呢？Tips

居家
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因地

制宜，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或堆置沙

袋。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

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打雷时，

要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

与屋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

打、接听电话或使用电话上网，应拔掉

电源和电话线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

击引入的金属导线；不要使用太阳能

热水器洗澡。

走路
小心路面的井盖。在积水中行走

要注意观察，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突

泉时要远远绕行。留意周围是否有电

线，要远离路灯杆，以防出现电路浸泡

后漏电，一

旦 电 线 恰

巧 断 落 在

离 自 己 很

近 的 地 面

上 ，先 不

要 惊 慌 ，

更 不 能 撒

腿 就 跑 ，

此 时 应 单

腿 跳 跃 离

开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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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摄

影报道）5月31日，里水镇印刷包

装协会成立，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

会成员7名，监事会成员3名，廖国

华任会长。

经过多年发展，印刷包装行业

已成为里水文化产业的重要力

量。长期以来，里水印刷包装企业

多而分散，虽然都有自己的经营模

式，但单个实力较为薄弱，缺乏竞

争力和发展后劲。另外，受困于没

有专门的行业管理组织，各级政府

的行业优惠政策不能及时对接落

地，企业的诉求不能顺畅地反映到

政府决策机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

程中遇到了不少难题，迫切需要一

个能够引导和扶持行业发展的行

业协会。里水镇印刷包装协会顺

应市场经济潮流而生，标志着里水

印刷包装行业步入制度化、规范

化。

协会的成立标志着里水印刷

包装产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推进印刷包装行业和谐健康有

序发展。廖国华表示，里水印刷包

装协会成立后，将会落实各项工

作，牢记协会宗旨，发挥沟通政府

与企业的桥梁作用，同时增强服务

意识，团结进取，提高企业竞争力，

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积极组织会

员参加各类培训交流活动，将协会

办成会员之家，进一步提升协会文

化品牌形象，让其成为里水的一道

靓丽风景线，宣传好里水文化。

此外，还会积极开展行业调

查，为会员企业提供资讯服务，帮

助企业用好用活好政策，创造公平

有序的生产经营环境。

里水镇党委委员刘夏远对协

会成立表示祝贺，他认为，一方面

政府部门管理印刷包装企业有了

更好的抓手和平台，另一方面，会

员通过协会可以及时了解到里水

产业行业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

刘夏远要求，要用科学的精神

去管理好该协会，实现有序的内部

管理和成长。当前里水正建设“梦

里水乡 湾区名镇”，作为工业重镇，

里水在粤港澳大湾区有一席之地，

印刷包装企业也是其中重要的一

环，协会要带领广大企业融入里水

发展大势，更要用底线思维去约束

自己，合法合规经营。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伟鹏

摄影报道）5月31日，里水镇妇

联联同里水镇慧妍会组成爱心

小组，前往和顺社区山脚村，为

困难家庭小陈（化名）一家修缮

屋顶瓦面、改造废弃房间，搭建

安静舒适的学习空间。

去年年末，里水镇女企业

家联谊会、慧妍会举行“慧聚贤

鲁·善行挚美”乡村行暨关爱困

难家庭公益慈善活动，60余名

女企业家以身作则，持续为困

难家庭奉献爱心，并对一些困

难学子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

们安心求学。

在收集困难家庭“微心愿”

时，记者跟随社工入户了解到，昏

暗的灯光下，小陈正认真学习，这

个不到40平方米的砖瓦房，既是

小陈一家四口睡觉、做饭、洗澡的

地方，也是小陈学习的“书房”，室

内的地面上还摆着几只水桶，接

着屋顶上漏出的雨水……

“小陈一家四口居住的地

方，是亲戚无偿借给他们暂住

的。”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小陈

母亲不幸患病，无劳动能力，一

家的支出仅靠父亲的收入及小

陈母女二人的股红分配维持，

家庭经济状况相当困难。

“我希望能拥有一盏台灯，

还有书籍字典……”当社工问

起小陈的“微心愿”时，现就读

初中的小陈说。

“即使在艰苦的条件下，小

陈依然能静下心来学习，这种

寒窗苦读的精神触动了我们，

我们也应该伸手帮她一把。”南

海区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书

记、北沙村党委第一书记沈小

琴说，小陈两姐弟都是品学兼

优的好学生，考虑到学习和生

活的需要，和多名女企业家商

量后，决定将小陈家中两个漏

水的废弃房间，分别修缮改造

成两姐弟的学习房间。同时，

还对现在生活的房间进行适当

改造。

在女企业家们的发动下，

里水慧妍会成员积极配合，她

们有的出资，有的出力，里水

镇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慧妍会

会长陈小凤更是“两手”兼施，

为修缮事宜奔波沟通。不到

半个月时间，两个漏水的废弃

房间焕然一新，原本昏暗的空

间明亮了不少。房间里不仅

配有新木架床及床品、新书

桌、新台灯、订制衣柜，还会继

续添置行李箱、沙发凳和冰箱

等设备。

“涓涓细流汇成河，希望

小陈一家能感受到社会带来

的温暖，也希望让更多的社会

热心人士加入到慈善行列中

来。”陈小凤表示，接下来，里

水女企业家、里水慧妍会会继

续与里水镇妇联合力，借着

“广东扶贫济困日·南海慈善

活动月”的契机，向有需要的

困难家庭伸出援手，让弱势群

体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和关爱。

女企业家为困难学子建书房
里水镇女企业家联谊会、慧妍会向困难家庭伸援手，满足学子“微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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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投票选举产生里水印刷包装协会会长等成员。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

伟鹏）6月1日下午，南海暴

雨橙色预警信号和雷雨大

风黄色预警信号同时生效，

南海区三防指挥部启动防

汛 III 级应急响应。对此，

里水镇应急管理办迅速行

动，对相关工作进行逐一部

署排查，确保里水群众的健

康安全。

“6月1日下午，根据区

三防指挥部启动防汛 III级

应急响应，我们马上根据预

案同步启动防汛 III级应急

响应，安排了相关工作。”里

水镇三防办工作人员邹基宏

说，连日来，暴雨、大雨频频

“光顾”里水，所幸内涝等情

况并无发生。

根据里水三防办资料统

计显示，在防汛III级应急响

应期间，里水镇内没有出现

人员伤亡、经济损失、道路水

浸等情况，这个“零伤亡、零

损失”数字的背后，离不开全

镇各部门“联合值守”的努

力。

在防汛III级响应后，根

据三防预案要求启动镇领

导班子坐镇指挥、主要成员

单位联合值守，时刻关注镇

内交通、工地、街道易涝点

等情况。同时，在里水镇党

委委员李细佳、三防办主任

叶欢的协调指挥下，市政、

交警等部门迅速加强值班

值守，分派巡查队伍对管辖

区域周边进行适时巡查，保

证“有状况、马上报、立刻

帮”。

自机构改革以来，里水

镇应急管理办已实行24小

时在岗值班制度，时刻关注

镇的各类突发事件及时响

应，并时刻关注汛前镇内三

防情况，组织镇三防工作各

主要成员单位、各村（社区）

对内涝点、易涝点等进行台

账汇总。今年汛期前，里水

镇副镇长梁文成等领导，还

先后检查了水库、在建水利

工程等情况，确保各类防汛

措施落实到位。

“目前，里水灾害信息员

队伍已完成组建并全面铺

开。”邹基宏表示，只有及时

掌握了突发灾情信息，才能

更快更迅速作出反应和部

署。对此，里水镇应急管理

办组织镇内40个村（社区）

共同成立了一支灾害信息

员队伍、应急志愿服务队

伍，以“AB角”互补的方式，

搭建联动网格，及时了解突

发状况，进一步加强部门、

村镇联动。

接下来，里水镇应急管

理办还计划组织一支由20

名高素质队员组成、能快速

反应快速调动的轻舟分队，

以及由16人以上组成的防

洪打桩队，进一步提升应对

突发汛期、突发灾害的救援

速度。

应对“龙舟水”里水在行动
多部门联合值守，组建信息员队伍及时应对突发灾情

相
关
新
闻

开车
驾驶人若发觉雨太大，应立即开启

示宽灯或防雾灯。降低车速，谨慎变

道。发现路面积水要留意水位，一是积

水是否滞漫到车厢内的地板或排气管，

二是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若积水较

深，超过以上两个标准，则不可强行通
过。

■里水镇女企业家联谊会、慧妍会会长陈小凤为小陈姐弟清洁房间。

■女企业家为小陈（化名）一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