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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邓施恩）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为切实加强

消防安全工作，出租屋、群租房专

项整治工作以及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救治救助工作，11月18日，里

水镇召开火灾隐患重点地区整治

攻坚工作、村（社区）出租屋及厂

房专项整治工作暨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救治救助工作督导会议。

从快从严开展出租屋
及厂房专项整改

会议对镇火灾隐患整治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总结。据介绍，里

水镇前期已对“三小”场所、出租

屋、公共场所和工业建筑等场所

开展排查，发现存在“三合一”违

规住人“回潮”、违规使用泡沫彩

钢板以及防火分隔及防火间距严

重不足等消防隐患。

会议要求，镇内相关职能部

门、各村（社区）要充分认识开展

火灾隐患重点地区整治工作的重

要性，提升开展火灾隐患整治工

作的积极性；要对照整治工作方

案和要求，及时发现并纠正整治

工作中的不足，确保共性问题迅

速得到整改；要做好统筹工作，将

火灾隐患重点地区整治同当前各

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专项

行动与整治行动互为促进，全面

完成。

针对镇内部分出租屋、群租

房居住场所存在违规住人、电动

自行车违规停放以及生产、储存、

经营场所合用等情况，里水镇出

台了《里水镇村（社区）出租屋及

厂房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会议对该方案进行详细解

读。方案指出，各相关职能部门

和村（社区）要在今年内，从快从

严集中开展出租屋及厂房专项整

改工作，重点整治擅自改变出租

屋用途的行为，禁止存在生产、储

存、经营场所的行为，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营造

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

助工作是一项重要的综合性、专

业性工作。会议提出，相关职能

部门与属地村（社区）要提高思

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提

高镇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

服务水平；要针对存在的问题进

行认真分析，细化工作任务，完

善工作机制；要加强协调联动，

严防肇事肇祸案事件和其他重

大事件的发生；要规范宣传报

道，努力消除社会面错误认识，

提高患者接受治疗和康复措施

的积极性。

提高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检出率

此次会议主题围绕“安全”二

字，涉及消防安全、生产安全和社

会安全等问题。里水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黄伟明对相关工作做出

部署。

针对消防安全问题，各村（社

区）相关负责人要高度重视消防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带头开展检

查，将工作落实到位；要严格按照

整改规范，加大执法力度，彻底消

除消防安全隐患，提高里水安全

系数，做到百分百整改，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安排充足

人手落实跟进整改情况；即日起

每天派驻班团队到村（社区）出租

屋场所开展检查，做到彻底整改；

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全力配合镇消

防办开展应急工作；镇消防办每

天收集各村（社区）整改率情况并

公开排名；坚决杜绝一票否决事

件的发生。

针对出租屋、群租房专项整

治工作，黄伟明强调，要进一步提

升以出租屋为经营场所的产业导

向，全面规范经营场所，坚决整治

出租屋内“三小场所”、无牌无证

经营的突出问题，优化经营秩序，

净化经营环境。针对精神障碍患

者救治救助工作，黄伟明要求各

村（社区）全面排查掌握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情况，进一步提高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检出率。

珠江时报讯（记者/邓施恩

通讯员/廖玟婷里教宣）11月16

日，2021年里水镇青少年（校

园）足球联赛开幕式在金溪小学

举行。此次联赛是“梦里水乡

湾区名镇 足梦未来”里水镇全

力打造足球强镇系列活动之一，

旨在通过比赛发掘足球人才，提

高校园足球水平，为区、市、省乃

至国家输送优秀足球人才。联

赛共吸引了47支球队、700余名

球员参加，比赛将持续至11月

末。

名宿花式颠球
联赛火热开启

脚背颠球、大腿颠球、头部

颠球……在花式足球表演环节

中，巴西籍著名青训教练马丁思

凭借良好球感和过硬技术，赢得

了各校球员的掌声与喝彩。活

动当天，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庄

严宣誓后，领导嘉宾进行开球仪

式，正式拉开了里水镇青少年

（校园）足球联赛的帷幕。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南海综

合执法副支队长徐琨、里水镇党

委委员陆锹晓、里水镇宣传文体

旅游办公室主任刘星朗、里水镇

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周友乔、里水

镇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赵春、佛

山市体育产业协会执行主席李

可教以及中国足球名宿、名人和

一众广东省足球名宿出席活动。

哨声响起，各校“足球小将”

兴奋地驰骋在绿茵操场上，上演

了一场场激动人心的精彩比

赛。场上球员你追我赶、团结协

作，场下教练耐心指导，观众呐

喊助威，营造出极为浓厚的足球

体育氛围。据了解，此次联赛共

吸引了47支球队、700余名球员

参加，比赛将持续至11月末。

“今天的比赛我们赢了！我

射进了两球，为团队赢得荣誉感

到很高兴。”和顺中心小学女子

足球队员王嘉仪今年读四年级，

尽管参加足球训练仅有一年，但

她在赛场上的优秀表现，足以看

出她对足球的喜爱以及背后所

付出的努力。

活动当天，佛山市体育产业

协会执行主席李可教、佛山市源

田机床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泓业以及里水首位职业足球运

动员马钜棠三人分别获聘为里

水镇青少年足球总监、荣誉顾问

以及总教练。

以赛发掘人才
打造足球强镇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里水镇紧跟国家体育发

展步伐，提出全面推动足球发

展，将振兴足球作为发展体育运

动、建设足球强镇的重要任务。

“里水镇的办学条件和教育

内涵发展都展现出生机与活力，

获得出彩成绩之余，还打响了

‘上善教育 学在里水’品牌。”里

水镇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陈振

飞表示，振兴足球事业要从娃娃

抓起，近年来，里水镇坚持“四

全”教育理念的引领，纵深推进

基础教育改革十项工程，落实

“上善教育”继续改革八项措施，

着眼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大力发

展足球体育事业，以竞技体育的

方式锻炼学生的坚韧品格，坚持

素质教育全面发展，推进特色体

育艺术蓬勃发展，使得里水健儿

在体育赛事中屡获佳绩。

围绕“梦里水乡 湾区名镇

足梦未来”里水镇全力打造足球

强镇的目标，陈振飞提出了三点

期望：足球名宿和热心人士要给

予更多支持与关心，助力培

养足球优秀老师；教

师要坚持“普及”

和“提高”两手抓，充分利用足球

名宿和热心人士等资源优势，积

极参加各类足球赛事；学生足球

运动员要争时间、争资源、争荣

誉，珍惜学习锻炼平台，珍惜与足

球名宿近距离交流切磋的机会，

为学校、为里水、为国家争光。

里水镇教育发展中心主任

周友乔认为，此次活动开幕式是

里水镇全力打造足球强镇的一

大壮举，通过借力优质资源和平

台，更能将里水镇青少年校园足

球水平推向新高度。今后将在

里水校园进一步普及足球体育

运动，提高镇内中小学生足球竞

技水平，力争在区、市、省甚至国

家足球赛事取得更多荣誉。

原中国国家队队长、里水镇

校园足球培训顾问池明华表示，

从此次联赛中，可以切身感受到

里水校园足球的浓厚氛围，同时

也看出了里水镇对足球事业发

展的高度重视，希望里水能举办

更多比赛，引进名宿进校园与学

生交流，提升青少年的足球竞技

水平，从而让更多人关注足球、

喜爱足球。

此次联赛还引进了明星教

练球探系统，通过前期收集镇内

各校球员档案信息，结合球员联

赛表现，邀请足球名宿从中选拔

潜力球员参加集训，加强校园足

球梯队建设，通过参加各类足球

赛事，培育优秀后备人才并向海

外俱乐部、国内职业梯队、高等

院校输送。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伟鹏

通讯员/里水镇总工会 摄影报

道）11月18日，里水企业佛山

利升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利升光电）开展“送光明 献爱

心”公益活动，向里水镇总工会

捐赠了100盏智能创意台灯。

里水镇总工会副主席黄丽勤代

表镇工会接受捐赠，并为利升

光电颁发纪念证书。

记者当日在现场见到，100

盏智能创意台灯摆放在里水镇

河村“职工·家”服务中心，这些

台灯不仅外观精美，还有着照

明、装饰等功能，便于家庭使

用。

利升光电项目经理黄艳

清表示，“送光明 献爱心”公益

活动在11月16日已经启动，

此前已向里水镇人民政府捐

赠了200盏同款智能创意台

灯，利升光电希望借助这批爱

心台灯，为里水本土有需要的

家庭送去光明，进而激发起孩

子们的学习热情，助圆他们的

学习梦。

目前，里水设有三间好人

工作室作为镇道德模范建设的

阵地，分别是王清平好人工作

室、佛广公汽里沥分公司善行

文明好人工作室、黄锦洁好人

工作室。王清平是利升光电董

事长，其除了经常参加社会范

围内的各项慈善活动外，还先

后在南海、四川阿坝县卡西希

望小学、韶关乐昌第一中学以

及安徽省黄梅县等地捐资助

学，是里水热心公益人士之一。

“工会将结合情况做好安

排，有序将台灯送入有需要的

职工家庭中。”里水镇总工会副

主席黄丽勤表示，接下来，工会

将继续链接社会公益力量资

源，担好职工“娘家人”职责，协

力解决职工燃眉难题，帮助职

工在里水安居乐业。同时，也

希望能借活动发挥好人效应，

激发起更多里水企业投身社会

公益的积极性，共同让里水公

益服务事业遍地开花。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通讯员/黄蕴妍摄影报道）11月

18日、19日，里水镇宣传文体

旅游办组织40个镇村（社区）

负责精神文明工作的干部到顺

德和南海多个社区参观学习新

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工作，希望

借此培训，让干部开阔眼界，找

到自身差距和不足，同时提高

思想认识，创新工作思路，总结

学习成果，争取学有所成，学以

致用。

里水学习团首先来到了顺

德区乐从镇水藤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和2021中国最美村镇

沙边村。作为文明实践样板

村，水藤村按照“不搞重复建

设，打造共享平台”的原则，整

合现有资源，将旧康老院升级

改造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打

造出“一站一园五平台”的“七

个一”服务阵地——红基石党

群服务中心，为市民提供党团

培训、文化传承、社区教育、志

愿服务、体育健身等服务。

在村内的科普种植园，众

人被栽种的靓丽花草树木吸

引，水藤村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里是水藤村实践站传统农耕文

明的教学点，“移植”了几千年

来积淀的农耕文化，通过深入

挖掘传统农耕文明的内涵，开

展亲子种植体验活动，让年轻

一代人在种植活动中掌握科学

种植知识，体会劳动的乐趣和

精彩。

除了顺德区的好经验需要

学习外，在南海也有不少值得

学习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场所。

狮山镇高边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坐落在风景优美的璜溪村

内，一座座古建筑错落有致地

分布在村里。这个具有800多

年历史的古村，带着岁月留下

的沧桑走来，与新时代乡村振

兴擦出火花。

“乡村振兴既要‘面子’，也

要‘里子’，既要发展产业、提升

环境，更要激活文化、提振精

神。”众人游走村内，对璜溪村

的乡村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成

果表示肯定。

里水镇宣传文体旅游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里水正积极营

造文明村风、民风、家风，让文

明风尚成为新时尚，希望通过

此次外出参观学习，让精神文

明干部学习先进，找准差距，共

同做好里水新时代文明实践建

设工作。

干部多地“取经”
学习先进找差距
干部多地“取经”
学习先进找差距

■学习团大合照。

企业献爱心
捐赠300盏智能台灯

企业献爱心
捐赠300盏智能台灯

里水镇召开多项安全工作督导会议

消除安全隐患 提高安全系数

■活动人员为里水公益点赞。

■巴西籍

著名青训

教练马丁

思与学生

球员切磋

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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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水“足球小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

里水镇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开赛，将持续至11月末

足球小将逐梦绿茵赛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