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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何海

燕 通讯员/朱嘉泳 摄影报道）7

月27日，里水镇农业农村办在北

沙村组织召开里水镇2022年人

居环境整治暨田头棚整治现场

会。会上，里水镇副镇长杜坤要

求各村（社区）要进一步明确上

级对人居环境整治的工作要求，

确保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

好发展。

学经验促提升
推动人居环境整治

“以前这里是危房，在人居

环境整治过程中，村干部积极与

户主沟通，征得同意后，该地块

被改造成小花园。”当天，在北沙

村党委书记李兆锋的带领下，相

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各村（社区）

干部前往北沙村鹿眠经济社、伴

岗经济社学习人居环境整治和

田头棚整治经验。平坦宽敞的

道路、整齐美观的田头棚、具有

特色的墙绘……北沙村的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成果，吸引着参观

人员的目光。

近年来，北沙村人居环境持

续向好发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颇有成效。自2018年北沙村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以来，共完

成巷道清理约20000米；拆除乱

搭建棚舍约 400 个，面积约

18000平方米；累计清理垃圾杂

物约28000吨；拆除田头棚约

400个，面积约6000平方米；清

理整治闲置地建设“四小园”

2000多平方米；美化提升村容村

貌墙绘800平方米。

“北沙村田头棚整治省时省

力，成效明显。”参观完北沙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成果后，各村（社

区）干部表示，接下来会结合北

沙村的先进经验以及自身实际，

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量化积分考核
确保整治工作到位

“北沙村结合佛山市内其他

村（社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

优秀经验，制定了一系列量化考

核制度以及自治公约。”会上，李

兆锋介绍了北沙村人居环境整

治和田头棚整治经验。他表示，

今后会借助人居环境整治自治

公约，引导村民做好门前三包工

作。此外还将引入第三方公司，

助力北沙村实现智慧化、系统化

的管理。

“田头棚管理难度大，也存

在诸多安全隐患，田头棚的整治

刻不容缓。”里水镇农林服务中

心副主任汤广照强调，各村（社

区）干部要及时发现并上报问

题，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确保

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会上，杜坤总结了镇内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如部分村（社区）内存在较

多卫生死角、垃圾清理不及时

等，对人居环境的提升造成一

定影响。

“北沙村在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上做了一个很好的讲解和示

范。北沙村的宅基地管理、田头

棚整治、三清三拆、资金筹集、自

治公约、量化积分考核制定和运

用以及发动企业参与整治的方

法值得借鉴学习。”杜坤表示，在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上，各村（社

区）干部要深刻理解上级相关工

作要求，要有系统的思考，在实

际工作中不能犹豫，要大胆、用

心解决人居环境整治难题。

接下来，里水将严格按照

《里水镇村（社区）党组织战斗力

指数考评实施方案》对各村（社

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考

评，将人居环境整治成果与村干

部绩效挂钩，确保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取得实效。

“现在车辆已开到江西了，

货物目的地是江苏……”位于

里水的广东力进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货运司机周赟刚结束4个

小时的驾驶任务，和同事交班

后，便坐在副驾驶舱和记者通

电话。

周赟是该公司的长途货运

队队长，做这行已有20多年。

他大多数运输任务是往返粤苏，

行程约 3000 公里，需要驾驶

2～3天时间。近来气温攀升，

一路上，即便周赟身处副驾，也

要紧盯路况，偶尔还要找同事闲

聊，以防出现驾驶员瞌睡、车辆

过急变速爆胎等情况。相比以

前，让他感到变化最大的是，不

断优化的驾驶环境。

“以前都是顶着风扇赶路，

现在车内都配有空调，公司还

额外加装了车载冰箱，路上驾

驶舒心很多。”用周赟的话来

说，这是把空调房“搬”到了路

上。以前，他们还得赶在出发

前，用大容量的水瓶在服务站

装满热水，路上口渴，也只能用

嘴唇在瓶口试探温度。如今，

车载冰箱里的饮用水，让周赟

和队友们在运输路上一直“凉

爽”。

得益于近几年南海的发展，

公司增单增收，车辆也因此升级

换代成进口货柜车，驾驶配置更

高，驾驶员舒适度更好，安全性

也更有保障。但近段时间火辣

的天气，对周赟和其他队员，以

及车辆设备来说依然是挑战和

考验。

高温下，车辆连续行驶时

容易出现过热爆胎、车辆水箱温

度过高等情况，对于安全性和订

单交付时间都会产生影响。为

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周赟在上车

前、运输时、下车后都会进行“三

检四查”，如用仪器检查轮胎胎

压，用手触摸轮芯温度是否异常

等。

“气温过高，机器也可能

‘罢工’。”周赟说，公司车队会

定期召集队员开展安全培训，

提高司机检查车辆设备的技

巧，也会适当进行急救等技能

培训，让每趟运输的“一车二

人”更加安全安心。

该公司今年还组建了工

会，每辆货车配备应急药箱。

“之前就有同行中暑晕倒，我们

及时用药品进行施救，对方很

快就恢复过来。”周赟说。

接下来，该公司工会将开

展“防暑降温夏日送清凉”等活

动，用服务驱散暑气，将清凉送

到职工的心坎上。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杨世聪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刘伟鹏

通讯员关泳宜

空调房“搬”到了路上
里水货运司机顶着高温往返粤苏，有了“清凉”保障

■出发前，周赟用手探进轮芯进行检查。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通讯员/关泳宜摄影报道）7月27

日，里水镇总工会、里水市政办

开展“防暑降温夏日送清凉”活

动，走访慰问奋战在环卫保洁一

线的环卫工人，为他们送去清凉

饮料、藿香正气液等防暑降温物

品。同时，还到镇内隔离酒店慰

问一线防疫人员，送来工会“娘

家人”的温暖与关怀，致敬他们

“舍小家为大家”的坚守。

在甘河路环卫中转站，刚刚

忙完活的几位环卫工人一身大

汗，正在遮阴棚下休息。里水镇

副镇长曾非凡、镇总工会主席陈

亮把清凉饮料和藿香正气液送

到环卫工人手上，对他们用实际

行动营造干净整洁优美的城市

环境表示衷心感谢，叮嘱他们注

意防暑降温。

在镇内某隔离酒店，陈亮为

一众防疫人员送上清凉饮料等

慰问品，详细了解其工作情况。

陈亮表示，扎实有序的疫情防控工

作背后，离不开辛勤付出的一线工

作人员。希望通过慰问活动，将工

会温暖送到防疫人员身边，切实为

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用

心用情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为疫情

防控贡献工会力量。

“感谢工会的关心，我们一

定会扎实有效做好各项工作，筑

牢疫情防控坚实‘堡垒’。”收到慰

问物资后，隔离酒店的一线防疫

工作人员表示。

本次“防暑降温夏日送清

凉”活动，为镇内环卫工人派发

清凉饮料670箱、藿香正气液50

盒。另外，隔离酒店慰问共派发

清凉饮料142箱、龟苓膏23箱。

接下来，区、镇总工会还将

向新业态劳动者、医护人员、企

业一线职工、治安队员等户外作

业工人开展“送清凉”慰问，计划

送出清凉饮料1778箱。

里水开展“工匠精神·共童

成长”亲子研学活动

访名企学先进
感受家乡蝶变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伟鹏通讯

员/郭敏仪孔祥健）7月30日，里水镇

融爱家庭服务中心开展“工匠精神·

共童成长”亲子研学活动，19对亲子

家庭先后走进文灿模具有限公司、赤

山村，感受里水企业发展和家乡美丽

蝶变。

当日，亲子们来到了文灿模具有

限公司，他们跟着公司导赏员和安全

员，沿着生产流水线参观，了解各类

生产机器的运作。在五轴加工中心

前，亲子们手持任务卡，一边听着讲

解，一边做记录。

随后，亲子们来到了赤山村，加

入一场有趣的“真人图书馆”活动。

社工通过视频的形式，展示古代铸造

青铜器的方法、现代模具的应用等。

亲子们分成四组，小朋友围绕“与模

具相遇的缘分”“坚守多年的奥秘”

“帮手（生产设备）的变化”“企业、模

具行业的发展与展望”四个主题进行

提问，并由专人进行解答。

接下来，里水妇联将持续精准开展

服务，帮助亲子进一步了解里水本土文

化、名优企业等，切身感受工匠精神。

法援篇——

患病在身遭解聘
法援律师助赔偿

■案情简介
王女士是南海某酒店的员工，

但未与该酒店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也未参加社会保险，仅与酒店口头

约定了月薪和每月休息天数。2021

年3月，王女士在上班时身体突发

不适，自行就医后被诊断为抽动秽

语综合征。因此，王女士无法上班，

酒店老板通过微信转账发放其3月

份的工资后，便将其拉黑。

王女士向南海区法律援助工作

室申请法律援助，希望能追讨未签

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病休假工资、补

缴社保等。南海区法律援助工作室

受理案件后，经审查认为王女士符

合条件，依法指派律师承办此案。

办案律师根据受援人王女士的

诉求，拟定了确认劳动关系、病休假

工资、双倍工资差额、法定节假日加

班工资、医疗保险待遇损失、违法解

除赔偿金等六项仲裁请求，向仲裁庭

提交仲裁申请。仲裁立案后，在充分

考虑王女士有关治疗费用和因病长

期无收入等情况后，经双方协商最终

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签订和解协

议，双方确认解除劳动关系。酒店老

板当天一次性向王女士付清赔偿金，

双方全部劳动纠纷了结。

■部门说法
南海区普法办提醒，根据《劳动

合同法》第十条第一、二款规定：“建

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

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应重视劳动合同

的签订，用人单位应在劳动者入职

之日起一个月内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另外，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劳

动者，在职期间对于社保问题，应给

予足够的重视，按时参保缴费，这样

各项社保待遇才不会受到影响。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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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水开展“防暑降温夏日送清凉”活动

工会送清凉 关爱到一线

南
海
普
法■环卫工人收到清凉饮料等慰问品。

■北沙村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成果，吸引着参观人员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