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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通

讯员/冯家嘉 摄影报道）近日，里

水镇举行“交地即发证”“拿地即

开工”授证仪式，佛山市南海蕾特

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取得汽车轻量

化零部件智造基地新建厂房的

“不动产权证书”和“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实现“两证齐发”，里

水此举充分激发社会投资活力，

助力企业快速走上转型升级之

路。

蕾特汽配项目成今年
首个“一天拿两证”项目

2022年以来，里水镇以成立

“益晒你”企业服务中心为契机，

聚焦工程建设项目早落地、早投

产的目标，积极探索行政审批服

务新模式，先后推出并联审批、容

缺受理、模拟审批、提前介入等改

革。此次“交地即发证、拿地即开

工”的蕾特汽配项目，成为里水

2023年首个“一天拿两证”的项

目，是里水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动产业

项目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

“速度确实快，为项目建设节

约了3个月，目前施工设备已经

进场。”蕾特汽配项目负责人李永

能对里水的高效服务很是惊喜。

他介绍，项目位于里水镇白岗工

业板块，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1亿元，项目将通过

引进汽车高强钢、高强度铝合金

热成形生产线，生产汽车超高强

钢、超强铝合金及复合材料零部

件，项目达产后能实现高强度金

属薄壁构件的大规模批量化生

产。

打出系列“组合拳”
推进项目加速建设

对于项目方来说，高速、高效

落地意味着更快达产和抢占市

场，特别在目前的“项目为王”“落

地为先”经济环境下尤为重要。

为了给项目建设、企业发展“抢”

出时间，里水打出了一系列推进

项目进入“快车道”的“组合拳”。

据介绍，从方案预审到审批

发证，为便于蕾特汽配项目减时

限、零跑动、快出证，里水行政服

务中心积极联动镇经发办、自然

资源所、城建办等部门，成立项

目服务专班，围绕项目签约、供

地、报建、开工等关键节点，为项

目倒排时限、挂图作战、量身定

制申报计划，为项目后续推进保

驾护航。

为进一步提升审批服务的

温度，里水行政服务中心启用了

“重点项目代办服务”，建立实时

联络机制，代办专员根据时间节

点指导企业做好项目审批前的

各项准备工作，还多次召集自然

资源、城建等部门就项目过程中

遇到的设计方案、施工图审查意

见等难题进行座谈，及时解决项

目在申报过程中的疑难点，大大

缩短项目审批时限，合力加快项

目“交地即发证”“拿地即开工”

进程。

2022年，里水在推进工程建

设审批提速增效方面成效显著，

先后收到了佛山佳明嘉洲广场商

业有限公司、广东汇泰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佛山展驿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佛山市佳美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科杰达

游乐设备制造厂等五家企业赠送

的锦旗，企业表达了对里水联审

联验工作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成果的肯定。

2023年，里水将继续创新工

作举措，推动“放管服”改革走深

走实，以“难题有解、难题必解”的

精神，着力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拿

出最大诚意、最实在的服务举措

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里水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里水镇举行“交地即发证”“拿地即开工”授证仪式

一天拿两证
亿元项目驶上“快车道”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伟

鹏 通讯员/廖玟婷 巫韵婷 摄

影报道）为缓解短时期内群

众“买药难”，近日，里水发起

“爱满水乡·药品共享”余药

捐赠暖心行动倡议，倡议广

大党员干部、市民群众捐赠

家中余药，帮助更多有需要

的群体。1月 10日，里水镇

开展余药捐赠活动，镇领导

班子成员、各单位办公室、镇

属公司、村（社区）等代表带

头捐药。

当前，防疫工作重心已转

至保健康、防重症。广大群众

就医购药需求持续增加，导致

部分药品出现暂时性短缺现

象，这对社会特殊群体尤其是

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低

保困难户、0-3岁婴幼儿等造

成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切实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的问题，里水镇呼吁大

家匀出家中余药，捐赠给有

需要的困难群体。里水镇党

委委员罗愉流表示，镇委镇

政府一直密切关注着疫情发

展形势，心系群众的就医、用

药需求，特别是老、幼、弱、

残、孕等抵抗风险能力低的

重点人群，发动党员干部带

好头，让余药共享起来，流通

到更有需要的人手上，让“微

善举”散播“大爱心”。

去年12月以来，里水镇

加强医疗救治资源统筹调

配，出动“里水突击队”、发

动志愿者队伍等助力广东一

方制药等企业增加产能，全

力保障药品供应，同时在南

方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开

通了线上问诊服务，在社卫

中心及 19 个站点全面开设

“发热门诊”，全力提升基层

接诊能力，与市民群众共渡

新冠病毒医治康复“阵痛

期”。

里水镇余药捐赠暖心行

动倡议发起后，与会人员现场

将打包好的家中余药，陆续有

序地投放到共享药箱里。

“感谢各位积极响应倡

议，向群众‘送平安’！我们

每个共享药箱都贴有暖暖的

祝福语，向大家送上美好祝

愿！”里水镇卫生健康办主任

陈丽敏表示，希望能借助简

单的祝福仪式和捐赠仪式，

激活社会各界力量响应号

召，让里水更团结、更有爱、

更平安。

当日活动吸引了近 100

人参加，共募集到50余种药

物，共有300余盒，包括感冒

药、退烧药、止咳化痰药等。

这些药品将由里水社卫中心

药师统一整理分类，对药品

有效期和真伪进行查验，确

保药品质量和药效。药物将

在春节前的爱心赠药活动

中，向有需要的市民派发，让

大家的爱心和善举发挥最大

的效用，为有需要的居民保

驾护航。

接下来，镇委镇政府将

持续倡议余药捐赠，倡议广

大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鼓励广大市民参与到余

药捐赠中来，切实帮助更多

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里水发起余药捐赠暖心行动倡议
镇党员干部带头捐药，送给有需要的群体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伟鹏

通讯员/巫韵婷 摄影报道）1月

11日，里水镇卫生健康办举行

2022年“民生实事——提升应

急救护水平”项目总结会暨自动

体外除颤仪（AED）启用仪式，

汇报近三年“提升应急救护水

平”项目落实情况，明确2023年

工作计划，同时进行了自动体外

除颤仪（AED）投放揭幕仪式。

据介绍，目前里水共有26台

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主要集中在梦里水乡景

区、商业广场、里水行政服务中心、

里水客运站等9个公共场所及镇

内17所中小学。市民可关注“健

康里水”微信公众号查看“里水镇

AED分布图”。

下阶段，镇卫健办将持续开

展免费定额的红十字救护员证

应急救护培训班，定期举办应急

救护公益讲座，深入村（社区）推

广普及群众性急救知识和技能

技巧，加大AED普及力度，营造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

好社会氛围。

仪式结束后，活动还邀请了

AHA培训导师马田娣，结合社

会案例为现场人员上了一堂应

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课程，指导

大家学习心肺复苏术、AED使

用等自救互救技能。

AED在公共场所普及，能

为紧急突发的心脏骤停患者在

“黄金四分钟”争取抢救时间，尽

最大可能挽救生命。据悉，心脏

骤停是指突发的心脏电活动异

常，导致有效脉搏和血压丧失，

其发生的诱因有多种，如精神情

绪波动过大、生活压力大、过度

劳累和长期熬夜等。

里水26台公共场所AED启用
“救”在身边守护市民

里水物流园叉车
纳入特种设备监管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通讯员/陈健聪摄影报道）1月11

日上午，里水市场监督管理所召

开里水镇物流园叉车专项整治

工作会。会议明确，物流园叉车

已纳入特种设备监管，叉车须经

法定检验合格且办理使用登记

手续后方可投入使用，叉车司机

必须持有效期内的特种设备作

业人员证书方可从事叉车作业。

会上，里水市场监督管理所

特种设备负责人就本次专项整

治提出工作思路：一是设置适应

过渡期。过渡期至2023年3月

31日，期间由镇市场监管部门

指导物流园协助商户办理“叉车

检验”“使用登记”以及“作业人

员考证”等手续。过渡期后，将

转入执法阶段，对违法使用叉车

的商户进行立案查处；二是启用

投诉举报小程序。管理人员、商

户发现叉车违法行为的，可通过

小程序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

诉举报；三是延用“一车一码”进

行信息化管理。市场监管部门

对经法定检验合格且办理使用

登记手续的叉车赋予专属二维

码（前期已赋码的不重复赋码），

管理人员、商户扫码便可查看叉

车的检验、使用登记等信息，逐

步形成群众监督、园区管理、部

门监管的共管共治良好局面。

2022年12月1日以前，物

流园作为叉车监管的一个临界

区域，不属于《特种设备目录》规

定的“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游

乐场所”三个区域范畴（俗称“三

区”内），其内部使用的叉车不纳

入特种设备监管。2022年 12

月以来，随着《场（厂）内专用机

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TSG

81—2022）的实施，物流园被依

法纳入新规程适用范围中“工厂

厂区”的一部分。此后，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等特种设

备法律法规对物流园内的叉车

进行监管和执法。

目前，全镇物流园共有678

台叉车办理了备案登记，备案登

记率约为92.88%，较2021年同

期提高约30个百分点。尽管如

此，受监管手段受限等因素影

响，仍有部分商户铤而走险，对

管理要求视而不见，给园区叉车

安全埋下隐患。

新规实施后，市场监管部

门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

种设备安全法》《广东省特种设

备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物

流园叉车实施严格监管，通过

严执法、抓典型等方式彰显监

管部门整治物流园叉车安全隐

患的决心。

■里水镇“交地即发证”“拿地即开工”授证仪式在里水行政服务中心举行。

随着防控政策的优化调

整，当前的防疫工作重心已转

至保健康、防重症。广大群众

就医购药需求持续增加，我们

既是家庭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也是守望相助的志愿者，您善

意的一个举动，也许对别人就

是雪中送炭，在此我们诚挚地

向您发出“爱满水乡·药品共

享”——里水镇余药捐赠暖心

行动倡议，邀请您在满足自身

用药需求的前提下，积极参与

“我‘药’守护你”行动，将有余

的防疫药物分享给有需要的困

难群众，让有限的药品资源发

挥最大的作用，您的善举、您的

爱心，都将为寒冷的冬天增添

一抹温暖的底色。

一、倡议捐赠的药品范围
1、以小分子抗病毒药物

（阿兹夫定片）、解热镇痛类（布

洛芬片、对乙酰氨基酚片等）、

感冒药（白加黑、日夜百服宁、

速效伤风胶囊等）、止咳药（复

方甲氧那明胶囊、氯雷他定糖

浆、复方福尔可定糖浆等）、中

成药（化湿败毒颗粒、连花清瘟

胶囊等清热解毒类）、胃肠药

（蒙脱石散、四磨汤口服液等）

以及抗原为主。

2、药品要处于保质期内，

以外包装完整为佳，开盒后不

影响辨别或服用的散装药品也

可捐赠。

二、倡议捐赠方式
1、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发

挥带头作用，积极组织捐赠。

2、各村（社区）可设置余药

捐赠点，收集热心群众捐赠的药

品，可在卫生站点药师的指导下

统一管理调配，确保爱心药品用

于有用药需求的困难群众。

3、通过“抗击新冠疫情公

益互助”小程序自主进行线上

捐赠（可按“所在地区”选择“广

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物流园叉车夜查行动。

■导师对现场人员开展自救互救技能培训。

■党员干部带头捐赠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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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水镇余药捐赠暖心行动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