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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住“米袋子”
鼓起“钱袋子”

B04

狮山首批老旧小区住户
用上管道天然气

B03B02

回看别样中秋
品读幸福狮山

南海首批共有产权住房
下周一开始摇珠选房

览新闻速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曾雯

9月22日，南海区政府官网

发布《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龙光

玖誉湾园共有产权住房项目摇

号及选房公告》。

根据公告，南海将于9月27

日上午9时举行摇号及选房仪

式。隔日，获得优先申购资格号

的申购人按顺序选房。若前160

名优先申购人选房完毕后仍有

剩余房源的，递补申购人将于9

月30日按此前已摇取的递补选

房顺序依次进行选房。申购人

可登录南海区政府门户网站查

询摇号结果。

用支付宝乘公交
可立减1.5元

近日，佛山市公共交通管理

有限公司联合支付宝在佛山推

出“佛山情，低碳行”公交优惠活

动。9月22日至28日，佛山市民

搭乘公交车，用支付宝扫码乘车

可享立减1.5元优惠。

据悉，9月至12月，每月22

日至28日期间，乘坐公交车时，

选择用支付宝乘车码支付即可

立减1.5元。本次乘车优惠活动

覆盖全市640条TC公交线路，

旨在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

鼓励更多市民选择绿色出行。

活动期间，要享受乘车优惠

的市民，需要在支付宝App点击

“出行”后进入出行优惠页面领

取优惠券。领券后，通过支付宝

扫码乘车就可以享受立减优惠。

黄少强图书馆开馆
欢迎市民来阅读

9月18日，位于官窑振兴北

路生菜会馆2号楼2楼的黄少强

图书馆正式开馆，市民可到馆进

行图书借还、报刊阅览、自习、上

网等。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六

8:30~12:00，14:30~17:30，周

日、周一闭馆。

注意事项：

1.入馆前严格落实“四必”

（口罩必戴、体温必测、健康码必

扫、大数据行程码必出示）疫情

防控措施。

2.读者在馆期间须全程佩戴

口罩，禁止在馆内进食，保持安

全距离（不少于1米），自觉做到

不聚集。

3.图书馆将视疫情防控情

况，及时调整开放服务与措施。

咨询电话:0757-85883375

珠江时报讯（记者/谢轲）9

月20日，中秋前夕，南海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狮山镇委书记

林健，狮山镇委副书记、镇长候

选人麦满良分别带队到狮山集

中医学观察点开展检查和送关

爱活动。

林健一行首先来到狮山某

集中医学观察点，仔细查看了

观察点运转及人员值守、布控、

隔离区域设置情况，了解隔离

人员入住安排、健康监测等情

况。检查组要求，对于疫情防

控工作一定要咬紧牙关，切勿

松懈，慎终如始做好各项防控

工作，严格落实“闭环管理”和

“两点一线”管控措施，切实消

除防控漏洞。

“你们连续工作多少天

了？”“现在有多少位医护人员

值守在隔离区？”检查组详细询

问了隔离人员的生活状况以及

医护人员和安保人员的工作近

况，对坚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

表达了由衷感谢，并向他们送

上了节日问候与祝福。

“一定要确保我们的隔离人

员和工作人员能在中秋节吃到月

饼。”临走前，林健再三叮嘱，中秋

节一定要有节日氛围，要让隔离

人员也能度过一个温暖的节日。

随后，检查组来到狮山某

居家隔离点，在听取隔离点管

理运行工作情况后，要求一方

面要严格按照隔离点的疫情防

控要求科学做好防护，另一方

面要做好贴心服务，让居家隔

离人员宽心又暖心。

另一边，麦满良一行首先来

到狮山某集中医学观察点，只见

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整理工

作台账。据介绍，该观察点之前

已有一批隔离人员完成限期隔

离陆续返乡，工作人员也完成了

阶段性的隔离管理工作。观察点

负责人表示，观察点正在进行全

面消杀工作，工作人员仍在站好

最后一班岗。麦满良要求工作人

员在撤离之前务必做好医学检

测，做到平安到岗、平安回家。

观察点指挥调度负责人表

示，全体工作人员将按照各级

要求，严格执行相关制度，做好

观察点各项工作，“虽然中秋不

能回家过节，但是我们并不感

到遗憾，因为我们的工作是为

了让群众能够安乐祥和地过好

节。我们一定完成党和政府交

给我们的任务，为打赢疫情防

控攻坚战贡献一份力量。”

随后，检查来到狮山某企

业，对该企业的居家隔离员工进

行慰问。“中秋节你们不能和家

人团聚，我代表狮山镇委镇政府

来慰问你们，希望你们放平心态，

轻松居住，早日和家人团聚。”麦满

良在宿舍门口对隔离人员进行了

电话慰问。企业负责人表示，企

业将对隔离人员进行持续人文关

怀，保障其平安度过隔离期。

狮山开展集中医学观察点检查和送关爱活动

中秋送温暖 隔离不隔爱

扫码可查看

审核通过名

单、评估结

果明细以及

活动方案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

李福云 通讯员/陈新华）刚刚过

去的中秋假期，狮山镇实现了

平安稳定过节，全镇未发生重

大安全事故，社会治安大局总

体稳定。这得益于中秋节来临

前，全镇开展了周密的安全生

产大检查。

9月18日，南海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狮山镇委书记林

健率队到罗村的人员密集场

所、食品安全行业、建筑工地、

森林岗地等进行安全检查。检

查组首先来到位于府前路的金

盛广场，认真查看消防设施器

材、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等安全

情况，现场抽查员工对消防设

备的熟悉程度。针对个别商户

店面管理松散等问题，检查组

要求广场落实好消防安全主体

责任，加强对商户的管理和对

有关员工的安全培训工作。随

后检查组重点对超市内的应节

食品进行抽查，了解生产信息，

确保群众饮食安全。

在朗沙大道金茂湾瑞园项

目现场，检查组检查了工程项

目进展、安全生产以及疫情防

控措施落实情况。针对现场安

全警示不足、钢筋裸露的问题，

检查组要求施工单位增加设置

安全护栏，及时做好整改。

随后，检查组来到天子帽

森林公园开展森林防火检查，

详细了解节日期间的人员值班

情况。检查组要求值守人员在

双节期间延长值班时间、对各

出入口加强管控、加大安全巡

查力度、及时清理枯草枯枝，确

保登山游客安全。

9月17日，狮山镇委副书

记、镇长候选人麦满良带队开

展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检查

组首先来到科技路小学建设工

程项目现场，检查工程项目进

展、安全生产以及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情况，聚焦施工现场的安全

生产、防疫工作、项目建设进度

以及建筑质量等，与检查组、监

理单位、承建方进行交流。

随后，检查组前往佛山市

南海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仔细查看了粉尘清理记录表，

要求企业必须规范用电行为，

制定粉尘清扫制度，定期清扫

粉尘并做好清尘登记。在北园

中路银狮路路口，检查组查看

该路段存在的安全隐患，并现

场讨论解决办法。

检查组最后一站来到和信

广场，在嘉荣超市内，检查食品

安全、消防安全隐患、疫情防控

等工作。检查组要求相关负责

人切实按照冷链食品要求，做

好相关食品出入库工作，切实

保障冷链食品安全。全程陪同

检查的安全专家在检查结束

后，将隐患问题列出，超市需在

限期内整改完毕，对于超市一

楼食品区域疏散通道不通畅、

防火门闭锁器失效等问题则要

求立即整改。

检查组还检查了和信广场

五楼电影院，发现影院内存在

疏散楼梯无楼层标识、应急疏

散照明灯不充足、疏散通道部

分电线未套管防护、缺少“有电

危险”警示标识等问题，要求相

关负责人立即整改，确保观影

人员安全。

狮山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力保安全形势平稳

节前检查排隐患 节日平安无事故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云

通讯员/潘顺明 摄影报道）9月

23日是南海区、镇两级人大代

表选举日，狮山镇29万多名选

民为心目中的候选人投下神圣

一票，依法选举新一届区人大

代表85名、镇人大代表158名。

本次区、镇人大代表换届

选举，全镇设60个区人大代表

选区、100 个镇人大代表选

区。为方便选民投票，各选区

根据选民的实际情况设置投票

主会场、投票站点、流动投票箱

等。

在狮山镇政府的区人大代

表501选区、镇人大代表第1选

区，依法选举区人大代表3名、

镇人大代表3名。南海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狮山镇委书记

林健现场参与投票。

检查票箱、发放选票、有序

投票……位于狮山镇建设大厦

的区人大代表503选区、镇人

大代表第5选区，选民积极到场

参与投票。现场，狮山镇委副

书记、镇长候选人麦满良详细

了解选举过程，并参与投票。

各位选民遵守会场纪律，有序

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

昨日上午9时左右，记者来

到博爱社区锦绣华庭投票点，

只见居民们拿了选票后，在桌

子上填写选票，然后将票投进

票箱。选民王阿姨说：“选举人

大代表是我们的权利，这对我

们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大事，我

们有责任有义务选出自己信任

的代表，让他们为我们多办事、

办好事。”

据悉，博爱社区在居委会

设投票中心会场，投票时间从

上午 7 时一直持续到晚上 8

时，而19个物业小区设的20

个投票点则分为两个时间段，

分别为7时至10时 30分、16

时至 20时，方便“上班族”投

票。

当天，整个选举工作平稳

有序，全镇 290659 名选民有

序投票。投票选举结束后，狮

山镇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将于9月底召开，届

时将先后选举产生新一届镇

人大领导及镇政府领导成员。

狮山超29万选民投下神圣一票
依法选举新一届区人大代表85名、镇人大代表158名

■选民参与投票，选出心中的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