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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政协开展专题视察

为南海教育发展
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珠江时报讯（记者/戴欢婷通讯

员/叶宁 邹永榆）7月21日，南海区

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唐棣邦率政协

委员代表开展“推动南海教育高质

量发展”专题视察，助力南海先一

步、高一层布局教育资源，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

视察组实地考察了南海双语实

验学校和南海实验学校，详细了解学

校校园环境、师资力量等情况。“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师资队伍强，南

海教育高质量发展未来可期。”每到

一处，政协委员无不发出感叹。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南海一直

把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南海区教

育局局长张苑发介绍南海教育“成

绩单”的同时，也指出南海当下面临

的学位相对紧张、临聘教师队伍比

例偏高等挑战。

“南海重视素质教育的同时，职

业教育也要匹配制造业发展，建议

职业教育学校可以联合企业一起开

办‘订单班’。”“师资力量作为教育

的关键，建议南海要不惜代价培养

教师，吸引名校教师来南海。”……

针对政协委员现场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南海副区长冼富兰回应，南海区

制定了职业教育扩容、提质、培优三

年实施方案，马上将组建一个“产教

联盟”，为南海产教研服务，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

唐棣邦表示，教育是最基础的

民生工作，也是实现南海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和保障，希望政协委员一

如既往履行好职能，提出意见和建

议，合力为南海教育高质量发展贡

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相关报道详见Ａ04版）

南海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医养
结合”民生实事项目督办工作

“医”已初显成效
“养”需侧重推进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黄洁

通讯员/黄毅雄)为深入推进医养结

合发展，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

系，7月21日上午，南海区人大常委

会教科文卫华侨工委组织区人大代

表组成督办组，对“增设老年医学

科，增加医养结合床位供给”民生实

事项目推进情况进行年中督办。督

办组先后前往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

医院官窑院区（以下简称“经开医院

官窑分院”）、罗湖社区幸福院，实地

了解项目推进情况。

在经开医院官窑院区老年康复

科，不少老人正在候诊区等待就

诊。经开医院官窑院区负责人告诉

记者，增设老年康复科后，老年人的

多个康复需求能够得到集中解决，

有利于更高效地保障老年人健康。

近年来，南海区把打造社区幸

福院作为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重要

工作。“这里一顿饭只需要5元，菜谱

根据老年人的饮食需求而制定。”在

罗湖社区幸福院养老饭堂，惠民的价

格和均衡的膳食吸引了许多社区老

人前来用餐。除了养老饭堂外，罗湖

社区幸福院还设有活动室、图书阅览

室、舞蹈室……通过这些品质化的综

合生活服务，真正实现长者“老有所

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目前，南海区已建设社区幸福

院 217家，通过验收正式运营的

195家，将为南海区16万长者提供

普惠性的社区养老服务。

实地督办结束后，督办组召开

了座谈会。督办组强调，养老服务是

重大民生问题，开展医养结合服务非

常必要。从督办的情况来看，目前，

在“医养结合”上，“医”的建设工作初

显成效，“养”的落实工作还需侧重推

进。希望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和

服务监管，推进社区居家医养结合，

落实医保待遇保障，各有重点、相互

配合地推进医养结合工作。

珠江时报讯（记者/罗炽娴

通讯员/冼福添 摄影报道）7月

21日下午，佛山市第十届运动会

南海代表团正式成立。本届运动

会时间为7月~11月，将在南海

举办。南海将派出1617人的队

伍参赛，其中青少年竞技体育组

1017人，群众体育组600人。

作为参赛者的南海，奋勇争

先；作为承办者的南海，严格部

署。“我们将以积极、饱满、热情的

态度参加佛山市第十届运动会。”

“我们将严格遵守竞赛规程和竞

赛规则，认真履行教练员职责。”

现场，南海区运动员代表、教练员

代表分别宣誓。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局长梁惠颜作为南海

代表团的代表，接过团旗。

自2017年接过市运会旗

帜后，南海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本届市运会的承办工作。借鉴

了前几届兄弟区办市运会的经

验和做法，南海区已初步确定了

20多个场馆作为运动会比赛场

地、20多个住宿餐饮单位负责

市运会食宿工作。

“南海体育经过长期的积

累、发展，已成为省内体育事业

发展的典型，为擦亮南海品牌贡

献了独特的价值。”南海区委常

委、区委宣传部部长黎妍要求，

各相关单位要增强凝聚力和向

心力，营造良好的竞赛环境，提

高集训成效，全力备战，赛出水

平、赛出风格，为南海争光。

■相关新闻

南海健儿积极备战
力争金牌总数第一

珠江时报讯（记者/罗炽娴

通讯员/冼福添）佛山市第十届

运动会将在南海举办，其中竞技

体育组设14个大项，参赛项目

包括体操、田径、游泳、射击、击

剑、举重、武术(散打、套路)、足
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拳击、

摔跤、跆拳道共566个小项；群

众体育组设10个大项，参赛项

目包括龙舟、网球、乒乓球、羽毛

球、健身气功、体育舞蹈、武术 、

门球、龙狮、棋类（围棋、象棋），

125个小项。

佛山市运动会已延续九届，

南海区连续七次夺得团体总分

第一名。本届市运会，南海以市

十运会竞赛规程为总抓手，围绕

“确保强项、突破弱项、积极备

战、争创佳绩”的备战原则，明确

目标任务，以金牌总数和成绩作

为突破口，力争金牌总数第一，

总分成绩不掉链。

“目前，我们的参赛队伍已

经组建完毕，平时会组织队员到

比赛场地进行体验，也会与顺德

区、高明区的参赛队伍开展交流

切磋。”在南海区群众体育组门

球项目负责人邱柳铭看来，南海

日常开展的群众体育运动较为

丰富，不论是参赛还是承办，都

有很好的基础，所以在竞技方

面，南海有一定的实力，运动员

们也有信心在比赛中夺取佳绩。

佛山市第十届运动会南海代表团成立

进击市十运会 为南海争光

■运动员代表宣誓。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春妹

通讯员/骆辉摄影报道）昨日，南

海区区长顾耀辉带队调研农贸

市场升级改造情况，并召开调研

会议，了解农贸市场在升级改造

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探讨解决

办法，推动该项工作落实落细。

调研组先到桂城佰围商业

中心农贸市场，实地查看农贸市

场的软硬件情况。据了解，桂城

佰围商业中心农贸市场建成于

2017年，经营面积4000平方

米，并按照经营商品种类划分交

易区，同类商品区域设置相对集

中；市场内建有农产品检测室，

配备多台检测设备，日检测量达

50批次以上。目前该市场已开

始设计升级改造方案。

在随后举行的南海区农贸

市场升级改造工作调研会议上，

相关部门汇报了农贸市场升级

改造工作进度，同时把升级改造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摆出来，共同

探讨解决方案。

顾耀辉强调，农贸市场升级

改造是民生工程，要从优化空间

布局、明确市场建设标准及规范

市场管理三个方面研究制定农

贸市场规划；升级改造要立足于

高标准，将设计水平和长效管理

机制结合起来；要多方配合支

持，镇街要做好牵头协调，社区

和市场主体要相互理解，相互沟

通；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在配置智

慧设施时可以考虑把门禁系统、

测温系统等纳入其中，以减少后

期的反复投入。

■相关新闻

南海41个农贸市场
已启动改造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春妹

李丹丹通讯员/骆辉）今年起，南

海陆续对89个农贸市场启动升

级改造，以进一步改善南海区农

贸市场交易环境，强化卫生防疫

和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提升百姓

生活品质。记者昨日获悉，全区

已有41个农贸市场启动升级改

造工作。

南海区将农贸市场升级改

造列为2021年区政府十件民

生实事之一，并出台了《佛山市

南海区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作

方案》。根据方案，从2021年到

2023年，南海将按“先易后难、

分步推进”的原则，完成89个农

贸市场的升级改造，今年先完成

不少于32个市场的升级改造。

改造后的农贸市场，将变成

布局合理、清洁卫生、安全有序、

配套齐全、管理制度完善、流通

方式先进的农贸市场，向着“智

慧市场”迈进，实现“颜值”“内

涵”双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农贸市

场启动升级改造中，政府对市场

方的资金补贴比以往大幅提高，

补贴总金额将达1亿元。一方面，

通过补贴资金金额逐年递减的方

式鼓励市场高标准、快进度升级改

造。另一方面，通过补贴资金逐年

发放的方式，使市场方在升级改造

完成后加强维护、保养，结合农贸

市场长效治理方案，使市场的面

貌得以历久弥新。

具体而言，在改造硬件补贴

方面，A级市场在2021年年底

前完成改造的，补贴标准为800
元/平方米，补贴上限为300万

元；B级市场在2021年年底前完

成改造的，补贴标准为400元/平
方米，补贴上限为150万元；C级

市场在2021年年底前完成改造

的，补贴标准为100元/平方米，

补贴上限为30万元。

在智信市场补贴标准方面，

方案对通过“智信市场”体系建

设验收的市场，按已安装智慧电

子秤的商户计算补贴，上不封

顶。以2021年为例，年底前完

成改造的A级市场和B级市场，

补贴标准分别为3500元/户和

1500元/户。为鼓励各市场积

极参与“智信市场”体系建设，通

过竣工验收后次年一次性发放

足额补贴。

记者从南海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获悉，截至7月初，已经有

54个农贸市场明确要升级改

造，其中有18个市场正在制定

升级改造方案，8个市场已经完

成升级改造设计等待正式施工，

15个市场正在进行施工。

南海召开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作调研会议

多方配合推进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市民在桂城佰围商业中心农贸市场买菜。

扫码一下看农贸

市场如何“扮靓”

珠江时报讯（记者/周钊泷

通讯员/麦嘉雯）7月21日，中国

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简称“市政西北院”）与南

海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围绕南海区城市规划建

设，在区域规划设计、基础设施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等领域开展

全面战略合作，共同打造区域产

业升级、民生福祉、社会善治的

创新示范区。

近年来，市政西北院积极参

与南海城市建设，双方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基础。2021年，双方

已在碧道一期设计项目、解放水

系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全过程

咨询项目和良安水系水环境综

合治理项目全过程咨询项目进

行了深入合作。

协议签署后，市政西北院将

根据南海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及时优化资源配置，选派专业技

术团队，构建智力支持平台，做

好建设策划与咨询服务工作。

同时，进一步了解南海区城市规

划、建筑、交通及城市基础设施

等发展项目进展情况，深化对接

交流，科学谋划项目，为加快建

设美丽新南海做好服务。

“希望市政西北院能够加强

顶层设计，全面参与南海城市基

础设施规划建设工作，努力实现

服务南海、深耕湾区、辐射全

国。”南海区区长顾耀辉表示，南

海将为项目落户提供最好的服

务、创造最佳的条件、营造最优

的环境，帮助企业找到最佳生长

土壤，力争早日在南海这片热土

上成长为“参天大树”。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与南海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助力城市品质升级 打造湾区未来典范
市政西北院成立于1959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经过60多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具有工程设计行业综合甲级资质的综合性大

型设计集团，共完成2万多项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和EPC总承包项

目，有近600项工程获得省部级和国家级荣誉和奖项，是城乡基

础设施业务领域的先行者和排头兵。

目前，公司已在南海区设立区域公司南方公司，并成立中建

昆仑工程建设（广东）有限公司。其中，中建昆仑工程建设（广东）

有限公司定位为南海本地央企子公司，立足于南海本地成长，专

注于技术创新、投建营综合发展、智能建造协同共进，打造为城市

更新、新基建和新城建的融合引领者。

相关链接 市政西北院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