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家
事

新闻
头条

责
任
编
辑  

沈
煜  

美
术
编
辑   

彭
珍

03

新
时
代
南
海
家
书

4 月28日，南海区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为获评 2022 年全国、省

五一劳动奖及工人先锋号的10个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颁奖。其中，全国工人先锋

号1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名、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3个、广东省工人先锋号1个、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4名。获得国家、省级表彰的模范中，有改革创新、锐意进取、坚

守匠心的行业先锋，也有在平凡岗位上兢兢业业取得不凡成绩的先进个人和集体。

1人1集体获全国表彰
4人 4集体获省表彰

南海区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各方声音

5年投入超300亿 实施超200个治水项目5年投入超300亿 实施超200个治水项目
4 月 12 日，以“治水兴水，雄师奋楫”为主题的 2022 年南海区水环境

治理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发布并解读南海区治水“十大行动”，动员全区

自觉投身治水行动，打赢治水兴水攻坚战。

文 / 珠江时报记者 郑慧苗

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

南海召开水环境治理工作推进会，发布治水十大行动

南海的治水实践既事关南海人民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珠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的水安全。

●统筹兼顾，做好四源（生活源、工业源、农业源、内生源）共治；

●通过流域治理、污水管网建设、城乡黑臭水体治理等方面系统治理，确保

水质改善见成效；

●开展智慧水务工程、构建智慧水利体系，促进治水向“智水”转型；

●通过“黄金水道”“万里碧道”等工程打造山水相依、城水相融、人水相亲的“样

本”。

加强对全区水环境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佛山市

南海区水环境治理指挥部”“佛山市南海区水环境治理指挥部办公室”

揭牌。建立起由区长担任总指挥的高位统筹指挥体系，并调配精干

力量实行大兵团作战。

南海区治水十大行动南海区治水十大行动

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行动

行动一

从源头截污，消除生活污水收集

处理设施空白区，城乡雨污分流体系

基本建立，排水设施“三个一体化”管

理模式高效运行，生活污水收集和处

理效能进一步提高。

清淤治违畅通河渠行动

行动六

加强涉水违法行为的治理力度，

对河道清淤疏浚，使河道通过治理变

深、变宽，河水变清，恢复河道正常功能。

坚决贯彻用水总量、用水效率

行动七

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

城市发展要充分考虑水资源、水环境

承载能力，确保水资源得到高效利用。

科技创新智慧治水行动

行动八

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传感器等技术的综合应用，加快构建

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智

慧水利体系。

饮用水源水质保障行动

行动九

保障南海区饮用水源水质稳定达

标，筑牢饮用水源水质安全屏障，致力

保障“水缸”安全。

一体化设施停用撤销行动

行动十

通过推进周边管网建设、污水厂

提质增效、暗涵整治、全流域治理等，

对狮山镇大榄排洪沟应急净化项目等

26 个抽河涌水一体化设施在 2022 年

底前停用撤销。

工业和船舶废水减排行动

行动二

加强工业区、码头、船舶等工业

污染源排放堵截，防止废水对河涌造

成污染。

农业污染源头防治行动

行动三

通过强化投入减量、绿色替代、

循环利用，实现“增产又减污”，绿色

的底色越来越亮。

黑臭水体全面消除行动

行动四

巩固水环境治理成果，提升水体

感官，最终达到“除黑臭、能涵养、无污染”

的自然水体标准。

入河排污口清理整治行动

行动五

通过“查、测、溯、治”，摸清入河

排污口家底，加强监测，按照“一口一策”

的原则溯源治理，为水环境质量提升

提供坚强保障。

南海将加快实施“3、2、1”计划，即 5 年内投入超过 300 亿元，

实施超过 200 个治水项目，撬动 100 亿元以上社会资金，推动南海
区在“十四五”期间水环境质量大提升。

投资约 90 亿元，新建扩建灯湖片区水质净化厂等 14 家污水处

理厂，新建截污管网 1000 公里

完成 58 个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建设

投资 2.8 亿元进行 2.6 万亩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

投入约 16.7 亿元建设南海农业互联网食品园区项目

计划投入约 35.68 亿元，新建、续建水利项目 114 宗

投入超百亿元推进北村、官山、解放、良安、红星运河和里水河

六大流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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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沈煜

班组由9人组成，主要负责公司用水电气、

消防、起重机等特种设备的保养维护以及公司

员工的消防演练、危险预知训练（KYT）的体

感教育等。2007 年至今，班组全体成员日夜

守护在设备保全战线上，取得了 15 年“零”

工伤灾害的好成绩。

表彰名单

232 线路是桂城中心城区连接广州

的第一条公交线路，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开通，人均 10 年的线路驾龄是 232 线

路长期保持高效通行的关键。开通至今，

232 线路安全行车里程 1400 万公里，可

绕赤道 349 周。

多年来，谢志军带领研发技术团队

对传统陶瓷砖（板）产品进行技术迭代，

先后成功开发并产业化罗马宝石等众多

技术含量高的新产品。他坚持科技兴企

战略，拓宽陶瓷行业低碳环保可持续发

展之路。2014 年至今，完成新产品、新

工艺、新技术 30 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30件，实用新型专利 14件。

2022 年全国工人先锋号

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佛山市南海佛广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

南海佛广公共汽车有

限公司232线路

谢志军（蒙娜丽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总监）

2022 年广东省工人先锋号

2022 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张帅君（广东精铟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设计
部技术总工程师）

神钢线材加工（佛山）有限公司保全课保全班

陈杨丰（佛山市南海区大沥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

2022 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

针对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

需求，精达里亚公司于 2018 年

成功研发生产漆包铜扁线并投

产，此举填补了行业空白。目

前，精达里亚公司漆包线生产技

术和工艺水平在国内已居于领先

地位。2017 年至 2021 年，公司

共累计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175.71

亿元。

广东精达里亚特种
漆包线有限公司

目前，桂城税务分局下辖

企业超 6.5 万户，办税服务厅业

务量居全市前列。2021年3月，

桂城税务分局创新打造了全国

税务系统首个基层政务公开专

区，创新实现了从“少跑马路多

跑网路”到“网路也不用多头跑”

的升级跨越。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
市南海区税务局桂
城税务分局

多年来，奥丽侬研发中心

推出涵盖文胸、内裤等覆盖不同

年龄段和多层次顾客需求的内衣

产品，推动公司成为佛山乃至全

国内衣行业的领军者，并作为主

要起草单位参与广东省地方标准

《内衣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要求》

的起草，协助建立内衣行业标准

化生产体系。

广东奥丽侬内衣集团

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14 年来，张帅君努力推行“新工艺、新结

构、新材料、新设备”，为海上风电行业研制

了诸多新产品，打破了国外在海洋平台关键设

备的垄断市场。

余国明（广东宏陶陶瓷有限公司釉面砖生产厂长）

从业 30 余年，余国明带领团队潜心钻研

陶瓷制造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至今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33 件、实用新型专利授

权 8 项。

张涛（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物业管理员）

他三度请缨，义无反顾冲锋在抗疫“前线”；

他将电动车安全管理规范推广至中海物业在佛

山的30多个在管项目，电动车安全管理也从1.0

版本升级至 4.0 版本。

入职十六年来，陈杨丰始终奋战在抢险救援

一线，累计出警5000多起，抢救和疏散上千人。

他还带领大沥消防救援站成功打造了全省首个基

层正规化建设样板，被总队评为“基层建设标兵

单位”，被广东省委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