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月的珠海，丹桂飘香，
街道整洁。根据全国爱卫会
的安排，2018年，珠海将迎来
第三次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国家卫生城市”是珠海
的标志名片之一，也是衡量
一个城市在城市建设与卫生
管理方面整体水平的最高荣
誉。香洲区作为珠海市主城
区，更是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迎检的主阵地、主战场。为
守住这块金字招牌和荣誉，
今年来，香洲区全力以赴、多
措并举，有效巩固国家卫生
城市成果，力争以优异成绩
顺利通过复审。

落实责任 各司其职

香洲区全力以赴防御台风
全力以赴 多措并举

香洲区助力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香洲观察
香 洲 精 彩 ，每 天 不 一 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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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折不扣抓落实，全力以
赴将防御台风工作做好

为做好双台风“百里嘉”“山
竹”防御工作，9月12日上午，香
洲区委书记颜洪等领导带队到
南屏镇、前山街道、湾仔街道检
查防台风准备工作。先后实地
检查了前山街道三防物资仓库、
格力花坛水浸点、前山气库、洪
湾渔港、湾仔水闸、湾仔三防物
资仓库等重点区域，全面了解各
相关单位的防台风准备工作。

颜洪要求，全区各部门、各
镇街，要将防御台风“百里嘉”

“山竹”作为当前最主要工作任
务，立即落实市委主要领导9月
11日晚防台风的指示精神，要
肩负起责任，层层压实责任，提
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抓落实，
全力以赴将防御台风工作做
好。全区各部门、各镇街做好精
细预防台风清单，明确内容、物
资调配、巡查点、责任人、防范
措施、防范预案等，逐项落实落
细每项工作，做到对账销号，一
切要以确保人员安全作为最重
要的中心任务，要结合香洲区实
际情况，对香洲区内存在的问题
和风险点进行排查，有针对性做
好预防。

13日上午，香洲区区长刘齐
英等领导带队检查排洪渠防洪
防汛准备工作。先后实地检查
了105国道排洪渠、东大排洪渠、
翠屏排洪渠、造贝排洪渠等重点
区域，全面了解相关单位的防台
风工作情况。刘齐英要求，区三
防办、区城管局、前山街道立即
督促、协调市交通集团、市三防
办及相关单位抓紧落实翠屏排
洪渠、105国道排洪渠的水闸通
电措施，提前做好水闸开启、排
洪渠疏通等工作；区城管局督促
市交通集团，务必抓紧修复翠屏
排洪渠管道，立即清理翠屏排洪
渠、金凤排洪渠交汇处坍塌的淤
泥砂石，疏通水道，最大限度扩
大排水面积，提高排洪效率。

香洲区海洋农业和水务局：
按职责分工下沉一线
开展防风各项工作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区
对台风“百里嘉”“山竹”的防御
工作要求，9月12日，香洲区海
洋农业和水务局召开防御台风
工作紧急会议，对防风工作进行
全面部署。

部署会后，该局迅速按职责
分工下沉一线开展防风各项工
作。水务室、水管中心到吉大、
东坑、福溪、青年水库及其施工
工地检查防风工作，督促水库管
理单位和工程施工单位要密切
关注台风预警，及时停工、加固
工棚、转移安置施工人员、采取
有效措施确保坝体安全，各水库
管理单位必须密切监控水库水
位，务必控制水位，确保水库安
全。目前，全区6个水库山塘已
开闸放水，全部保持在防限水位
以下；农渔室向船东船员第一时
间发布预警短信，要求回港避
风，深入洪湾水闸实地查看渔船
回港避风情况，主动沟通渔政部
门，督促渔港渔船等提前做好防
台风工作，确保渔船靠岸渔民上
岸。目前，该区270艘渔船已全
部回港避风，654名渔排工作人
员已全部上岸避险；动监工作人

员前往和坪、铭海两大家禽批发
市场、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
中心、区犬只临时留检中心、前
山肉联厂、第二、三、四检疫申
报点进行防范台风专项检查，
督促各相关单位加强防台风安
全隐患排查工作，落实值班、领
导带班制度，做好物资储备工
作，密切关注台风“山竹”的发
展态势，切实做好灾害预警和
各项防御工作。

香洲区科工信局：
成立专项工作小组
排查整治用电隐患

为提早做好防范措施，确保
台风期间全区供用电安全，切实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避
免发生各类涉电安全事故，9月
12日，香洲区科工信局成立9个
专项工作小组，负责督促、协调各
镇街、园区、区直有关部门及香洲
供电局落实电力安全属地管理、
行业管理和用户主体责任，做好
公共区域供用电设施安全监管和
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各组于13、
14日到所负责联系的镇街走访，
督促切实做好供用电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工作，并做好《香洲区科工
信局供用电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情
况表》的填写记录、现场拍照留档
等工作。

香洲区城市管理局：
检查防风工作落实情况
确认防风物资准备到位

9月11日上午、9月12日凌
晨、9月12日上午，香洲区城市
管理局连续召开系统内部防风工
作会议，部署防台风工作事项，落
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目前，
全局上下正有条不紊开展各项防
御台风工作。

在市政排水方面：自去年台
风以来，该局持续开展地下管道
清淤疏通工作，目前已完成35公
里地下排水管道的清疏工作；加
强38处水浸黑点整改治理工作，
对17处施工单位破坏排水设施
导致的水浸黑点已落实在建单位
进行整改。

在园林绿化方面，该局吸取
去年台风教训，避免台风过后大
量树木倒伏，阻塞交通，自今年5
月起开展大规模的绿化修剪工
作，截至目前已修剪树木23706
棵；同时于近日开展绿化支撑加
固工作，目前已加固及新增支撑
约4700套。

在地质灾害方面，该局要求施
工单位提前做好坡面覆盖，疏通排
水沟、沉沙池，器械固定等工作，针
对市二中后山地质灾害工程召开
防台风专题会议，除了要求施工单
位做好相应防风工作外，还要求学
校做好师生的转移安置工作，确保
警戒线范围内无外人进入。

在户外广告招牌方面，该局
向相关单位发布了通知，要求各
单位及时加固、修复自身广告招
牌及相应电路设备，同时出动执
法部门对违章广告招牌进行拆
除，自9月以来共拆除违章广告招
牌47块，拆除面积856平方米。

在应急物资方面，为进一步
加强应急队伍力量，增加预备设
备、物资，该局通过租赁的方式提
前准备了钩机、叉车、大型排水泵
车等设备，并紧急购置了一批抢
险工具，为开展抢险工作做好万
全准备。

作为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迎
检的重点部门，卫计系统内部
监管尤为重要。为全面摸查区
管医疗卫计机构巩卫工作落实
情况，确保卫计系统以最佳状

态迎接复审，近日，香洲区卫计
局成立了12个检查组，在全区
范围内积极开展迎接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督导检查工作。

经统计，9月8日-9日，香

洲区共检查了97家医疗卫计
机构，并现场发放了6510份
巩卫宣传资料。检查中发现，
部分机构未张贴国家卫生城
市宣传海报、电子显示屏未按

要求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地面
发现烟头、医疗垃圾处理不规
范、个别垃圾桶无盖等问题，
目前，各责任单位已全部落实
整改。

重点部门集中整治 检查近百家卫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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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香洲区共召
开了 9 次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工作会议，专题研究部
署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工作。区领导多次强调巩
卫工作的重要性，自 3 月

21 日-23 日省国家卫生城
市复查组对我市开展省级
复查后，区领导要求区复
审办立即牵头制定《香洲
区国家卫生城市省级复查
整改工作方案》，梳理辖区

存在问题，并将整改任务
逐级分解，落实到每一个
责任单位、每一个责任社
区，形成了“千斤重担万人
挑，齐心协力抓巩卫”的工
作格局。为确保整改任务

完成到位，香洲区政府安
排了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专项经费 208 万元，除此
之外，各部门在环卫设施
提升、环境保护等方面也
安排了专项经费。

夯实巩卫组织基础 安排专项经费208万元

“城市是我家 卫生靠大
家。”创建卫生城市的意义不
仅仅在于让城市功能更完善、
环境更宜居，更在于增强居民
的卫生意识、文明意识。因
此，香洲区始终坚持引导居民

广泛参与的巩卫思路，使得城
市居民成为巩固国家卫生城
市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根据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迎
检工作的要求，香洲区各单位、
各行业大力开展国家卫生城市

宣传。首先是制作投放户外广
告。区复审办在商场外墙、公
交站点、自行车站点、公交车身
制作投放了一批国家卫生城市
的宣传广告。其次是加大重点
场所宣传力度。在社区、农贸

市场、医疗机构、车站等重点场
所张贴宣传海报，电子显示屏
滚动播放巩卫宣传标语，大力
营造巩卫浓厚氛围。截至目
前，共在全区投放了7万份宣传
海报、23万份宣传折页。

营造巩卫浓厚氛围 派发宣传折页23万份

行动奔着问题去，功夫下
在短板上。迎接国家卫生城
市复审工作开展后，香洲区委
督查室（区政府督办室）联合
区爱卫办实地督查了梅华、翠
香、拱北、前山街道迎接国家
卫生城市暗访复审工作落实
情况，指出仍然存在部分市场
环境卫生有待加强、建筑垃圾
未及时清理、共享单车乱停乱
放、小商店占道经营、个别社
区垃圾屋未按规范管理等问
题，要求各部门、各镇（街道）
要举一反三，切实负起主体责
任，认真对照暗访评分表，紧
扣暗访千分制标准，开展有针

对性的整改；进一步细化、实
化各类问题的指引、规范和要
求，深入传导到管理处、商家
和个人，并严查严管违规问
题，坚决把各项工作在规定时
限内整改落实到位。

在开展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迎检工作中，香洲区城管、
食药监、工商等责任单位各司
其职，协同配合，一个都不能
少。区城管局、各镇（街道）在
前期排查的基础上，完成了
465座旧式垃圾屋、93座露天
垃圾池的清拆工作，新设置或
更新垃圾桶共3600个，投入
2100万元建设10座垃圾压缩

站及100座环保垃圾屋，严格
落实“垃圾不落地，珠海更美
丽”。目前，压缩站已建成4
座，环保垃圾屋已建成16座，
剩下的年底前全部完成。香
洲区还投入2600万元购置清
扫保洁车辆设备，加强机动车
道清洗，增加人行道常态化清
洗，提高道路环境卫生质量。

数据最有说服力。香洲
区食药监局组织食药监所出
动执法人员7200人次，检查
餐饮服务单位9253家，并印
发了2万份《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三防”设施要求》宣传折
页，要求餐饮服务单位严格按

照宣传折页上的“三防”设施
指引做好自查完善。对翠微
市场、前山市场等市场周边，
碧涛路、怡华食街等餐饮一条
街进行了地毯式巡查，进一步
规范了食品经营秩序。

香洲区工商局持续加大
对辖区农贸市场巡查监管力
度，局全体领导到各挂点所
辖区市场督导活禽销售、市
场熟食档三防设施和封闭式
经营、环境卫生、基本信息公
示等内容，并组织利用晚上
时间进行彻底清洗。目前，
全区农贸市场信息公示已全
部整改完毕。

重拳整治市容市貌 建100座环保垃圾屋

目前，迎接国家卫生城市
复审已进入了冲刺阶段。9月
8日，香洲区区长刘齐英主持
召开了香洲区迎接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工作会议，进一步部
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要求各镇街、各单位
要进一步明确复审迎检主体
责任意识，主要领导担当第一
责任人。按照属地原则，落实
网格化管理，做到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实现责任全覆盖、
管理无漏洞、工作无盲区。

继续加大巩卫宣传力
度。将在扬名广场等商场，公
交候车点等地方设置巩卫宣
传牌，同时要求各社区、公园、
学校等单位张贴巩卫宣传画
或利用电子屏进行宣传，力争
全方位、广覆盖、多形式补足
开展宣传短板。

抓好市容环境卫生等重

点任务的整改工作。在市容
环境方面，严抓农贸市场、建
筑工地周边等区域的环境整
治，严格落实城中旧村、老旧
小区、背街小巷的环卫保洁制
度，确保垃圾日产日清、清运
全程密闭；在“六小”场所管理
方面，集中力量整顿无照、无
证经营行为，督促其完善清
洗、消毒等卫生设施；在农贸
市场方面，督促市场管理方做

好内部管理，商品摆放规范有
序，清扫保洁及时到位，熟食
档防蝇设施正常使用，并对市
场及其周边“六乱一占”现象
开展专项整治。

强化督导。区政府督导
室和区复审迎检办要进一
步加大督导力度，做到现场
督查，落实整改，以强有力
的组织体系，保障复审迎检
工作。

落实“一把手”负责制 抓好市容环境整改工作

主要做法：

台风“百里嘉”逐渐远离珠海，超强台风“山竹”预
计16日-17日将严重影响我市。对此，香洲区高度重
视本次台风防御工作，区主要领导第一时间深入一线
检查防台风准备工作，并要求各职能部门迅速行动，各
司其职，认真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下一步工作措施：

香洲区开展“三减三健”宣传。

拱北市政站在辖区开展防台风下水管网加固、清淤、疏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