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一城治水走向湾区治水

广州集中整治跨界河涌

今年四月，广州市水务局与中
山市水务局签订联合执法协议，回
应中央环保督察下达的指令，针对
广州、中山两市河道交界区域水行
政执法工作，严厉打击两市交界区
域内非法洗泥、洗砂行为。

水环境、水生态是系统性
的。近年来，广州市水环境综合治
理水平不断提升，水环境质量持续
向好。但跨界河涌治理仍是水环
境治理工作的一大盲点、难点、堵
点，由于存在责任区分难、标准不
一致、治理不同步等问题，水质波
动风险仍然较大。

打破区、市行政壁垒，实现跨
界联防共治，既是提升广州水环境
治理水平需要破除的难点，也是粤
港澳大湾区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和融合发展的“小窗口”。

广州市先后在花都区、荔湾区
召开广佛联防联控联治协调会，达
成联治共识，定下花都、南海、三水
区和荔湾、南海区联合治理、联合
检查行动方案、问题清单，共同推
动跨界河涌治理工作。

从一城治水，推动走向湾区治
水，广州在市属跨界河涌整治担起
“牵总”角色，在跨市河涌整治上注
重“联动”，集中整治跨界河涌顽瘴
痼疾，构建城市联防共治机制，梳
理跨界河涌痛点，迈出跨界河涌整
治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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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底细建台账 建立工作机制

要解决问题，要先摸清底细，做到心中有
数。广州在全市污染防控工作会议上，全面收
集汇总各区跨界河涌数量、问题，建立好台账，
实行挂账销号管理。

目前，根据广州市河长办跨界河涌专项
小组提供的资料显示，全市跨界河涌共有86
条。其中，广佛、广清、广惠、广莞、广中、广
韶跨市河涌共占35条，市内跨区河涌占51
条。

对市属跨界河涌整治上，广州注重发挥好
“牵总”作用，统筹各相关责任单位，进一步明
晰各自职责、压实责任、定实措施。先后会同
佛山市南海区、三水区和广州市白云、越秀、天
河区召开跨界河涌现场会，搞好示范引路，要
求各区互相主动对接，定期会晤，建立好工作
机制，推动问题解决。

在跨市河涌整治上注重“联动”，实现联
检、联查、联防、联治，求同存异，同向发力。先
后在花都区、荔湾区召开广佛联防联控联治协
调会，达成联治共识，定下花都、南海、三水区
和荔湾、南海区联合治理、联合检查行动方案、
问题清单，共同推动跨界河涌治理工作。

▶跨市联防共治 交叉执法治污

在广州花都区，跨界河涌治理不同步一直
是制约花都区水环境治理的难点问题。

花都覆盖广佛跨界的重点区域包括炭步
镇、鲤鱼涌、南海区里水镇象安公涌周边污染
源，花都区赤坭镇、三水区涉九曲河和下巴排
洪河周边污染源。

同时，花都区白坭河流域共有跨界河涌4
条，其中与佛山市三水区跨界河涌2条（九曲
河、下巴排洪河），与佛山市南海区跨界河涌1
条（象安公涌），与清远市清城区跨界河流1条
（国泰水）。

今年1月20日，广州市河长办会同佛山
市河长办在花都区炭步镇召开广佛跨界河涌
水污染联防共治协调会。会议就联防联控联
治达成共识，制定跨界河涌联合查控和治理
工作方案，并议定于第二季度集中开展专项
行动。

与佛山接壤的荔湾区，同样是跨界河涌整
治的重点区域。

目前荔湾区共有规划河涌103条，其中荔
湾区涉及广佛交界河涌影响有平洲水道、花
地河、牛肚湾涌、铁路边涌、五眼桥涌、秀水

涌、郭村涌、滘口涌、塞坝涌9条河涌。
根据监测数据，近年荔湾区与南海区接

壤的牛肚湾涌、铁路边涌、五眼桥涌、秀水涌
问题较多，均属于佛山市南海区接壤广州市
河涌段的下游，同时也是广州市河涌预警范
围。

其中，铁路边涌、五眼桥涌、秀水涌与南海
区水域直接连通，河涌水闸均在南海区；排水
量最大的是漖表水闸，直排秀水涌，并经塞坝
涌、五眼桥涌、花地河，间接影响珠江航道东朗
断面水质。

今年2月25日，广州市河长办会同佛山
市河长办在荔湾区水务局联合召开第二次
广佛跨界河涌水污染联防协调会。对第一
次联防共治会议落实情况进行“回头看”，要
求进一步定实联合治理和联合检查方案，确
保“目标、问题、任务、进度、责任五清楚”管
理要求；市级层面原则上每季召开联防共治
协调会，区级层面原则上每月建立会商机
制，各相关镇街加强并保持常态性的联合互
动；每月 10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报本市河
长办备案。

目前，广佛跨界流域还存在以下主要问
题：一是管网建设“最后一公里”瓶颈亟待解
决。二是污水处理能力还存在缺口。三是整

治“散乱污”场所还需动真格、出实招。四是农
业类污染问题仍然突出。五是整治工作各环
节还需进一步压实压细。

（据南方日报，文/郑慧梓）

试行公安服务“一窗通办”、探索实施电子居
住证改革、在大型机场开通旅客“易安检”服
务……公安部日前制定并印发2022年推进行政
管理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重点措施。

在支持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方面，公安部
要求，要全力服务保障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引进高精尖
人才以及内地与港澳间人才交流交往；改善通关
营商环境，持续推动边检申报、行政许可办理等更
多手续“网上办”“掌上办”“一网通办、一网通管”；
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全力保障大宗商
品、鲜活商品、抗疫物资、民生物资跨境交通运输
通关便捷高效，全力服务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稳定。

为更好服务企业群众生产生活，公安部要求，
要指导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深圳6个重点
城市试行公安服务“一窗通办”，建设涉及治安、户
政、交管等公安服务综合窗口；持续深化高频户政
业务“跨省通办”工作，稳步扩大试点范围；推动实
现暂住登记线上申报办理，在有条件城市探索实施
电子居住证改革，实现居住证全流程数字化；制定
出台铁路公安机关制作旅客临时身份证明工作规
范；在全国40家大型机场开通旅客“易安检”服务。

在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方面，公安部要
求，要建立完善居民身份证电子证照服务机制，扩
大居民身份证电子证照在政务服务领域中的应用
范围；逐步实现具备条件的户政管理行政审批事
项全国“一网通办”；推进公安部“互联网＋政务服
务”平台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事项信息同步，为企
业群众提供标准化、一致性的线上办事指引服务。

（据新华社）

公安便民服务举措来了

广州今年试行
公安服务“一窗通办”

近日，满载电子产品等货物的驳船翔富168
号在云浮新港码头办结通关手续，经过珠江水道
顺利抵达蛇口港，然后在这里直接搭上国际货轮
发往世界各地，这标志着“深圳蛇口-云浮新港”
组合港正式启动。至此，“大湾区组合港”增至16
条航线。

据悉，云浮新港出口货物有五成以上转关至
深圳西部码头出口。以往的出口转关模式需要在
云浮、蛇口两地进行申报，物流整体时间长。“大湾
区组合港”推行后，企业出口全程只需办理一次海
关手续，大幅压缩通关周期，并可节省30%以上的
报关成本。

大湾区组合港是深圳海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港口建设、促进深圳港加快发展的重点项目。该
项目通过共享港口代码组成一个“湾区组合港”，
货物在各码头间直接通过水路调拨，24小时运输
不停歇。该组合港模式不仅可以实现不同港口的
航线资源优势和堆场、货源地优势互补，推动湾区
港口资源要素合理分配，而且将通关、查验的监管
环节延伸到沿江港口，有利于为生产制造企业及
时解决通关疑难，贴合企业实际需求，充分利用各
沿江港口仓储、装卸等物流资源。

今年以来，“大湾区组合港”项目马力十足、动
能强劲，交出了一份不错的“增量”成绩单。据统
计，第一季度，组合港累计进出口吞吐量达5.4万
标箱，同比增长逾6倍。

（据深圳特区报，文/吴德群）

“深圳蛇口-云浮新港”组合港启动

企业出口只需
办理一次海关手续

日前，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在与深圳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的同时，取得了应急指挥中心建设工程项目宗地
的不动产权证书。随着“交地即发证”“交房即发
证”“自助服务24小时不打烊”等模式的推出，深
圳不动产登记服务提速，实现了便民利企。

为推进该项目的顺利进行，深圳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龙岗登记所主动对接用地单位，与辖区土
地管理部门提前沟通，密切配合，通过业务并联审
查服务，嵌入式开展土地测绘、权籍调查、成果审
核入库等流程，并利用数据共享方式，获取测绘成
果、出让合同、划拨决定等信息，提前准备登记材
料，缩短登记前期准备时间，实现了交地与发证无
缝对接。

“交地即发证”服务模式，是深圳深化“放管
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促进了
土地早开工、早建设、早见效，大大降低开发单位
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资金成本。

不断提升服务效能，创新服务模式，深圳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推出的“交房即发证”，让业主们实
现一手领钥匙，一手领登记证书。

“交房即发证”，需要购房人在购买商品房时委
托房地产开发企业，待新建商品房完成办理房屋所
有权首次登记，经核验购房人购房资格、备案商品
房购房买卖合同、缴纳相关税费后，由受委托的房
地产开发企业统一向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证。

此外，该中心还推出“不动产+民生”服务，联
动提供水、电、网络、电视等开户业务，提升了企业
和市民的满意度。 （据深圳特区报，文/秦绮蔚）

深圳不动产登记服务提速便民利企

交地即发证
交楼即发证

“五一”假期刚过完，格兰仕中山基地的
员工们就收到了一个好消息——6万平方米
智能制造车间完成恒温恒湿升级改造，一期
总投入数千万，覆盖近70条智能制造生产装
配线。

绿色“智造”再升级

走进格兰仕微波炉制造基地，一排排与
国际厂商专业定制的温湿调节环境设备架于
车间上空。而在厂房的上方，是全球最大的
单体分布式光伏“屋顶”，自2015年启动至
2021年12月，格兰仕光伏发电项目共供应清
洁能源超过 3.5 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超
1124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350250吨，
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8080吨。

据了解，光伏“屋顶”发电量约占厂区用
电量的近1/3，在给格兰仕有效降低厂房建筑
能耗、缓解当地电网压力等多重效益的同时，
起到一定隔热、降温的作用，增加工厂内部工
作舒适性。

“适宜的温湿度，使工人和设备都能在一
个良好的空间中完成生产、制造、测试，有效
提升产品质量。”格兰仕自动化开发部负责人
介绍说，恒温恒湿车间对于温度、湿度、空气
洁净度、设备消音防振都有严格要求，极大提
升了生产设备与产品的环境标准 ，也让车间
的工作环境变得更为舒适。

数字化赋能产效提升

今年一季度，格兰仕微波炉订单同比增

长20%。随着车间完成恒温恒湿升级改造，
格兰仕微波炉、微蒸烤一体机等健康家电制
造将进一步提升效率、扩大产能。

作为全球最大的微波炉制造商，面对全
球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浪潮，格兰仕以全
产业链为特色在中山打造智能制造基地。首
期6万平方米微波炉恒温恒湿车间，正是格兰
仕这些年不断转型升级的缩影。

自2016年，全球首条微波炉全自动化装
配生产线在格兰仕中山基地落户投产，到今
天格兰仕微波炉自动化车间全线生产过程，
通过云端数字化管控，生产节拍达到6.7秒/台
产品，生产效率是过去的9倍，生产精度高达
0.1毫米。

格兰仕通过数字化打通产业链、供应链
所有环节，做到全产业链无缝沟通、秒级沟
通，贯穿研发端、制造端和供应链端的全价值
链条数字化流程，使得订单交付周期缩短
67%，产品品质指标提升 15%，能耗节降
18%。

以微波炉生产的计划调度为例，销售接
到订单到研发、供应、生产，以前要通过手工
作业或邮件传达，沟通时间长，流程复杂。如
今所有协同流程都在ERP系统里完成，一个
计划员就可以完成上百种物料的调度和跟进
工作，整体效率提升3倍以上。

加强产业技工人才培养

“人是格兰仕第一资本。从制造向智造
转型，并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以产业升

级带动人才升级。”格兰仕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梁昭贤表示，产业技工是格兰仕全产业价值
链智能制造的重要一环。

早在 2013 年，格兰仕率行业之先推进
“全员技工化”制度。2021年，“格兰仕商学

院”成立后，更加系统推进一线产业技工人
才的培养培训。“再投资，再出发，再升级！
一起推动中山高质量发展的新未来。”梁昭
贤表示。

（据南方日报，文/雷海泉）

“智造”再升级 车间实现恒温恒湿
格兰仕中山基地智能制造车间完成改造

格兰仕中山基地智能制造车间。

位于广佛交界的荔湾区五眼桥涌。

位于广佛、广清交界的花都区白坭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