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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区红旗镇多措并举推进“门前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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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更换排水
沟盖板、修建家门口“健身房”、改善人居
环境……今年以来，平沙镇扎实推进“民
生微实事”项目，通过将家门口的烦恼在
家门口解决，让居民需求切实落到实处。

今年以来，平沙镇沙美社区收到居民
反映，沙美一队部分排水沟存在盖板缺
失、损坏等情况，导致沟里的污物长期暴
露在外面，不仅容易滋生蚊虫、影响环境
卫生，还存在安全隐患。为此，沙美社区
党委迅速组织工作人员实地走访，深入了
解需要更换的排水沟盖板大小、数量等，
并通过“民生微实事”项目对沙美一队居
民房侧排水沟盖板进行更换。

记者了解到，该“民生微实事”项目于
今年5月20日启动，目前已完工，共更换
钢筋盖板237块，涉及排水沟长度约126

米。“现在环境变干净了，蚊虫、臭味都少
了，家里再不用紧闭窗户，我们生活也更
加舒心！”居民梁姨说道。

类似的暖心举措还出现在前锋社区。
棋牌台、高低单杠、腰背按摩器、乒乓球桌、三
位扭腰器……在前锋三队、前锋五队、前锋
十一队，崭新的健身设施，被安装在房前屋
后的开阔区域，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体验。

据悉，前锋社区在前期工作中了解
到，前锋三队、前锋五队、前锋十一队居民
有健身设施的需求，便以开展“民生微实
事”工作为契机，广泛收集居民群众的意
见建议。经实地考察和综合考量后，前锋
社区确定安装健身器材的位置，申报并实
施了“前锋三队、五队、十一队完善户外健
身设施”项目，目前该项目已投入使用。

讨厌的臭味和蚊虫减少了，居民生活
更舒心。家门口就有健身好去处，群众文
体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据悉，接下
来，平沙镇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
推进“民生微实事”项目，将更多便民服务
送到居民家门口。

线上线下广宣传
提高“门前三包”知晓率

干净有序整洁的城市环境，是幸福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展示城市文明形
象的重要窗口。为扎实推动全国文明城
市建设十大专项行动落到实处，金湾区红
旗镇结合自身实际，选定以落实“门前三
包”责任制为突破口，成立了由镇主要领
导任组长、镇属各相关职能部门和村（社
区）为成员单位的“门前三包”工作领导小
组，并制定了“门前三包”责任制实施方
案。

根据实施方案，红旗镇“门前三包”领
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镇综合执法办，负责

“门前三包”责任制日常相关工作，工作组
各成员单位分工协作、各司其职，推动“门
前三包”工作有序开展，逐步实现制度化、
规范化和常态化。

6月1日，红旗镇组织镇综合执法办、
镇文明办、红旗数字城管中队、广安社区、
藤山社区、双湖社区、三板社区等相关单
位负责人及专职文明督导员在红旗文化
广场举行“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启动仪
式，正式吹响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
的冲锋号。

落实“门前三包”，宣传引导是重中之
重。当天，红旗镇综合执法办联合相关社
区及专职文明督导员分成三组，分别到广
安路、藤山一路、双湖路与各责任人（商
户）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并细致地讲
解“门前三包”工作的重要意义，得到了商
户的配合和支持。

“门前三包”究竟包什么？记者注意
到，红旗镇“门前三包”责任书上一目了
然，包括环境卫生、绿化美化、市容秩序三
大方面。具体来讲，“包环境卫生”主要包
括做好责任区范围内环境卫生的清扫保
洁，盛放废弃物设施不准摆放在门前三包
责任区内，墙面、门（橱）窗、广告无积尘破
损，公共设施整洁等内容。

“包绿化美化”主要包括维护好责任
区范围内的自种花草、树木及绿地生长良
好，严禁占用绿地，保持市政设施的完好，
建（构）筑物外墙立面要保持清洁、美观
等。此外，设置檐棚、遮阳布、灯饰、霓虹
灯、广告、招牌或开业、庆典需要在门前摆

放花篮、花盆等物品的，还应当符合相关
规定。

“包市容秩序”则指维护好责任区范
围内的市容秩序以及经营秩序，任何经营
性商品摆放不得超出门闸以外，饮食行业
不得超出门闸设台经营，禁止和制止在门
外违章堆放杂物、乱停放车辆、乱张贴、乱
搭建、乱钉挂等影响市容环境和阻碍公共
交通等行为。

“门前三包”落地落实，还离不开社会
各界的高度配合。为此，红旗镇充分发挥
村（社区）网格化管理优势，集中开展了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拉网式大排查，一边
广泛宣传“门前三包”政策法规，一边对街
头巷尾各类占道经营、乱堆乱放、乱拉乱
挂等不文明乱象进行摸排梳理，形成问题
清单与责任清单，逐项对标攻坚、实现挂
图作战。

与此同时，红旗镇还通过微信公众
号、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方式，播放推送相
关文明标语及宣传片，并以“曝光台”强化
警示该类不文明乱象，提高“门前三包”的
知晓率和参与度，营造人人参与、齐抓共
管、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为“门前三包”
执法工作的开展筑牢群众基础。

多方联动强监督
共建干净整洁有序城市环境

落实好“门前三包”责任制，除了宣传
动员，强化监督必不可少。记者了解到，
红旗镇目前已选取广安、藤山、双湖、三板

四个社区共1700多家沿街店铺，作为“门
前三包”试点区域，由所在社区联合镇综
合执法办统一划定“门前三包”责任区域
以及“门前三包”的内容、标准、时段。为
进一步发挥以点带面、示范引领作用，红
旗镇还将把其中的广安路、藤山一路、双
湖路打造为“门前三包”示范道路。

在此基础上，红旗镇根据省市相关文
件精神，结合自身实际，正按照“主干道严
禁、次干道严控、小街巷规范”的原则与

“门前三包”责任人（商户）签订履责承诺
书。为调动多方力量共建，红旗镇还结合
网格化管理工作，聘请了专职文明督导员
动态巡查，及时劝导，形成联动机制。

6月7日一早，广安社区专职文明督
导员王锦河就来到广安路，开始了一天的

“门前三包”巡查任务。在他的宣传引导
下，当天共有107家沿街商铺签订了“门
前三包”责任书。在一家花店，他发现了
不少花盆摆到了外面，违反“门前三包”责
任制相关规定，于是赶紧上前提醒店员，
并帮忙将花盆挪走。

67岁的王锦河是一名有30多年党龄
的老党员，虽然退休多年，却一直在社区
里发挥余热。“我已经在红旗生活50多
年，亲眼见证着这里越来越好，虽然退休
了，还想再尽一份力。”回忆起连日来的巡
查工作，王锦河告诉记者，大部分商户都
积极配合，也让自己对推动“门前三包”落
实充满了信心。

像王锦河一样的专职文明督导员，在

红旗镇“门前三包”试点区域还有9名。
他们如同一个个流动的“哨点”，活跃在大
街小巷，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积极劝导，劝
导无效的及时上报处置。与此同时，在红
旗镇的14个村（社区），每一名网格员也
都是“门前三包”监督员，随时提醒沿街商
铺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

“专职文明督导员大多是在当地生活
多年的居民，不仅懂地方方言，还熟悉民
情，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更容易开展相
关工作。”红旗镇综合执法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10名专职文明督导员已于6月1日
正式上岗，红旗镇在此前为文明督导员进
行了业务培训，并发放了工作证、工作服
和工作车辆。

“三包”没做好怎么罚？记者了解到，
作为“门前三包”监督和执法主体，红旗镇
综合执法办将坚持以人为本、柔性执法的
方式进行整治，循序渐进引导群众参与

“门前三包”。但是，对“门前三包”落实不
到位、屡劝屡犯的责任人，红旗镇将依法
重罚，并曝光警示。

“目前我们正组织沿街商铺逐户签订
‘门前三包’责任书，接下来还将制作‘门
前三包’责任牌并上墙公示，届时责任区
范围、‘三包’内容、监督电话一目了然，可
让社会各方随时监督。”红旗镇综合执法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红旗镇将采取边试边
改边提升的做法，希望通过落实“门前三
包”责任制，使全镇广大居民真正成为文
明城市建设的参与者、倡导者、维护者。

采写：本报记者 宋一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落实好沿街商铺“门前三包”（包卫生、包秩序、包绿化）责任制，是美化城市环境、提升
文明程度的重要途径。近期，金湾区红旗镇按照“宣传引导、全民参与、疏堵结合、标本兼
治”的工作思路，以广安、藤山、双湖、三板四个社区为试点区域，全面推广压实“门前三包”
责任制，积极引导商铺、群众参与城市管理，共建干净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近日，
市政府发布关于2021年珠海市食品
安全工作评议考核结果的通报，金湾
区以全市第一的排名获得食品安全评
议考核A级等次。据悉，这也是该区
连续第三年获评为珠海市食品安全工
作评议考核A级等次。

食品安全事关民生福祉，是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
来，金湾区认真贯彻落实食品安全“四
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
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的
工作要求，加强风险管理，牢牢守住食
品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2021年，全区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合格率为97.3%，食品快检合格
率为99.0%；居民食品安全状况总体
满意度评分为88.31分，继续保持较
高水平。

据悉，去年以来，金湾区落实党政
同责抓监管，高位推进食品安全建设
工作。在农产品源头基础治理方面，
注重开展食用农产品种养殖、屠宰环
节监管，对禁限用农兽药快速检测
2265批次，同时对小林肉联厂进行升
级改造，并顺利通过省级生猪屠宰标
准化建设评估验收。

在食品生产经营核心治理方面，
金湾区去年完成了2457家食品销售

单位风险分级管理，开展农贸市场、餐
饮服务单位、学校食堂等全覆盖检
查。此外，金湾区还充分利用网络平
台，开展“查餐厅”直播检查，现场直播
学校食堂、网红餐厅等餐饮单位后厨
监督检查状况，在线观看人数累计达
39.5万人次。

为着力营造安全放心的食品安全
消费环境，金湾区深抓食品安全检验
检测，在农产品种养殖环节组织监督
抽检294批次，合格率为99.3%；在食
品生产经营环节抽检3027批次食品，
合格率为97.1%。此外，在食品经营
环节，金湾区还对全区校园食堂、农贸
市场、大型商超快检71564批次。

多渠道宣传培训，是筑牢食品安
全防线的重要一环。去年，金湾区持
续推进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培训，一方
面依托各级新闻媒体、公交车身及车
站广告、农贸市场宣传栏等宣传阵地，
广泛开展面向群众的宣传工作。另一
方面，积极开展面向食品生产经营者
的线上、线下培训，对全区3182家餐
饮单位组织食安快线培训考核。此
外，金湾区还开展了27期校园食品安
全科普宣传系列活动，投入60万元建
成珠海市首个食品安全主题公园。

与此同时，金湾区坚持宽严相济，
开展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打击，全年查

处食品安全违法案112宗起，破获走
私冻肉刑事案件17宗，查获不明来历
冻肉611吨。此外，金湾区还持续落
实食品监管领域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推进全区90家冷链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纳入广东省“冷库通”追溯体系，
指导13家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安装“互联网+冷库”视频监管系
统。

据悉，接下来，金湾区将按照“四
个最严”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推
进食品安全各项工作，切实提升金湾
区食品安全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广大
群众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金湾区在全市食品安全考核中获评“三连A”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今年
以来，南水司法所着力在健全基层
法治建设制度体系、监督行政执法
活动、加强法治宣传等多方面下功
夫，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实现新
突破。

据悉，为进一步夯实依法行政基
础，南水镇筹划建立了全面依法治镇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南水司法

所。同时，南水镇印发了镇属各单位、
各部门普法责任清单，严格落实“谁执
法谁普法”责任制。

作为依法行政的参谋助手，南
水司法所充分发挥专业职能，今年
以来已为全镇重大行政决策、行政
合同提供法律意见30余次。此外，
南水司法所还积极参与监督重大行
政执法活动。5月下旬，针对新修订

的行政处罚法实施以来的部分行政
处罚卷宗，南水司法所从执法主体、
事实认定、证据收集、法律适用、程
序适法、文书格式等各方面进行评
查，促进了南水镇执法质量进一步
提高。

加强普法宣传培训，是提高依法
行政能力的有效手段。今年以来，南
水镇积极组织开展国家工作人员学法

考法活动，通过以考促学，进一步提高
了南水镇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决策、依
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此
外，南水司法所还借助民法典宣传月
等重要节点，开展线上、线下普法宣
传，并在“珠海南水”微信公众号开设
《小南说法》专栏，以案释法，覆盖群众
上万人次，在全镇掀起了尊法、学法、
用法新高潮。

南水司法所多举措助力法治政府建设

平沙镇扎实推进“民生微实事”项目

让居民需求落到实处

沙美一队
更换后的排水
沟盖板。

本报记者
张洲 摄金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食品安全检查。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红旗镇相关部门现场监督执法，规范“门前三包”管理秩序。

专职文明督导员。

工作人员
与沿街店铺签
订“门前三包”
责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