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守护好蓝天碧水净土
金湾区人大常委会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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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近
日，记者从平沙镇紫薇花基地了
解到，该基地里的紫薇花种植面
积约 200 多亩，品种以小叶紫薇、
紫花风铃、串钱柳为主。紫薇花
寓意“好运”，花期长达 100多天，
可在 7、8 月至 10 月之间持续开

花，因此又名“百日红”。
记者了解到，近日连续的高温

天气使紫薇花的花期略有提前，
同时也得以绽放出更好的姿态与
颜色。基地内，一簇簇紫色、粉
色、红色的花，相拥绽放在枝头，
吸引了蝴蝶、蜜蜂翩翩起舞。

紫薇花盛开

等你来邂逅醉美夏日

近年来，三灶镇南、北排河曾先后
被列入挂牌整治的黑臭水体名单，对
此，金湾区人大常委会相继成立三灶
南、北排河监督小组，由省市区镇四级
代表组成，开展经常性巡查活动。

经过连续5年持续跟踪问效和人
大代表多次实地视察，金湾区以“望
闻问切”四步工作法把脉黑臭水体整
治，昔日的“黑臭水”逐渐变成如今的

“清水河”“景观河”，获得居民的充分
肯定。

此外，金湾区人大常委会还坚持
跟踪问效扰民问题，通过添置降噪设

备，加强清洗和污水密封，相继协调解
决小林生猪（牛）屠宰厂臭气、污水和
噪音问题，使附近居民生活质量得到
有效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金湾区人大常委
会还建立起全方位的监督平台，通过
组建微信群等方式，让各级人大代表、
社会人士通过微信群、代表联络站，及
时发现上传大气、水体、土壤中的环境
污染问题。这些收集到的线索或意
见，经由金湾区人大常委会统一转至
政府职能部门办理及处理，为保卫“蓝
天、碧水、净土”贡献人大智慧力量。

代表参与 全社会做好污染防治

□本报记者 甘丰恺

“今年是我来金湾的第五个年头，
扎根金湾，成家立业，这片土地见证了
我的成长，我也参与了这片土地的进
步。”7月27日，记者在杭萧钢构（广
东）有限公司内，看到了正在积极组织
团队攻关的年轻项目主管辛思羽。作
为一名专业技术人员，辛思羽在2012
年大学毕业后入职杭萧钢构，并在
2017年来到金湾区，开启了自己作为

“钢构人”的职业生涯新篇章。
杭萧钢构是钢结构行业龙头企

业之一，在金湾区已建厂长达 18
年。多年来，公司始终坚持为金湾区
产业发展贡献力量，并积极响应“工
业立区、制造强区”的发展战略，在技
术创新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具体
实践，推动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及高端
智能化生产线建设，致力于打造华南
地区一流的钢结构企业。

金湾区富有活力的发展氛围，企
业重视创新的人才战略，深深地影响
了彼时的辛思羽。这个年轻的北方
汉子，在南方大地找到了自己的

“根”。“那时候满心的抱负，希望能够
闯出一片天。在金湾，有人才政策的
鼓励；在企业，有前辈的悉心关怀，感
觉自己每天都在接触新鲜的知识。”
辛思羽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不由得充
满了感慨。

这5年间，辛思羽立足本职岗位，
作为广东杭萧工程管理部项目主管，
在钢结构施工现场一线，相继参与了

“仁恒滨海中心”“无人船基地”“横琴
财富广场”等项目的建设工作，亲身
拥抱了珠海这座“活力之城、宜居之
城”的发展活力，也体会到了珠海市
全力打造“产业第一”的决心。

“循着产业发展的道路前进，我
对金湾的发展充满信心。”辛思羽对
记者表示，这里是一片青春活力的
土地，也是一片值得拼搏的热土。

“希望能够跟团队成员一道，参与到
更多的钢构建设项目中，为珠海产
业、城市的发展，贡献一份‘钢构人’
的力量！”

辛思羽：

“产业第一”大潮中的“钢构人”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 通讯员
黄锐 谢锦乐报道：近日，市公安局
金湾分局金海滩派出所以夏季治
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为契机，进
一步加强治安巡逻防控工作，积极
在工作中摸排化解群众矛盾和纠
纷。

7月22日上午，金海滩派出所
接公交司机报称：在湖心路口公
交站，两名群众排队上车时发生
争执，甚至影响了公交车的正常
行驶。接报后，在外巡逻的民警

和辅警赶赴现场处置。到场后，
民警眼看矛盾即将升级，立即上
前阻止，为尽快恢复公交正常运
行，民警将双方带回派出所作进
一步处理。

在了解事情经过后，得知双方因
一时冲动发生纠纷，情绪激动互不相
让。民警从情、理、法等多个角度，设
身处地帮双方分析利弊得失，经一个
多小时的耐心细致沟通，打开了双方
心结，两名群众最终互相致歉，握手
言和。

排队上车起纠纷
民警调解促和谐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近日，
记者从金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
到，金湾区查处了一起老年人养生虚
假宣传案件，查处了一批虚假广告宣
传标识，并对涉案的商行处以50000
元罚金。

据介绍，此前金湾区市场监管
局执法人员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位
于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某食品商
行，以“运用波动功能、温热功能、激
光功能、超声波功能,四大功能共同
作用于人体,打通经络,祛寒排湿,
化解瘀堵,疏通气血,调节阴阳提高
机体免疫力”等语句，吸引老人进店
体验广州某公司生产的电子波动仪
产品。

经查证，这些波动仪属于电子产
品，不属于医疗器械，且当事人无法

提供上述产品宣传功效的证明材
料。因此，该商行的行为已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十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根据相
关法律条款，执法人员责令当事人停
止对其商品作虚假商业宣传的行为，
处50000元罚款。

在此，金湾区市场监管局温馨提
示，推销“保健产品”是养老诈骗中的
一种常见形式，往往抓住老年群体关
注身体健康的心理，向老年人高价售
卖并无实际功效的“保健产品”，骗取
老年人钱财。因此，在行政机关严厉
打击养老诈骗、依法维护老年人合法
权益的同时，老年人也需要提升自身
法治意识和识骗防骗能力，遇事多与
家人、可以信任的朋友商议，谨慎处
置个人财物，防止落入骗子的“圈套”。

对虚假宣传严惩不贷

金湾区查处一起
老年人养生虚假宣传案件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持续推进净土保卫战。保护生态环境，落实监督工作，不能有丝
毫懈怠。近日，金湾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活动，走进农村、社区、公园、湿地、河道、厂区，实地考察
了解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落实情况，并对如何保护生态环境提出了明确要求，以此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赋能金
湾环保大局。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绝非一日之功，必须持之以恒强化监督检查，助力污染防治。近年来，金湾区人大常委会多
措并举优化工作流程，创新工作方法，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连续4年在全市环境保护责任暨污
染防治攻坚战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

采写：本报记者 甘丰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据悉，近年来，金湾区人大常委会
组织人大代表，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工作部署，多渠道、多方面收集污
染防治的意见建议，为金湾区委、区政
府建言献策，从源头上做好污染防治工
作。其间，依托深入而广泛的基层调
研工作，金湾区人大常委会所提出的
监督意见，更加注重具体场景的可行性

与可操作性，力求从源头上做好污染防
治工作。

记者了解到，在这些重点议案、建
议中，金湾区人大常委会特别关注治
污设施的建设，多年来持续将治污设
施，特别是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与优
化，纳入重点交办督办工作清单中，并
纳入重点议案、建议，积极推进污水处

理工作。
在区、镇各级单位的重视与努力

下，全区4镇均建成了高标准污水处理
厂，污染治理设施初步发展成为花园
式治污项目，基本实行了污水管网全
覆盖。

与时俱进是永恒的工作主旋律，
智慧管理逐渐成为当下工作的主要模

式，不仅有助于在人力、物力上节省资
源，还能在标准化取证、稳定有效监
管、深入发现规律等方面，助力防污治
污工作高效开展。为此，金湾区人大
常委会积极建议政府构建一套符合金
湾实际的环保智能监管系统，并通过
不断引入新技术，为金湾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赋能助力。

建言献策 从源头上做好污染防治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近年来，金
湾区人大常委会从本职工作出发，连
续5年听取和审议《金湾区人民政府关
于我区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
情况报告》，并就进一步推进金湾区生
态文明建设，提出建立生态文明建设
工作台账，摸清环境污染源等建设性
建议。

同时，金湾区人大常委会还围绕
保卫蓝天、碧水、净土方面的根本要
求，提出了加快雨污分流改造和污水
管网连接，整治黑臭水体，全面落实河
长制责任，加快固废垃圾收集处置设
施建设，强化企业在线监控监督，用好
全区挥发性有机物和恶臭在线监控系
统，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等具有建

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此外，金湾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

资工委还积极开展走访调研治污重点
企业，认真做好污染防治方面的调查
研究，广泛收集意见，同时学习外地先
进生态环境保护经验，与外地人大常
委会开展多次座谈交流，实地考察污
染防治项目，学习借鉴当地治污攻坚

工作的突出成就、经验做法。
污染防治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到

方方面面。金湾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
资工委与生态环境、城市综合管理和
农业农村水务等部门保持常态化联
系，在气、水、土壤等方面进行积极协
调，及时解决污染防治方面问题，齐心
协力做好金湾区污染防治各项工作。

持之以恒 从监督上做好污染防治

科技防污，智慧治污。近年来，金
湾区人大常委会通过提出增加财政投
入、引入智慧监管等建议，持续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力度，坚持高标准、高要求，
以科技手段“织网、组网、融网、用网”，
形成污染态势感知靠前、政务服务靠
前、执法监管靠前新模式，做到第一时
间发现和管控，将污染消灭在萌芽状
态，助力打造珠海生态文明新典范。

为此，金湾区人大常委会选定污
染物排放量大的企业，安装有组织和
无组织排放污染物在线监控、厂界恶
臭在线监控等设施，织成了贯穿企业
排污全过程的密实“蛛网”来监管排放
污染物。

为实现恶臭溯源，切实推动异味
问题解决，金湾区还专门购置了同时

具有走航监测和定点观测能力的监测
设备，编织一张“拖网”来锁定污染源；
同时，采用“公共视频资源+AI视频图
像分析”的方式打造一张“天网”，对车
辆冒黑烟，泥头车不覆盖、扬尘，焚烧
垃圾等污染环境事件进行查处和在线
监管。

在此基础上，金湾区人大常委会
督促运用三张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化监
管网，形成了以在线监控排放数据为
定量标准的“分级分类”管控，以科学
精准治污为统领，践行“污染态势感知
靠前、服务管理靠前、执法监管靠前”
的第一时间发现和管控理念，并搭建
起数据资源共建共治共享平台，整合
了应急管理、公安、综治、环保、城管等
多部门信息资源。

科技赋能 从监管上做好污染防治

水清、岸
绿、景美……
南、北排河碧
波粼粼，风景
独好。

金 湾 区
运用 VOC 在
线 监 测 仪 等
设备，编织环
境 监 管 多 层
防护网。

美丽的金湾区红旗镇。

平沙镇紫薇花基地内，一朵朵粉色、红色的花儿竞相绽放。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