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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毅槿

“嘀！嘀！嘀！”近日，刺耳的可
燃气体报警声从珠海港兴管道天然
气有限公司高栏港天然气综合门站
传来。经查，该门站液化天然气储罐
根部阀出现“泄漏”，值班人员发现情
况后立即上报信息，港兴公司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并通知消防单位。同时，
分组进行人员疏散、警戒、救援、水枪
驱散稀释、浓度检测、堵漏等各项工
作。各小组高效、有序配合，顺利完
成了储罐根部阀堵漏工作。

如此惊心动魄的场景并非真实
事件，而是金湾区多部门联合开展的
LNG储罐根部阀泄漏应急演练。像
这样的应急演练，在金湾区隔上几天
就要上演一次，且每次脚本都不同。
今年以来，金湾区先后模拟工商业用
户用气设备泄漏、学校饭堂天然气泄
漏、市政天然气管道遭第三方施工破
坏等场景开展应急演练已达40场。

“燃气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
气体，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
想。”记者从金湾区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局获悉，为夯实城镇燃气安全基
础，确保辖区安全和谐稳定，该局以
全面宣传、全面动员、全面推开、全面
整治为主抓手，凝聚多方力量，多措
并举筑牢安全防线，提高金湾区城镇
燃气安全应急水平。

“燃气安全系万家 安全使用莫
违规”……张贴的宣传海报、悬挂的
横幅标语、滚动的宣传跑马灯在金湾
区随处可见。据介绍，今年以来，金
湾区整合警句横幅、漫画小册子、微
信公众号、户外大屏幕等宣传阵地，
借力“安全生产月”“消防百日攻坚”
活动，组织燃气经营企业安全培训
40场，向市民宣贯《应急管理部消防
救援局燃气使用安全九条提示》和燃
气安全事故应急处理办法，不断营造
人人知安全、懂安全、重安全的良好
氛围，实现“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
转变。

“安全通道不得占用，要时刻
保持畅通；要加强安全培训，提高
员工安全意识……”连日来，金湾
区及各镇工作人员耐着高温，坚持
开展全区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安全
隐患排查工作。金湾区用好检查

督导、约谈提醒、会议培训“组合
拳”，不断压紧压实全区城镇燃气
经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城
镇燃气安全管理采取“全覆盖、零
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工作要
求，并加快推动餐饮场所可燃气体
报警装置安装使用。

与此同时，金湾区深入剖析燃气
安全监管职责不明晰问题，对行业安
全监管责任再分解、再细化，进一步
明确各方职能定位、监管任务、工作
分工，逐步建立权责清晰、合力强大
的责任体系，并组建专家库强化专业
技术保障，抓好考核监督工作，委托
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燃气经营企业入
户安检宣教情况进行随机抽查，针对

工作盲区或问题对症下药列清单，保
证每年入户检查率100%。

执法有力方能擦亮安全底色。
路边摊将瓶装燃气安置在火炉旁、
煤气销售点超量存放液化石油气钢
瓶、无证照经营瓶 装 液化石 油
气……一件件违规行为被金湾区各
镇执法办记录在案，并要求立即整
改。今年以来，金湾区持续开展城
镇燃气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整治瓶
装液化石油气无证照经营行为等行
动，先后检查燃气企业、供应站、销
售点597家次，发现并整改安全隐
患34处，做出行政处罚决定11宗，
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6份，罚款
0.5万元；排查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气

场所及“三小”场所等276家次，罚
款0.25万元。

在强化餐饮场所用气安全管理
方面，金湾区分阶段分步骤开展航空
新城片区和各镇用户统计、信息公示
牌张贴及可燃气体商业报警器、熄火
保护装置、紧急切断阀安装工作，联
动各瓶装液化石油气和管道天然气
的供气企业，对不配合安装的商业用
户采取不予供气处理，加快形成区、
镇城管部门牵头，各供气企业落实，
执法处罚力量保障的工作格局。截
至8月16日，金湾航空新城片区管
道天然气餐饮场所、瓶装液化石油气
餐饮场所报警装置安装率均达到
100%。

□本报记者 蒋毅槿

2022年 5月，金鸿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会议室里正气氛热烈，该公司
行政及人力资源部副总监冯超作为
队长举起队旗，标志着在珠海市团
委、金湾区团委的指导下，金鸿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追梦金鸿人青年突击
队正式成立。

位于金海岸生物工业区的金鸿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药品研
发、生产与销售一体的现代化制药企
业，生产范围涵盖原料药合成、中药
提取、粉针、片剂、软硬胶囊、颗粒剂、
干混悬剂等剂型。

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金鸿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青年职工所占比例
较高，做好青年的工作对企业的发展
至关重要。服务好青年职工，引领青
年跟党走、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是追梦
金鸿人青年突击队成立以来思考的
课题和持续努力的方向。

领头羊——这是金鸿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对追梦金鸿人青年突击队
的定位。在这支队员平均年龄为25
岁的青年突击队里，各队员均来自企
业研究所、生产车间等一线部门，不
仅涵盖面广，且在各自部门都是优秀
的突出分子，能够直接联系和组织各
部门青年职工。

面对企业重点攻关项目，青年突
击队迎难而上，主动破题。短短几个
月时间，青年突击队阶段性成果喜
人。

“突击队成立以来，队员们主要
围绕药品研发的创新发展进行突破，
在保证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协力联
系各部门职工完成产值目标及研发
项目，最终在突击队各队员以及其他
部门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公司获取了
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头孢地尼片注册

批准件，进一步优化了公司的产品
库，有望推动公司产值创造新的突
破。”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

据介绍，为了引导公司广大青
年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发挥青
年在企业运营中的应有作用，达到
突击队出成果、出人才、出精神的目
的，积极倡导“在学中干，在干中学”
的理念，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通
过研发技术攻关会、生产现场观摩
学习、线上线下交流培训等多种形
式构建学习平台，营造良好学习氛
围，充分发挥突击队的“领头羊”作
用，鼓舞公司广大青年职工夺取一
个又一个突击成果，为实现“成为国
际化品牌制药企业”的企业愿景不
断努力。

为了让每一位青年成长成才，胜
任岗位要求、促进岗位成才，青年突

击队成立初期，公司围绕队员培养开
展“部门人员培养及职业规划”的培
训交流会，以部门人员的培养及职业
规划作为开展青年工作的出发点，优
化部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以提
高履职能力为落脚点，不断提高新时
代青年职工的工作效率，做到突击队
工作与业务开展双融合，充分发挥青
年突击队队员的带头作用。

此后，公司为青年突击队组织开
展各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培训及
交流会，围绕突击队员所在职能部
门，针对性地进行专业技术和知识的
培训，让队员组织沙龙会，会中发现
的问题共同研讨解决方案，并投入到
实际进行试验，带动突击队员的积极
性。借此不断磨炼突击队员的实战
能力，并在质量、研发和生产工作方
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同时，为做好青年思想引领工

作，青年突击队还陆续开展了林伟民
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迹陈列馆参
观学习等活动，让队员们通过一件件
真实的革命文物、一个个革命文物背
后的故事，谈人生、聊理想、悟生活、
讲道德，把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之情化
作勇于担当作为的动力，潜移默化筑
牢思想之基。

“接下来，我们将认真总结上半
年在开展青年活动中的经验和做法，
积极组织青年职工学习企业内部先
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同时根据本团支
部的实际情况邀请企业内资深讲师
和领导，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及交流
会，特别是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加强引导解决，培养队员独立攻克难
点的能力，围绕日常工作中的核心内
容作为突破点全面开展工作。”金鸿
药业团支部书记、追梦金鸿人青年突
击队副队长黄学明说。

追梦金鸿人青年突击队：

以担当彰显青春本色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 通讯员黄锐报道：
8月12日至14日晚，市公安局金湾分局开
展了第二次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
动，同步深入进行“破小案+N”“秋收2号”专
项整治行动，力求快出战果、快出成效。

记者了解到，此次统一行动主要聚焦
重拳打击违法犯罪、提升巡逻宣防实效、路
面整治三方面。

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刑侦部门统筹
现有线索，以打开路，快速抓获盗骗嫌疑人
10名，拘传涉诈嫌疑人11名。

在提升巡逻宣防实效方面，金湾分局
持续开展“见警察、见警灯、见警车”行动，
加强娱乐场所、出租屋、“偏远黑”等区域的

全覆盖巡防，消除隐患、震慑犯罪。其间共
出动警力1286人，综治队员、保安员630
余人，警车135台，巡查检查各类场所700
余间，查处娱乐场所2间，找回登记失踪人
口1名，救助走失老人、小孩3人。同时，
积极开展防盗防抢防骗的公益宣传，不断
提高群众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在路面整治方面，金湾分局联合交警
部门，在红旗镇、三灶镇重要路段设立卡
点，严查非法携带管制刀具、酒驾醉驾毒驾
等违法犯罪行为，按“逢车必查、逢疑必检”
原则，把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行动共
设查控卡点6个，检查车辆867辆，检查人
员1617人。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近日，全市
集中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
劳务派遣机构“百日攻坚行动”。金湾区
高度重视、迅速行动，拉开金湾区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和劳务派遣机构全面清理整
顿工作序幕。

记者了解到，本次行动，金湾区采取了强
化方案落实、强化组织保障力、提升排查执行
力等措施。通过此次专项行动，金湾区将着
力清理整顿工作，严格市场准入，加强巡察监
管，建立台账资料，强化检查抽查，构建“取缔
淘汰一批、清理规范一批”机制，进一步全面
净化劳务用工市场环境，确保圆满完成“百日
攻坚行动”目标任务。

据统计，8月11日至12日，在短短两天
时间，金湾区共出动执法人员65人次，抽查检
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机构15家次，
现场发现问题7家、训诫提醒7家，主要涉及
用工管理台账不完整、规章制度不健全、招聘
信息不规范等情况。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8月15日，
红旗镇第二批专职文明督导员正式上岗。
这批文明督导员共有10名，按照区域分为
三板社区、小林社区、矿山社区、八一社区、
大林社区5个小组，在聘期内，他们将围绕
入户走访宣传、“门前三包”责任书签订、责
任牌悬挂、巡查督导等方面开展工作。

为使新任文明督导员能尽快熟悉工作
环境和工作内容，当天，红旗镇综合执法办
联合广安、藤山、双湖、三板、湖东、小林、矿
山、八一、大林9个社区工作人员和文明督
导员共同开展日常巡查及整治工作，共出动
工作人员76人，劝导商家242家，清理乱堆
放6处，拆除横幅3条，对非机动车乱停放

车主教育整改138宗，对非法占用停车位的
商户教育整改4宗，整治共享单车不入框停
放32宗。此外，新任文明督导员在湖东、小
林、矿山、八一、大林5个社区开展入户宣传
工作，逐一上门、热情细致地向商铺经营者
讲解“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的重要意义，得
到了广大经营者的配合和支持，共签订《红
旗镇门前三包责任告知书》175份。

成立专职文明督导员队伍是红旗镇开
展深化文明城市工作的创新载体。第一批
文明专职督导员在今年6月组建成立，在短
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对主城区1577
家商户进行了宣传和文明劝导,强化经营者
的“门前三包”责任意识。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8 月 15
日，平沙镇11个长者饭堂就餐点重新启
动。

长者饭堂重启首日，已报餐的长者早
早来到平沙镇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的长
者饭堂进行等候。中心在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地为长者做好信息登
记，提醒长者排队时遵守一米线，戴好口罩。

10时58分，配餐公司把餐食送到中
心。为了让长者更快吃上热乎乎的饭，社
工们分工合作，一边引导行动方便的长者
有秩序地排队取餐；另一边让行动不便的
长者在座位上等待，专人把餐食送到他们
手上。对于需要打包的长者，社工协助长
者做好打包工作，以防餐盒侧翻。

据介绍，平沙镇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中
心自4月起由恒爱社工投入运营后，不时有
长者前来询问长者饭堂就餐何时恢复。为
了回馈长者的殷切盼望，该中心多次与平沙
镇公共服务办沟通，规划长者饭堂工作。

该中心在平沙镇公共服务办的指导下，
前期联动平沙镇11个居家养老服务站开展
长者饭堂调研工作，并汇总成调研报告，
供平沙镇公共服务办作为长者饭堂招投标
参考。经过激烈的角逐，珠海联港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成功中标，提供为期一年的服务。

接下来，该中心将继续收集就餐长者
的意见和建议，并定期向平沙镇公共服务
办及配餐公司进行反馈，不断提升长者饭
堂的就餐质量。

金湾公安全力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
暨“破小案+N”集中夜查统一行动

金湾区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和劳务派遣机构“百日攻坚行动”

执法人员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
派遣机构进行检查。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红旗镇第二批文明督导员正式上岗

文明督导员在进行入户走访宣传、“门前三包”责任书签订工作。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平沙镇11个长者饭堂恢复供餐

长者们在长者饭堂就餐。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应急演练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展“部门人员培养及职业规划”的培训交流会。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