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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河湖长制考核结果出炉 南沙再获优秀

区无偿献血办举办活动

水清河畅 南沙治水有妙计
日前，广州公开全市 11 个
区 2021 年度全面推行河湖长
制工作考核结果，南沙再度获
评考核优秀。
亮眼成绩的背后，南沙治
水有何“妙计”？记者近日从区
水务局了解到，近年来，南沙以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为重要抓
手，各级河湖长靠前履职，各职
能部门通力合作，通过构建完
善基层治水责任体系、创新水
工程建设模式、科学提升治污
理念等措施，进一步完善“水治
理、水建设”工作，有效提升污
水治理能力，
改善辖区水质。

积极倡导献血行为
南沙新区报讯（记者谢子亮 通
讯员余旭纯）6 月 14 日是第 19 个“世
界献血者日”。6 月 14 日、15 日，南沙
区无偿献血办联合大岗镇人民政府，
通过大力宣传引导，积极倡导献血行
为，在大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办
献血活动。连续两天的活动共吸引
649 人参加，
献血总量为 154480 毫升。
参与本次献血活动的一位志愿
者表示，这是他第七次参加献血活
动。他认为，献血不但能够帮助有需
要的人，而且对自己的健康也有好
处，所以每逢有这样的活动，他都会
积极参加。
据介绍，区无偿献血办为保障献
血活动的顺利进行，提前对献血场地
进行严格清洁消毒，确保献血者能安
心献血。同时，为避免人群聚集，献
血活动分时段进行，保证了献血过程
的科学、有序、安全。

南沙街禁毒办开展宣传活动

南沙新区报记者舒霞
通讯员上官凯

筑牢禁毒安全防线
灵山岛内水系河流清澈，
灵山岛内水系河流清澈
，
污水处理机制完善。
污水处理机制完善
。 刘伟 摄

打造全覆盖基层治水考核机制
作为传统水乡，南沙区辖内河
网与自然水体密布。数据显示，全
区共有外江河道 14 条，小型水库 3
座，内河涌多达 325 条。面对复杂
的河网水系，南沙区紧盯“基层治
水”这一关键环节，全面构建基层
治水责任体系，切实提升基层治水
效能。
据了解，南沙区建立了全覆盖
基层治水考核机制。率先建立区对
镇街、镇街级河湖长，镇街对村居、
村居级河湖长全覆盖考核工作机
制，形成一整套基本完善的以考促
改、
以考促学、
以考促行的河湖治理

推进工作考核机制。同时，南沙区
建立了基层河长履职考评标准模
型，让河长履职做到有底、有数，并
以此标准模型严格把主动作为的干
部与形式履职的干部区分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数字治
理的时代潮流下，南沙区也通过编
制“数字化”履职报告强化基层河
长科学监管，在建立两级河湖长履
职考评标准化模型的基础上，运用
大数据处理技术，开发并进一步完
善南沙区河湖长履职考评信息系
统，定期编制全区两级河湖长“数
字化”
履职报告。

推进城乡生活污水治理攻坚
针对辖区内排水与污水处理
工程建设，南沙区灵活运用“拔牙
提升、浅埋收集”
“ 合流改造、分质
分效”等创新方式推进城乡生活污
水的难点和盲区治理。
何为“拔牙提升、浅埋收集”？
如在珠江街等河涌沿岸房屋密集
地区采用“入户接驳、就地建设、分
段提升、口袋公园”设计理念，充分
利用已有化粪池及居民自有空地
（或定点拆迁）的现状，进行绿化景
观处理，从根源上解决了污水收集
及村民的用地协调问题。
据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合流改造、分质分效”模式的核心
在于晴天监测为高浓度污水时可
提前进入污水管网入厂处理；监测
为中浓度污水时需进入一体化处
理设施处理达标排放，避免污水积
存；雨天监测为低浓度污水则就近
排入河涌，
有效控制溢流污染。
此外，南沙区还强化了水工程
项目智慧管控，设立工程调度指挥
中心并建立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
综合信息化平台，运用大数据和信
息化手段，从原始的管理方式转向
信息化管理方式，实现信息技术与
工程施工现场管理深度融合。

构建水陆联动碧道系统
据了解，南沙区结合城市生态水
网进行全面规划布局，构建碧水清
秀、水陆联动的碧道系统，形成“一环
二核四带”总体特色结构。全区共计
划建成碧道 319.2 千米，目前累计已
建成碧道 48.7 千米。
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南沙将
堤岸围城升级为水城融合，凫洲水道
碧道、灵山岛岛尖碧道均创新使用了
“多级景观消浪平台技术”，打破传统
堤岸围城、海堤防浪墙与浪硬对硬模
式，把单一城市防洪工程与城市道路
建设、城市景观建设、滨海旅游休闲
等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完美结合起来。

南沙多部门开展巡查抢险工作
区三防办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严格落实防御责任
南沙新区报讯（记者舒霞 通讯
员王灿辉）6 月 15 日 14 时至 19 时 30
分，南沙区出现强雷雨，大岗镇东隆
村站录得最大面雨量 80.8 毫米，万顷
沙镇录得最大面雨量 15.1 毫米，全区
平均面雨量 11.7 毫米，龙穴街集装箱
三期码头站录得最大阵风 9 级（22.4
米/秒）。
南沙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暴雨
防御工作，要求各相关单位和部门按
原布置的各项工作继续抓好落实；区
气象部门将相关天气情况信息及时
上传下达，区三防办根据水雨情况及
时发布应急信息；各镇街要重视地质
灾害处置问题，并根据水雨情况及时
启动对危破房人员撤离及转移工作；
水务部门做好水利设施的检查，确保
水利设施正常运行，确保穿堤结构施
工对洪水防御能力，并关注水浸点情
况，根据轻重缓急及时处置，特别是
上下班时段，
保障道路畅通。
记 者 了 解 到 ，6 月 15 日 8 时 45
分，区三防指挥部启动防汛Ⅳ级应急
响应；15 日 18 时 23 分，区气象台发布
全区暴雨黄色预警；15 日 18 时 25 分，

区三防指挥部启动防暴雨Ⅲ级应急
响应。
截至 6 月 15 日 20 时，全区未发生
人员伤亡、山体滑坡或危房倒塌等情
况，因本轮暴雨雨强较大，区三防办
共收到 3 宗积水点报告，分别位于龙
穴扬帆路转新龙大桥、黄阁安置区一
期旁麒村路、东涌庆沙路等地。
抵御暴雨期间，区水务、城管、公
安、住建、规自局等部门开展了巡查
布防工作，投入抢险车辆约 50 台，大
型排水车、抽水设备约 30 套，布防组
近 50 组、巡防组 30 余组等进行布防，
出动人员约 500 人；区人武、应急、公
安、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及三防救援
队伍预置近 800 名救援人员在岗备
勤。各镇（街）均按《广州市南沙区防
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要求，认
真开展防御工作，坚持领导带班，强
化应急值班值守，
严格落实责任。
据悉，未来几天天气仍不稳定，
区三防办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加密与气象局会商研判，积极与各成
员单位联动，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按
三防预案要求统筹落实好防御工作。

下横沥水道实施交通管制
南 沙 新 区 报 讯（记 者 谢 子
亮 通讯员陈国淦、陈凌豪）受上
游洪水的影响，南沙区下横沥水
道流速激增，记者日前从南沙区
海事处获悉 ，自 2022 年 6 月 15
日 16 时起，对该水道实施临时
交通管制。
管制措施方面，退潮（以南
沙水牛头潮汐观测点为准）时段

禁止受限船舶上行，其他上行船
舶应避免主机超负荷运转，并备
妥双锚，主动宽让下行船舶；下
行船舶应谨慎驾驶，控制航速，
保持舵效，
安全通过桥梁。
南沙区海事处建议，受限船
舶泊区为南沙天后宫对开水域、
蕉门水道大涌对开水域，在蕉门
水道大涌对开水域锚泊时应注

意靠水道北边抛锚、与他船并靠
总数不得超过 3 艘、每船均应抛
首尾锚，锚泊时应保持正规值
班。受限船舶包括主机故障船
舶、锚设备故障船舶、静水航速
不足 8 节或者退潮时上行至明
珠湾大桥航速不足 4 节的船
舶。该交通管制具体终止时间，
以官方最新通报为准。

做好保障兜牢防汛服务底线
南 沙 新 区 报 讯（记 者 谢 子
亮 通讯员温裕江）记者日前从
南沙区民政局获悉，为积极应对
暴雨天气，汛期以来，区民政局
对辖区内街面流浪乞讨（露宿）
人员进行全面巡查，共出动工作
人员 3635 人次，
护送救助对象 22
人次。此外，区民政局还持续 24

小时畅通全区 25 条广州社工
“红
棉守护”热线，为有需要居民提
供心理疏导、
紧急援助等服务。
据介绍，区民政局已成立汛
期安全生产工作组，并制定应急
行动工作方案，紧盯重点场所、
重点部位、重点人群、重点时段，
提前研判，迅速组织各镇街民政

部门及民政服务机构开展防汛
防涝防风安全隐患大排查，坚决
守住安全底线。协调镇街统筹
辖内社工站、颐康中心等场所作
为临时庇护场所进行适时开放，
从而为有需要的困难群众提供
临时庇护
相关新闻
服务。

灵山岛新建建筑成绿色建筑标杆
推行绿色建筑，建立健全绿色建筑
全寿命周期监管体制机制提供法治
保障。全省地市因地制宜推行具有
地方特色的技术标准。同时，广东
加强建筑节能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研
究，因地制宜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近
零能耗建筑，推进可再生能源建筑
应用。
“十三五”期间，全省建筑领域
节能水平稳步提高。城镇新建节能
建筑面积 9.5 亿平方米，完成既有建
筑节能改造面积超 2500 万平方米，

绿色建筑总面积超 5 亿平方米，
2021
年城镇新增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建
筑面积比例达到 73%。
在广州、深圳、佛山、珠海等地，
已建成高星级绿色建筑发展聚集
区，深圳证券交易所营运中心、广州
发展中心大厦等成为广东省绿色建
筑发展的“标兵”。其中，南沙灵山
岛新建建筑获得国家首个最高等级
三星级绿色生态城区规划设计标
识，是全省绿色建筑实现突破性发
展的重要体现。目前，广东各级住

快速解决楼层漏水问题

“12345”解民忧
南沙新区报讯（记者武姣姣 通
讯员梁智鹏）
“防水做好了，终于不用
担心屋顶漏水了！”于女士高兴地告
诉记者。前不久，家住海景苑小区的
于女士家屋顶漏水，导致房屋墙壁渗
水，严重影响生活。于女士拨打了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求助，希
望职能部门介入，督促施工方尽快解
决房屋漏水问题。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
人员接到电话后立即响应，第一时间
联系“微改造”项目监理、施工单位和
社区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检查情况。
核实情况后，与于女士现场对接，制
定相应的修复方案，针对墙面渗水的
地方进行点对点修补，并对房屋天面
漏水位置进行全面起底翻新处理。
如今，在各方齐心协力的帮助下，于
女士家屋顶漏水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南沙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充分发挥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指挥棒”
的作用，为民办实事、解难题，努力为
居民营造和谐、
舒心的生活环境。

男子骑电动摩托车不慎摔倒

巴士司机及时相救

“绿色低碳·节能先行”
广东建筑领域节能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南沙启动

南沙新区报讯（记者谢子亮 通
讯员岳建轩）6 月 17 日，2022 年全省
建筑领域节能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南
沙举行。本次节能宣传月以“绿色
低碳·节能先行”为主题，重点展示
分享建筑节能、绿色建筑、绿色生态
城区等工作实施中的节能技术，以
及建筑节能减排中的典型案例，并
现场共同探讨建筑节能创新话题和
前沿理念。
去年 1 月 1 日，
《广东省绿色建
筑条例》正式出台施行，为广东全面

南沙新区报讯（记者武姣姣 通
讯员梁智鹏）为进一步加强广大青少
年对禁毒的认识，增强未成年人自我
保护意识，预防青少年犯罪，6 月 16
日，南沙街禁毒办联合南沙区禁毒办
在广州市北达技工学校开展“6.26”国
际禁毒日禁毒宣传活动。南沙区禁毒
办有关领导，南沙街道党工委主要领
导、
禁毒办相关负责人，
广州市北达技
工学校 1200 余名师生参与活动。
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观看禁
毒展板、以案说法等形式，并结合真
实案例向广大师生讲解了毒品的定
义、种类特征及危害等，让全体师生
对禁毒知识有了更深的了解。活动
现场还摆放着仿真毒品模型，让学生
直观了解常见的毒品，特别是新型毒
品，从而教育学生抵制不良诱惑、提
高预防违法犯罪意识，自觉将禁毒知
识向亲朋好友传播，并通过学生带动
家庭，
进而带动整个社会。

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已按《绿色
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等有关要
求，
全面开展绿色建筑创建行动。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的《广
东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
“十四
五”规划》提出“十四五”总目标：到
2025 年，建筑能源利用效率稳步提
升，
建筑能耗和碳排放增长趋势得到
有效控制，
绿色建筑全面建设。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
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的关键阶段。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
将进一步提升建筑节能降碳水平，
开展岭南特色超低能耗、近零能耗
建筑技术路线和指标体系研究，并
健全完善绿色建筑设计、建设、交付
全过程监管配套制度。同时，推动
装配式建筑提质扩面和绿色建材应
用，支持以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为
核心、相关产业集聚发展的建筑工
业化智能科技园建设，做大做强装
配式建筑全产业集群。

南沙新区报讯（记者谢子亮 通
讯员梁少文）6 月 14 日晚上，一名男
子骑着电动摩托车在亭角村附近道
路不慎滑倒，幸遇途经此处的广州巴
士集团南沙巴士公司南沙 12 路公交
车长曾海军被及时救起。
车载监控视频显示，当天 20 时
11 分，曾海军执行珠电往新兴村营运
任务，当车辆行驶至亭角村站转弯位
时，发现前方有一个穿着雨衣的男子
摔倒在路中间，身体被电动摩托车压
着，动弹不得。曾海军在征得乘客同
意后，立即靠边安全停车，拉手刹，打
开双闪灯，冒雨跑下车扶起电动摩托
车车主。当时路段光线较昏暗，如电
动摩托车车主未能及时爬起来，很容
易发生二次交通事故。
曾海军在确认电动摩托车车主
没有大碍后，才回到车上继续执行营
运任务。车上乘客对曾海军此举表
示赞许，曾海军则平淡地说：
“看见这
种情况，
能帮就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