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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学在即，近日佛山市顺德

区公安局交警大队联合区教育局、校车

协会组织全区 200 余名校车驾驶员进

行了交通安全培训，并对全区 147 辆校

车进行了详细检查。

为确保学生出行安全，顺德交警部

门在 8 月初开始对校园周边交通安全

设施进行排查，对缺失的警告、限速、慢

行、让行、禁停等交通标志牌的路段进

行一一完善，并结合全市公安机关为期

60 日的重点交通违法整治统一行动，组

织警力对学校周边路段车辆乱停乱放、

超速行驶等影响师生出行安全的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集中整治。

顺德交警预测， 开学首日， 辖区

车流将在短时间急剧增大， 同时， 由

于学校周边道路资源有限， 接送学生

的车辆短时内高度集聚， 违法停车、

车辆抢道等现象增多， 道路会出现拥

堵现象。 根据往年开学的情况推测，

道路平均车速相比较开学前减慢约

30%。 交通繁忙路段主要集中在机关幼

儿园丹桂路、 德胜小学祥和路、 大良

实验小学南国东路、 容桂外国语学校

红旗路等道路。

交警提醒，进入“开学模式”后，早

高峰会比“假期交通”提前 30 到 40 分

钟， 车辆会集中在 7 时 30 分至 8 时 30

分之间。 有条件的市民可以比日常出行

提前半个小时，开车送孩子到学校要做

到即停即走。 同时需驾车经过学校附

近，遇到车行缓慢请耐心等待，依次排

队通行，切勿随意穿插，加塞加堵。 行车

时切记保持车距，慎防意外发生。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通讯员 何海萍

前日上午， 佛山市南海区副区长、

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局长夏化冰带队到

南海区南舜广场开展“消防安全巡查全

覆盖”专项行动。 本次巡查也是该专项

行动的第一站，接下来南海区各级领导

将会兵分七路，深入到各个镇街对大型

综合体、出租屋、厂企、重点单位、车站、

码头等消防安全隐患点进行巡查，打造

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以迎接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的到来。

当日早上，专项行动小组来到南舜

广场的消防控制室进行查看，并对工作

人员安排、值班、消防应急培训等情况

进行询问。 同时要求值班人员计时穿着

战斗服、空气呼吸器，确认是否达标。 记

者看到，两名值班人员拿起装备就迅速

往身上套，整个过程有条不紊，不到一

分钟即穿着完成。 南海区消防部门相关

负责人介绍，对于社会人员来说，能在

一分钟以内完成穿着就是合格的。

接着，专项小组到广场内的一家公

寓进行突击检查，细询问负责人住户的

登记程序并了解目前的入住情况，还到

公寓内的房间对消防通道、消防设备逐

一细看。 随后，专项小组还对餐饮店、电

动车充电站进行检查。 检查的总体情况

良好，安全防火方面基本达到要求。

南舜广场物业负责人冯荣忠表示：

“我们将会在 119 消防安全日前后进行

一次大型的消防综合演练。 同时继续完

善日常消防检查工作，如安装高空视频

监控，以及时发现警情。 ”

据悉，为深入推进“防风险保平安

迎大庆” 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

接下来南海区消防部门将会继续分区

域、分行业、分领域全面开展消防隐患

排查整治。 同时，对排查发现的隐患落

实整改，针对发现的火灾隐患，能立即

整改的要当天整改，不能当天完成整改

的要实施专人跟进， 并将建立台账，确

定风险源，针对隐患内容、整改措施、整

改时间，形成整治对策，做到“一风险点

一对策”，确保整治进度。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许月映

通讯员 肖鹏军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何宇扬

近日，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集体”揭牌仪式在禅城区行政服务

中心举办。 此前，中组部、中宣部在北京

对 192 名“人民满意的公务员”、98 个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进行了表彰，

禅城区行政服务中心系本届广东省四

个获奖集体之一、佛山市唯一一个受表

彰的单位。

目前，禅城区一门式服务已实现了

区、镇街和村居三级体系的全覆盖。 截

至 2019 年上半年， 累计业务量超 1070

万件，群众满意度达 99.95%以上，群众

获得感不断提升，也提升了中心城区的

营商环境和区位优势。

禅城区一门式改革从群众办事的

视角出发，重塑办事流程，以信息化技

术为手段，通过合门并窗，实现“最多跑

一次，办事“零跑腿”。 改革之后，办事群

众明显感受到“三少”：少跑腿，以镇街

为例，一窗通办 250 项事项，同比增长

220%；少费时，60%以上的办事量实现立

等可取；少带材料，178 份材料通过复用

实现免提交，151 份材料通过信息共享

实现免提交。 改革还创新运用区块链技

术建立 IMI 身份认证， 已推出 79 个自

然人服务事项办事“零跑腿”，实现材料

“零提交”、审批“不见面”、办事“零跑

腿”。

除了便民之外， 改革还针对企业

办事的系列痛点， 深化法人一门式服

务， 建立“统一系统、 统一受理、 同

步流转、 同步审批、 同步发证” 的工

作机制， 推出商事经营主题办

（ 证照

联办

）。 截至上半年， 禅城区已推出 70

个服务主题， 每个主题需提交材料精

简 30%以上， 平均办理时间缩短 55%以

上， 完成中央提出的“企业开办时间

再减少一半” 目标。

禅城区还探索推出自然人、法人全

生命周期服务等改革创新，实现全链条

主动服务，并通过数据反哺，实现服务

对象全生命周期信用信息实时更新和

积累。

禅城再捧“国字号”集体荣誉

区行政服务中心荣获“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

潭洲陶瓷双展

明年合并举办

2020 佛山潭洲陶瓷双展媒体

见面会日前举行， 会上透露，2020

年佛山

（ 潭洲）

国际陶瓷与卫浴展览

会以及佛山国际陶瓷装备与材料展

览会将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20 日

举办， 这也是两个展会首次合并举

办。

作为佛山首个以陶瓷产品和陶

瓷装备与材料为主题的大规模、国

际化专业展会，2020 佛山陶瓷双展

将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至 20 日，在

潭洲国际会展中心同期举办， 展会

全面启动潭洲国际会展中心一、二

期 10 个专业展馆， 展览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 目前，2020 佛山陶瓷双

展的招展和招商工作已全面启动。

主办方介绍，2020 年的办展思

路为专业立展、 精准服务、 拓宽渠

道，做全球买卖。 2020 年的潭洲双

展将继续发力传统渠道， 如经销商

渠道、设计师渠道、装修渠道、地产

渠道，努力把这些渠道做实，不断整

合更多的渠道和资源， 把原来传统

的渠道做实的基础上， 探索新型渠

道，定制家居渠道、装配式建筑等新

渠道。

佛山市工商业联合会

（ 总商会）

主席、 新明珠集团董事长叶德林表

示，潭洲陶瓷双展的合并举办，符合

行业发展需求， 是陶瓷行业办展的

一次全新尝试， 能够促进上下游的

产业融合， 能够加强中国陶瓷业界

与全球市场的沟通和对接。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虞莹莹

顺德外贸前7月

进出口总值超千亿

据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数

据，今年 1-7 月，佛山市顺德区外

贸进出口总值 1123.5 亿元，位居佛

山五区第一，比去年同期

（ 下同）

增

长 5.8%。 其中，出口 902.2 亿元，增

长 6.5%； 进口 221.3 亿元 ， 增长

2.8%。

数据显示，1-7 月，顺德区以一

般贸易方式进出口 647.5 亿元，增

长 7.4%，占同期顺德外贸进出口总

值的 57.6%。 从今年纵向数据来看，

一般贸易占比稳定保持在 6 成，值

得一提的是，今年 1-7 月，一般贸

易方式对顺德进出口总值增长的贡

献率高达 76%。 一般贸易进出口的

主要商品是机电产品、钢材、塑料等

制造业产品、原料。

据统计， 今年前 7 个月为顺德

602 家企业免除“查验没有问题企

业的移位、 吊装费用”112 万元，同

时，通过“暖企活动”等机制，开展"

海关进企业"等活动，为企业实实在

在解决难题。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通讯员 关顺

南海区开展“消防安全巡查全覆盖”专项行动

首站到南舜广场排查消防隐患

护航开学季

顺德公安开展校车专项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