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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何泽昭 陈惠玲）近日，南

海区禁毒办联同丹灶派出所民

警、丹灶启明星驿站社工来到广

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为

300多名学生开展反诈禁毒及

“净网2021”宣讲活动，进一步

深化禁毒、反诈骗预防教育宣

传，切实加强在校学生安全防范

意识和禁毒意识。

现场，丹灶派出所民警何顺

英通过PPT形式，向学生们讲述

了近期发生在校内的几个典型

电信网络诈骗案例。“目前校园

内学生通过网络游戏账号买卖

被诈骗的警情高发，诈骗分子通

过在正规的网站兜售游戏账户

或者装备，当事主想购买时，就

会以到其他平台交易价格比正

规平台低，要求事主转移到一些

不明网站进行交易和汇款。”何

顺英说，当事主发现自己购买的

装备、账户无法使用时，那些网

站往往已经过期无效，造成事主

财物损失。民警提醒学生们，网

购时需到正规的平台，切勿因贪

小便宜到一些非法网购平台，避

免造成金钱损失。

何顺英还详细介绍了“刷单

兼职”“冒充客服”“网络贷款”

“网络投资”四大类诈骗案的方

法套路，剖析电诈的危害性，并

给同学们派发防诈骗、网络安全

培训宣传单张，进一步普及网络

安全知识，提高个人网络安全防

范能力。

启明星社工也通过派发禁

毒宣传小册子、展示毒品实物模

型、剖析吸毒人员案例以及讲述

康复人员的心声，向同学们介绍

吸食毒品对社会、个人的危害性

与不可控性；还针对青少年自身

情况，着重讲解目前一些隐蔽性

吸食方式，点破网络社交软件可

能出现的“毒友群”，提醒学生注

意网络安全、慎重交友。

通过此次活动，民警和社工

向在校学生派出300余份反诈

禁毒宣传单张，让同学们更深入

了解毒品对社会的危害，也让同

学们提升了对诈骗手法的认识，

提高他们的自我防护能力。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杨婷玉 胡填昌 摄影报

道）“各位司机注意，叉车需安全

监测，严禁上路。”4月2日，丹

灶市场监督管理所联合镇应急

办、交警中队、农办、村（居）等

单位，开展叉车和拖拉机违规

上路行驶联合执法行动。行

动将在 4月持续开展，切实消

除叉车、拖拉机违规上路行驶

的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

当天上午，丹灶市场监督管

理所所长黄奕创带领相关部门

工作人员，在荷村江滨铁料城入

口设卡检查。检查过程中，黄奕

创将叉车安全宣传册递到司机

手中，劝导其详细阅读，提高安

全意识。

随后，丹灶市场监督管理所

工作人员要求叉车司机登记个

人信息和叉车型号，“麻烦您登

记一下，并扫码进入微信工作

群。”届时，相关部门将通过微

信工作群和电话联系叉车司机

到达指定地点，接受质检单位

对车辆的检验，并安排叉车司

机接受考试，符合要求后方可驾

驶叉车。

据介绍，叉车司机需获得相

应资格方可从事叉车作业，所驾

驶的叉车也需登记、检验及上

牌。对于作业叉车上牌管理分

为“三区”内（工厂厂区、旅游景

区、游乐场所）上牌和“三区”外

（含车站、码头、仓储、专业市

场、大型超市、物流园区、建筑

工地、市政施工工地等）上牌两

种类型。“三区”内的叉车符合

法定登记条件的，由使用单位

提出申请，由区市场监管局依

法予以登记，发放符合《特种设

备使用管理规则》规定号牌，使

用单位需按规定悬挂。“三区”

外的叉车符合检验合格、驾驶

人持证等条件后，由丹灶市场

监督管理所登记备案并制作

号牌，使用单位需按规定悬

挂。丹灶市场监督管理所相关

工作人员提醒，无论“三区”内

还是“三区”外的叉车均不得在

道路上行驶。

4月份起，相关部门将对镇

内部分区域持续开展叉车上路

专项整治行动，发现违法违规

现象及时劝导，并定期组织叉

车使用单位负责人、安全管理

人员和操作人员定期进行集中

教育培训，发放安全教育资料，

切实将叉车安全监管工作落到

实处，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和企业的生产安全。

与此同时，丹灶镇农业农

村办公室工作人员对拖拉机进

行检查，发现拖拉机没有悬挂

车牌、驾驶员没有拖拉机和联合

收割机驾驶证和拖拉机行驶证

的进行登记，并劝导其及时完善

相关资料和手续后，方可在限定

区域内行驶。

■案情回顾
廖某，男，汉族，1991

年3月生，中专毕业。2014

年 11月，境外间谍情报机

关嫌疑人“JANNY”通过求

职QQ群与廖某某搭讪并

加为“好友”，称可以介绍工

作，主要是拍摄某军港停

泊的军舰舷号，并表示无

需办理入职手续，只需网

上联系。廖某某按对方指

令到某军港附近拍摄并报

送了相关照片，获利 1000

元。2014年 11月 7日，廖

某在观看了广东卫视播出

的专题片《警惕间谍》及媒

体的相关报道后，认识到自

己的行为已触犯法律，主动

拨打国家安全机关报警电

话自首。

■部门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

定：“为境外的机构、组织、

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

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

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本案中，廖某因积极配

合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有立

功表现，国家安全机关依法

对廖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

根据我国《反间谍法》第二

十八条规定，免予追究其刑

事责任。

■相关链接
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

家安全观，努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4

月10日~4月11日，南海区

委办和南海区普法办将联

合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主题微信学法大赛活

动，参与游戏答题有机会

获得微信红包等丰厚奖

品，详情可关注“南海普

法”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 原诗杰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王智婷 摄影报道）表彰

先进，树立典型。3月31日，东

联社区举办“点赞正能量，传递

新风尚”精神文明建设主题表

彰大会。

活动现场，参会人员观看

先进个人事迹图片展和视频，

回顾为社区发展贡献力量的个

人集体和抗疫场景，重温乡村

振兴、“三三整治”工作等推进

过程。

疫情期间，东联社区涌现

一批表现突出、先进有为的党

员、妇女群众志愿者和企业，他

们积极支持社区开展工作，配

合推进各项疫情防控服务，有

力支援了社区的疫情防控工

作。现场，防疫先进党员、妇女

群众志愿者和企业获表彰。

活动现场摆放了12个东联

社区“美德家庭”的展板，展示了

每户家庭的好家风故事。据悉，

东联社区妇联在社区内倡导“美

德家庭”文化氛围，根据“爱、和、

勤、俭、善”五个核心关键词，分

别在12个经济社中评选出“美

德家庭”，以鼓励每个家庭树立

优良家风，认真践行家庭美德，

传扬真善美的家庭风尚。

东联社区党委书记陈兆辉

强调，每个家庭要以“美德家

庭”榜样为力量，推进家庭文明

建设常态化，以家风建设促乡

风文明，进一步凝聚党群力量

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

开创新局面。

近年来，东联社区在乡村

振兴工作的推进过程中，不断

提升社区内的环境卫生，让人

居环境得到明显提升。这显著

的成绩背后，离不开东联社区

巾帼志愿者的贡献与付出。

丹灶镇财政办公室主任、

妇联副主席颜健宁对东联社区

的妇女在参与社区治理，社会

建设贡献的力量给予极大肯

定，并鼓励妇女群众继续凝心

聚力投入社区服务工作，发挥

女性积极正能量。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

琛 通讯员/苏珀影）近日，丹

灶镇融爱有为儿童空间内，

“豆丁智囊团”展开热烈讨

论。围绕人员管理“奖励办

法”话题，一群小朋友共同

讨论，出谋划策，吸纳更多

儿童并带动其家庭参与社

区服务。

“我最深刻的是美化乡

村的墙绘活动，每晚打球我

都会看见它，我很自豪！”小

朋友看着活动现场摆放的

照片，回忆起去年开展活动

时的一幕幕场景。在项目

社工的带领下，小朋友们重

温了入队誓词，铿锵有力的

宣誓声，激发了孩子们的归

属感和服务热情。“我要发

扬小主人翁精神，继续为我

们生活的社区发展出谋划

策，让社区变得更加美好！”

随后，各位小朋友作为

“豆丁观察员”共同谈论人

员的管理制度，分别从“吸

引人、管好人、成就人”三

大管理内容陆续开展讨

论。“豆丁观察员”们共同

讨 论 决 定 建 立“ 积 分 制

度”，根据不同指标设定不

同积分类型，针对活动中

“积极举手发言”“亲子共

同参与”“分组游戏胜利”的

小组成员，依据表现或者名

次响应加分，以鼓励孩子们

积极参与活动。

“迟到、缺席就应该扣

分。”、“我认为不应该扣

分。”在话题讨论过程中，

“豆丁观察员”根据规定时

间内迟到缺席情况是否纳

入积分一题，各抒己见，并

在讨论过程中分析利弊。

为让表彰奖励发挥最

佳激励作用，社工紧抓“物

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

合的原则，以每年2月为周

期界限，参与活动的成员/

家庭可根据年度积分兑换

物资纪念品和根据名次获

取名誉奖项。“豆丁观察员”

们对此做法均表示认可。

本次活动旨在让“豆丁

观察员”发挥儿童话语权

和表决权，同时锻炼沟通、

表达和思考能力。过去一

年里，丹灶镇融爱有为儿

童空间带领“豆丁观察员”

儿童志愿服务队开展活动

37 场次，服务近 1600 人

次，有效助力社区乡村振

兴工作。在今年的活动规

划中，将持续开拓志愿服

务项目，动员孩子参与到

社区服务当中，为社区发

展出谋划策。

禁毒反诈进校园
警校共筑“防护墙”

丹灶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落实叉车和拖拉机安全监管

叉车严禁上路行驶

点赞正能量 传递新风尚
东联社区表彰先进党员、巾帼志愿者和企业

丹灶镇融爱有为儿童空间开展人员管理讨论会

社区治理齐参与
“小豆丁”献妙计

国安篇——

非法提供国家秘密
情节严重或判无期

南
海
普
法

■丹灶派出所民警向大学生派发宣传单张。 （通讯员供图）

■交警引导拖拉机司机靠边停车检查。

■东联社区美德家庭获表彰。

■“豆丁智囊团”在进行讨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