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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 社区视窗

近日，九江镇数字城管指挥

中心接到市民反映，沙头水南迎

安大街115号首层便利店店铺

对出，有商家在店铺门前的公共

停车位设置地锁，霸占停车位，

侵占了公共停车资源

九江城管局收到反映后，执

法人员马上赶赴现场处理，执法

人员先对私设地锁进行实地了

解情况，商铺负责人表示，新店

即将开业，担心停车影响商铺生

意，故使用地锁阻止车辆停放。

执法人员对商家进行了耐心的

说服教育，同时，执法人员现场

拍照取证，并下达《责令整改通

知书》，要求商铺负责人拆除私

设的地锁，恢复该路段正常通

行。商家表示理解，立即对地锁

进行拆除。

九江城管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在公共路段设置地锁都

属于违规行为。”违规私设地

锁不仅占用了城市公共空间，

使原本就数量有限的停车位

愈发紧张，同时也存在安全隐

患，很容易伤及行人和车辆。

加强治理是必须的，但更多的

还需要群众能自觉遵守，共同

来营造整洁、舒心的居住出行

环境。

■案情回顾
2018年4月，南海某皮革制

品厂对其员工宣布，公司将于

2018年6月关闭。杨某是该公司

的员工，于1999年入职该公司工

作，但厂方在2012年7月起，才开

始为杨某购买社会保险，故杨某要

求厂方在关闭前，为其补缴之前的

社会保险。但由于时间久远，杨某

入职时的《劳动合同》已经找不到

了。地税部门称，无法确认杨某与

皮革厂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无法

办理社会保险补缴的手续，杨某便

向镇总工会申请法律援助。那么，

工会法律援助能够帮助杨某解决

问题吗？

■部门说法
本案中，工会承办律师接受指

派后，向南海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确

认从1999年6月1日至2018年4

月27日杨某与皮革厂存在劳动关

系，并在提出仲裁申请时，一并提

交了杨某的《佛山市社会保险参保

缴费证明》、工资条、银行流水等证

据材料。最终仲裁委经裁决确认

杨某于1999年6月至2018年4月

27日期间与某皮革制品厂存在劳

动关系，并要求厂方为杨某补缴

1999年6月至2012年6月间的社

会保险。

南海区总工会提醒各位职工，

工会是职工之家，是职工避风的港

湾。当职工受到工伤或者劳动权

益受到侵犯时，可以向工会部门寻

求法律援助。

■相关链接
5 月 4 日~5 月 31 日，逢周六

日，南海区司法局、南海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南海区总工会

联合举办“和谐劳动你我他 同心

携力克时艰”主题微信学法大赛，

参与游戏答题有机会获得价值

500元实物大奖、微信红包等丰厚

奖品，本次学法大赛实物大奖由华

南公证处提供赞助，详情可关注

“南海普法”“人社与你”“南海职工

家”和“华南公证”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见习记者 梁

艳珊

南海普法 人社与你

南海职工家 华南公证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沈

芝强）“标叔，今年什么时候开始

征兵了？”九江镇石江社区党委

委员、社区民兵营营长何佳标走

在乡村小道上，经常被人这样问

起，这得益于石江社区浓厚的参

军氛围，人人渴望当兵。据不完

全统计，石江社区每50个人当

中就有一个当过兵。

日前，2020年度南海区武

装工作暨党管武装述职会议召

开，南海共有13个单位和个人

获得2019年度省军区、军分区

表彰。九江镇石江社区民兵营

被评为南海区“标兵民兵营”，同

时亦是佛山军分区2019年唯一

一个“先进民兵营”。

走进石江社区，鸟语花香，

绿树成荫，四面环水，仿佛置身

于世外桃源。在该社区民兵营

办公室，挂满了标兵民兵营、先

进民兵营（连）等牌匾。据不完

全统计，该社区户籍人口5400

多人，现有在册退伍军人有

146，每5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当

过兵。

为什么社区人人向往参军

呢？“主要是环境好，村民身体素

质自然好了。”何佳标表示，在这

个前提下，社区还积极营造浓厚

的参军氛围。“平时社区都会加

强宣传工作，向大家介绍参军的

好处，以及当兵回来后成功的案

例，更能激发适龄青年入伍的积

极性。”

“退伍的青年回来后，通常

都是思想端正，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特别到了企业，可以担任一

些重要岗位。例如，我们有一位

在治安队工作过的青年，当兵退

伍后，现在到消防队担任队长。”

何佳标说，他每次开展征兵工作

或者日常巡逻，都用真实案例向

村民传达参军的好处。

据悉，石江社区一直注重民

兵营建设工作，多年来都能够高

标准完成镇人武部安排的武装

工作。2019年度适龄青年共

205人，最后上站青年24人，合

格7人，入伍4人。

疫情影响今年征兵工作，这

急坏了不少想参军的村民。今

年22岁的小光，今年是他第4年

准备参军，前几年由于各方面原

因无法选上，今年他完成了大专

学历，准备再报名参军。“家人都

没人参军，但同村人好多都参军

了，就想让家里也出个军人。”小

光表示，这也是他每次见到何佳

标就问征兵时间的原因。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沈

芝强通讯员/叶英才摄影报道）

5月8日，九江城管局牵头组织

各运营商、乡村振兴办到敦根社

区举行“三线整治”行动工作

会。接下来，城管部门将重点跟

进“三线整治”工作，督促施工单

位做出敦根样板，为全镇推广

“三线整治”行动复制可推广经

验。该行动在5月18日启动，

计划在6月中旬完成整治。

近年来，由于供电线、通信

线、广播电视线（即“三线”）乱拉

乱挂，造成线路杂乱无章、跨越

缠绕、强弱电不分等现象，严重

影响九江市容市貌，同时也存在

管线消防安全隐患。而敦根社

区作为九江镇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试点，更应以身作则，在“三线

整治”方面作出示范作用。

来到敦根社区，记者看到

“三线”如蜘蛛网般交织在墙角

处，线路“兵分多路”过马路，还有

不少线头悬挂高空。当日工作会

中，九江城管局局长林兆江向与

会人员介绍“三线整治”行动工作

计划，结合实例讲解整治要点。

林兆江介绍，“三线整治”的主要

内容是线路规整，通过优化线路

结构改造，采取外墙敷设、钢绞

线、线杆等方式进行有序规整，符

合安全要求及横平竖直美观要

求，同步清理废弃的线路、线杆以

及各种安放在墙体、线杆、线路上

的负载物。“各运营商要认清各自

线路，一旦施工就得全力配合做

好线路规正工作。”

“针对可能会出现暂时断网、

断电情况，各运营商要提前告知

村民，减少对村民的影响。”林兆

江提醒，各运营商要建管并重，切

实解决“三线”违章乱拉、乱挂等

现象和安全隐患问题，改善市民

安全用电的情况，保证电力、通

信、广播电视网络的正常运行。

林兆江表示，接下来，城管

部门将重点跟进“三线整治”工

作，督促施工单位做出敦根样

板，为全镇推广“三线整治”行动

复制可推广经验，进一步改善人

居环境，助力文明创建，建设美

丽乡村。

城市管理事关市容市貌的优劣，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是九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点工作。即

日起，九江城管局开设“曝光台”专栏，对车辆乱停乱放、噪音污染、占道经营、违法经营等行为进行

曝光，一方面督促当事人及时纠错整改，另一方面引导广大市民、商家共同维护城市环境，共筑和

谐安宁的美丽九江。

近日，九江城管根据市民投诉，先后处置私占公共停车位、红火蚁窝隐患等案件。城管提醒

广大市民，美好的城市环境需要共同维护，希望企业守法经营，同时呼吁市民，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及时向城管举报。

职工权益受损害
可向工会寻援助

每50人就有一个当过兵
石江社区民兵营受佛山军分区表彰

清理“蜘蛛网”乡村更美丽
“三线整治”行动计划在6月中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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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九江镇数字城管指

挥中心接到市民反映，新龙英

雅幼儿园旁的花坛木棉树边

发现有大量红火蚁窝，该处位

于幼儿园附近，小孩出入容易

发生意外，存在安全隐患。

九江镇数字城管指挥中

心获悉后，及时向九江镇城

乡统筹局（农办）反映，该部

门立即处理，红火蚁防控扑

杀服务公司人员联同新龙村

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对红火

蚁扑杀工作，并仔细排查周

边地方情况，对相关情况进

行及时处理，消除了安全隐

患。

经了解，进入夏季，红火

蚁繁殖季节，红火蚁不仅对人

有攻击性和重复蜇刺的能力，

它还影响入侵地人类的健康

和生活质量、损坏公共设施电

子仪器。九江镇数字城管指

挥中心负责人表示，市民如发

现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九江数

字 城 管 指 挥 中 心 电 话

81860239进行反映。

花坛现红火蚁窝 城管快速处置违规私设地锁 一律拆除！

文/珠江时报见习记者 沈芝强 通讯员 张展华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沈芝

强 通讯员/梅健青）明知道运输渣

土车辆应当采取密闭措施，却抱着

侥幸心理，到处“撒野”。近日，九

江城管局抓获4辆渣土运输车，每

辆被依法处以10000元罚款的行

政处罚。

“渣土运输车遗撒，路面到处

都是泥巴，不但影响市容，而且还

存在道路安全隐患。”当日上午，有

市民举报称，九江大道上西段某工

地运输渣土车辆带泥上路野蛮作

业。希望部门过来处理，及时消除

安全隐患。

九江管理局收到反映后，执法

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置，执法人员

现场看到有4辆渣土运输车均车

身不洁，周边有渣土遗撒痕迹。这

些遗撒的渣土不但污染了城市环

境，而且给环卫工人增加了工作

量。执法人员马上对这4辆渣土运

输车进行了拦截，开具《询问调查通

知书》等相关文书，并对4辆渣土运

输车进行暂扣处理，要求相关当事

人前往九江城市管理局接受进一步

调查。

经查实，4辆渣土运输车均由

龙高路跨线桥工地运往九江大道

上西段工地，由于龙高路跨线桥工

地处没有车辆清洗的设备，且车辆

未采取全封闭运输，造成运载的渣

土撒漏，故造成车身不洁与道路污

染情况。根据《佛山市扬尘污染防

治条例》相关规定，责令其改正，每

辆处以罚款10000元。

九江城管局九江中队执法人

员提醒，管理单位要加强渣土车

辆文明运输，保持运输车辆车

轮、车身整洁，严禁带泥行驶，提

高企业形象。确保渣土运输的

良好秩序，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贡献力量。

渣土车“撒野”
城管依法查处

■渣土运输车车身不洁带泥行驶，被依法扣留。 通讯员供图

■敦根社区“三线”如蜘蛛网般交织在墙角处。

■石江社区为参军青年举行欢送仪式。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