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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电动车主，你的车牌使用

期限可能延长了。近日，佛山市

公安局发布通知，佛山市电动自

行车蓝色、黄色号牌使用期限延

长。其中，蓝色号牌使用期限由

2022年 1月31日延长至2022年

12月31日；黄色号牌使用期限由

2021年 1月31日延长至2022年

9月30日。

根据《佛山市公安局关于开展

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的通告》

（FSBG2019059)，佛 山 市 原 定

2020年2月1日启动电动自行车

注册登记工作，由于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相关工作推迟至2020年

3月份逐步启动，给电动自行车注

册登记工作进度带来了一定影

响。为充分保障广大群众利益，

进一步助力群众生产生活步入正

轨，市公安局决定延长佛山市电

动自行车过渡期号牌使用期限，

具体如下：

一、在用符合《电动自行车通

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旧

国标）或符合新国标但未取得

CCC认证的电动自行车，凭有效

材料注册登记核发过渡期号牌

（蓝色）和行驶证，在佛山市辖区

内通行（管制路段除外）截止日期

由2022年 1月31日延长至2022

年12月31日止。

二、在用既不符合新国标又不

符合旧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凭有

效材料注册登记核发过渡期号牌

（黄色）和行驶证，在佛山市辖区

内通行（管制路段除外）截止日期

由2021年 1月31日延长至2022

年9月30日止。

三、核发蓝色、黄色过渡期号

牌的电动自行车，在过渡期届满

后，号牌作废，禁止在佛山市辖区

内通行。已经印制并发放的电动

自行车过渡期号牌，不回收重新

印制过渡期截止日期。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 沈芝强

佛山两类电动车
号牌使用期限延长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

讯员/叶自丰 李健华）1月 28日，

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的首个春

运正式开启。为了维护西江流域

九江段水上安全与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稳定，九江派出所会同海事

处、渔政部门开展水上联合巡逻

防控工作，共同守护春运水上安

全。

当日下午，执法人员乘坐海

巡船艇和公安执法船巡查西江九

江海心沙、九江大桥等河段。期

间，执法人员对货船、渔船等进行

了检查，海事部门重点检查了船

员的值班情况、船舶配员情况等；

九江派出所则重点了解、摸排水

上治安情况，对船员身份信息和

驾驶资质、船舶污染物排放情况

及船舶配员、超载情况等进行登

记核查，并督促船舶经营者要加

强安全管理、强化安全意识，严格

按规定操作。巡查过程中，九江

派出所还启动警用无人机进行前

期侦查和取证。

“春运期间，我们将与海事、渔

政部门进一步加强协作，互相配

合，持续严打水域突出违法犯罪活

动，整治水域突出治安问题，进一

步提高辖内水域范围的见警率、管

事率，确保水域治安秩序持续稳

定。”九江派出所副所长彭旭东表

示。

接下来，九江派出所将加强与

海事、渔政等部门的沟通交流，开

展联合巡逻执勤执法，不断提升水

域防控的工作合力，为春运水上安

全保驾护航。

公安海事渔政联手
守护春运水上安全

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强

通讯员/陈俊奇摄影报道）“看到

这样的情景，全身都打冷颤了。”

近日，在南海区第九人民医院

（下称南海九院）住院的九江市

民潘先生，看着从自己身体里导

出的肝吸虫，心里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以后再也不吃鱼生，还要动

员身边朋友少吃或不吃鱼生。

每周吃三四顿鱼生
持续将近30年

2021年1月，今年57岁的

潘先生腹部疼痛不止，且一阵一

阵加剧，疼痛还传到了腰背部，

并伴有恶心、呕吐等症状。在家

人的陪同下，潘先生到南海九院

就诊。

“可能是肝胆疾病，出现了

胆道梗阻情况。”该医院普外科

主任商建平看到潘先生除了疼

痛外，全身皮肤和巩膜逐渐变

黄，第一时间就考虑是肝胆问

题，并安排其进行上腹部CT拍

照。经证实，潘先生胆囊多发性

结石、胆囊炎、肝内小胆管扩张

(远端为主)。“可能是合并急性梗

阻性吸虫性胆管炎。”根据CT

拍片结果，再综合潘先生说法，

商建平有了初步判断。

原来，潘先生素来爱吃鱼

生，每周都要吃三四顿，已经持

续近30年，像大头鱼、草鱼、黄

鱼等鱼生都是他的最爱，配上辣

椒、酱油、姜丝、蒜头等配料，一

口接一口，吃不腻。“一群朋友吃

鱼生才叫过瘾，大口吃鱼生，大

口喝酒。”潘先生说。

潘先生说，单位每年都会安

排到医院体检，他也知道自己有

胆囊结石，“有时候腹痛，就以为

是胆囊结石的缘故，没在意。”潘

先生说，直至腹痛不止，才到医

院就诊。

1月21日，潘先生因皮肤黄

疸加重，接受了急诊微创手术，

术中用胆道镜进行了胆道的探

查，看到梗阻的胆总管内堆积了

大量肝吸虫，而且多数是活虫。

为了术后更好地引流与驱虫，术

中在胆总管放置了一根T形管，

术后一周，商建平还让潘先生口

服吡喹酮，从1月28日开始连

续3天进行“排虫”治疗。

几天来，潘先生每天亲眼

看着肝吸虫不断从T管内被

导出。“一大袋子都是 1~2厘

米长的小虫子。”潘先生说，回

想起虫子被导出的情景时，全

身都打起了冷颤，“我还打电

话叫身边的朋友过来看看，让

他们也来检查下，以后也不要

再吃鱼生了。”

“潘先生此次梗阻主要是由

肝吸虫引起的，与他平时爱吃鱼

生有很大的关系。”商建平表示，

经过微创手术，潘先生恢复很

快，各项检查指标恢复良好。

如不及时治疗
容易引起肝胆疾病

鱼生又称生鱼片，古时称鱼

脍、脍或绘，因肉质鲜美，营养丰

富，特别是拌上酱料后更让人回

味无穷，深得岭南大众的喜爱。

作为鱼米之乡的九江，盛产鱼

获，人们爱吃鱼，其中鱼生是最

原始的做法，几乎有一大半九江

人都吃鱼生。

“每年我们都收治数百例因

肝吸虫导致的肝胆问题。”商建

平说，食用生鱼片很容易感染华

支睾吸虫病，华支睾成虫主要寄

生在胆囊、胆管，引起胆囊炎、胆

管炎、胆石症，甚至虫体大量繁

殖堵塞胆管，从而引起肝功能的

损害。

商建平说，随着吃鱼生次数

的增加，体内虫子数也将不断增

加，如不及时治疗，最终会引起一

系列病症，尤其是肝胆疾病，如肝

脏肿大、胆囊炎、肝胆结石、硬化

性胆管炎等，最可怕的就是引起

胆管癌，“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吃

鱼生，鱼类要煮熟后才食用。”

亲眼见大量肝吸虫从体内导出
“吃货”慌了：再也不吃鱼生了
医生提醒：食用生鱼片容易感染华支睾吸虫病，导致肝胆疾病，鱼类要煮熟后才食用

“安置帮教”对象积极融

入社会，为社会经济发展贡

献力量，其劳动权益也需得

到维护。近日，九江司法所

调处了一宗劳动纠纷案件，

成功为刑满释放人员李某追

讨回工资。

2020年6月，李某刑满

释放，释放后他积极适应社

会生活，行为表现良好。

2021年1月2日晚，九江司法

所安置帮教工作人员接到了

李某的电话，电话中李某非

常焦急，称自己在九江某厂

工作了一个月后提出离职，

厂方不同意其离职申请，要

求他必须做到春节前方能离

职，否则不予发放其工作一

个月的工资。

“我的父亲身体不好，

最近经常去医院治疗，自

己服刑多年，未尽到人子

之责已非常内疚，希望把

工资追回来给父亲看病，

希望司法所可以提供帮

助。”李某说。

急对象所急，想对象所

想，安置帮教工作人员马上

把情况转介到所调解工作

处，与调解的同事一同了解

双方的情况。经积极介入，

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厂方给

李某发回了一个月的工资。

“谢谢九江司法所，感谢

你们的帮忙。”李某收到工资

后，第一时间写了一封感谢

信，以表达对九江司法所的

感激之情。

九江司法所以联动排

查、无缝衔接、入户送暖、调处

纠纷等举措，切实做好春节

前安置帮教疫情防控和帮扶

送暖工作。2021年1月，该

所开展安置帮教入户电访

108人次，走访35人次，政策

咨询4人次，提供就业帮扶4

人次。九江司法所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努力做好宣传教

育工作，将风险隐患消灭在

萌芽状态，确保春节期间平

安祥和。

九江司法所切实做好春节前安置帮教群体疫情防控和帮扶送暖工作

入户探访讲解政策 温暖刑释人员心
春节即将来临，为切实做好安置帮教群体疫情防控工作，严

格把控“防输入、防扩散、防输出”的防疫线，九江司法所积极联动

村居，链接资源，切实做好春节前安置帮教群体疫情防控和帮扶

送暖工作，包括对安置帮教对象开展疫情防控排查，向有现实困

难的安置帮教对象送去温暖关怀等。

在疫情防控方面，九江司法所

以“防风险、堵漏洞”为出发点，通

过联动全镇27个村居，对九江在管

290名安置帮教对象开展疫情防控

排查，以走访、电访等多种方式，排

查安置帮教对象近期有无前往疫

情中高风险地区，并倡议他们就地

过年，提醒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切

忌麻痹大意。经排查，暂未发现有

安置帮教对象于近期曾前往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

对于将刑满释放人员，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九江司法所也做好

无缝对接工作。九江下西籍人员祝

某于2021年1月初刑满释放，此前，

该所通过监所信息系统提前获得服

刑人员的释放信息，第一时间与社区

和家属沟通接狱事宜，并提出协助方

案。“谢谢司法所的关怀，我们已确定

接送方式。”祝某的家属说，在释放当

日会带祝某到九江司法所进行释放

后报到，请部门帮忙做好后续工作。

“我现在很担心之后的生活问

题，毕竟已经和社会脱节了很长一段

时间，没有社保，没有工作，年纪又

大，去哪儿找企业接收我呢？”祝某向

司法所工作人员表达了心中的忧虑。

“没关系，我们帮你！”九江司

法所工作人员了解祝某的职业技

能掌握情况、工作经历后，向祝某

介绍了“个性化”再就业培训政策

和社会困难群体灵活就业社会保

险补贴政策。

“听完介绍后，我信心增强了

很多。我入狱之前有B牌驾照，因

为服刑没有及时年检换证，现在我

的驾照已经失效了。”祝某说，希望

可以重新考取货车驾照，并询问是

否能申请培训补贴。“没问题的，后

续的申请我们会提供指引。”九江

司法所工作人员说。

“通过及时对接释放对象，能

准确了解他们的具体情况、遇到的

困难和需求，能更精准地帮助他们顺

利回归社会。”九江司法所工作人员

说，春节期间，九江司法所将落实专

人值班制度，加强关注重点帮教对

象，做到情况掌握、及时上报。

2021年 1月 6日，九江

司法所所长卢振涛带领社区

矫正工作队伍，联同派驻民

警、社工、村居委工作人员到

困难刑满释放人员家中进行

探访，为他们送去温暖关怀。

刑满释放人员黎某今年

35岁，只有二级低视力，父亲

和妻子均在工厂打工，收入

不高；母亲患有尿毒症，需要

定期洗肾，医疗费用较高；还

有一未成年儿子需要抚养。

黎某出狱后因眼疾暂未找到

工作，家庭经济非常困难。

在黎某家中，卢振涛将粮油、

棉被等生活用品送到他的手

中，不善言辞的黎某感激之

情溢于言表，表示将遵纪守

法，踏实做人，不给社会增加

负担。

走访过程中，九江司法

所工作人员与困难刑满释

放人员及其家属进行交谈，

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生活

状况以及需求。看到张某

无固定工作，闲置在家，卢

振涛鼓励其积极就业，并让

工作人员登记其就业意愿

信息，进行后续跟进；罗某

尚在监狱服刑，留下行动不

便的独居高龄母亲，得知罗

某将在春节前刑满释放，司

法所工作人员向其母亲耐

心讲解司法所的“必接必

送”和安置帮教政策，让其

消除担忧；刑满释放人员陈

某因交通意外导致右脚严

重骨折，目前无法就业，且

需处理事故索偿事宜，卢振

涛鼓励其向司法所申请法

律援助，帮助其尽快取得赔

偿款。当日，走访队伍共为

9户困难家庭送上粮油、棉

被等生活用品。

困难刑满释放人员纷纷

表示，今后一定会自觉遵守

法律法规，并以积极乐观的

心态面对困难、克服困难，多

做对社会有益的事，用实际

行动回报党和政府的关怀及

社会的宽容。

“通过此次探访送暖活

动，能及时了解生活困难的

刑释对象的工作生活状况和

精神思想动态，抚心安志，让

他们过个好年。”卢振涛表示，

九江司法所始终将刑释人员

的问题放在心上，以安置帮

教作为“一所一品牌”的建设

主题，努力把对刑释解矫对

象的“安置、帮扶、教育、感化”

工作做细做实，从而促进社

会稳定安宁。

做好疫情防控排查工作

调处纠纷 助刑释对象讨回欠薪

■九江司法所相关人员探访困难刑满释放人员。

文/珠江时报记者 沈芝强 通讯员 黄碧珊 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入户送暖 探访困难刑满释放人员

■商剑平

向记者介

绍潘先生

的详细情

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