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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

沈芝强 通讯员/关志荣

摄影报道）近日，九江镇

应急办、市监所、生态监

管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

岁末年初烟花爆竹“打

非”行动，全面清查农贸

集市、闲置仓库等场地。

当日上午，执法组全

面对镇内各农贸集市、闲

置仓库、花果农场，以及

一些售卖香烛的店铺进

行了清查。每到一处，工

作人员都会仔细查看仓

库、夹层，并检查店内是

否存有暗格用于存放违

规物品。此外，工作人员

还对店铺进行登记，督促

店主要提高安全意识，切

勿违规销售烟花爆竹。

据了解，按照有关法

律规定，如在没有证照的

情况下储存或者经营烟花

爆竹达到一定数量，一经

查处证实，将可能面临刑

事拘留和相应处罚。

九江镇安委会相关负

责人提醒广大经营户必须

守法经营，切勿以身示法。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讯员/叶自丰摄影报道）“警察

叔叔，你们平时是不是都像电视

上那样威风呀？”“你们面对坏人

时会害怕吗？”日前，在九江派出

所的院子里，一群“小记者”正你

一言我一语地向民警提问。

原来，为展示公安良好形

象，和谐警民关系，九江派出所

组织镇内各小学的近20名学生

走进警营看“警”色。大家跟随

警察叔叔的步伐，在一片欢声笑

语中，带着好奇开启了警营“零

距离”接触之旅。

在民警的带领下，“小记者”

们首先来到指挥调度室。调度

室里巨大的监控屏幕让“小记

者”们不约而同地瞪大了眼睛，

当视频画面不时切换到熟悉的

学校、小区时，大家都感到十分

新奇。随后，民警陈景麟向“小

记者”们讲解了110平台接处警

流程，教导孩子们遇到危急情况

时应怎样处理，如何快速准确地

向110求助等知识。

“这是64式手枪、92式手

枪、79式微型冲锋枪……”活动

现场还展示了各式警用枪支以

及无人机、警棍、手铐、防弹衣、

防暴盾牌等各种警用装备，酷炫

的装备让“小记者”们惊叹连

连。其中，一支枪身炭黑色的

“大块头”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这是无人机反制设备，俗称无

人机反制枪。”民警姚达业告诉

大家，这把“枪”能发射多波段大

功率电磁波，作用距离大于

1500米，可有效压制无人机的

遥控信号，在短时间内迫使无人

机迫降或者返航。“这把‘枪’竟

然可以把无人机‘打’下来，太酷

了！”来自儒林一小的“小记者”

饶敏睿忍不住感叹道。

民警还向“小记者”们展示

了各种仿真毒品模型，并结合禁

毒宣传单张进行宣讲，引导大家

认识并远离毒品。此外，“VR”

吸毒体验、各类禁毒小游戏更是

让“小记者”们玩得不亦乐乎，在

游戏过程中加深对毒品危害的

认识，提高自我保护技能。

此次参观让大家对人民警

察这一职业有了全新、更立体的

认识，对警察工作的不易有了更

深的体会，更切身地看到民警为

社会作出的贡献。“警察叔叔辛

苦了！”不少“小记者”表示，长大

后自己也要当警察，为守护家园

平安贡献力量。

■案情回顾
某鞋材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爆

炸事故，造成员工游某当场死亡、

黄某受伤。经调查取证，证实该

公司员工在没有采取任何防静电

措施的情况下进行白电油的抽取

作业，放油过程中产生静电火花

引燃白电油，造成本次事故发

生。该公司未设置相应（防静电）

的安全警示标志，未制定（抽取白

电油等）安全操作规程，未如实记

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没

有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违反

了《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

规定，安监部门依法对某鞋材有

限公司处以20万元的罚款。

■部门说法
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生产的

责任主体，必须在生产经营设施、

设备、人员素质、管理制度、采用工

艺技术等方面达到相应的要求，

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生产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

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

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

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

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

员，不得上岗作业。”第四款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

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本案中，

某鞋材有限公司没有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理应受到处罚。

■相关链接
2月6日至2月7日，南海区

普法办、南海区司法局联合举办

“安全与遵章同在，平安与南海同

行”主题微信学法大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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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记者梁艳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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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

讯员/关文轩）“这下可算是修好

了，非常感谢村里的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为我们排忧解难，解决了

大家的出行不便问题，及时消除

安全隐患。”看到路面塌陷处已经

完全修复，村民李小姐点赞道。

近日，海寿村第一网格（海寿

岛内）巡查员在进行日常巡查过

程中，发现位于海寿新中村河涌

旁边的一处道路，由于连日来大

雨的冲刷导致路面下方出现塌

陷，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巡查

员立即将情况上报智慧社区工作

站。社区处置员接报后迅速到达

现场查看情况，发现该处的塌陷

不仅影响了河涌水流和水质，还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如车辆或

途人经过时不注意，后果不堪设

想。处置员当即联系相关道路施

工队前来处理，同时联同巡查员

一起对现场路段进行警戒，避免

意外发生。次日，道路施工队迅

速将塌陷的路面区域修复，及时

消除安全隐患。

此外，海寿村第一网格（海寿

岛内）巡查员近日在海寿基围巡

查时，发现位于基围大道入口处

的限高栏被超高的车辆撞毁，栏

杆铁架和支撑铁架跌落在路面，

对道路造成阻塞，存在严重的交

通安全隐患。巡查员立即将铁架

先行放到安全的位置，并迅速将

情况上报智慧社区工作站。处置

员接报后迅速到场查看情况，确

认了需通知海寿相关工程队前来

维修损坏的铁架。经该村领导干

部讨论，决定由网格员和相关工

作人员先行将损坏的限高架拆

除，避免发生其他安全事故，并敲

定了日后对该处限高栏的重建工

程计划。

该村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

续坚持网格“一日双巡”，实实在在

为村民谋幸福、办实事，努力提升

村民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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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多部门联合开展岁末年初烟花爆竹“打非”行动

无证经营烟花爆竹或被刑拘

九江派出所组织近20名小学生探警营

“小记者”进警营 零距离看“警”色

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
——请自觉抵制和积极举报烟花爆竹非法违法行为

广大市民朋友：

您好！在2021年新春

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在此向

您和您的家人致以真诚的

节日问候！同时，感谢您长

期以来对九江镇安全生产

和环境保护工作的理解、支

持和配合。

烟花爆竹是极具危险

性的特殊爆炸物品，极易

受温度、环境和人为等因

素影响，生产、运输、储存、

销售和燃放等环节都存在

一定的危险性。同时，燃

放烟花爆竹直接导致空气

中 PM10 和 PM2.5 等污染

物浓度显著上升，容易形

成灰霾，危害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

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和公共环境安全，

预防火灾和人身意外伤害

事故的发生，切实减少环境

污染，根据《烟花爆竹安全

管理条例》《佛山市公安

局关于禁止和限制燃放

烟花爆竹的通告》相关规

定，九江镇将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工作作为近期工作

重点，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

击烟花爆竹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行

为人的法律责任。在此，也

希望广大市民一如既往地

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遵守

以下规定：

一、九江镇范围内，未

经批准，禁止任何单位和个

人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和

燃放烟花爆竹。

二、外地运输烟花爆

竹途经或运达九江镇区域

的，必须持有货物运达地或

启运地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签发的《烟花爆竹道路运输

许可证》。

三、不得随意出租仓

库、厂房、房屋给他人生产、

经营、储存烟花爆竹，违者

将按有关规定处罚。

四、非法违法生产、经

营、储存、运输和燃放烟花

爆竹的单位和个人，将被依

法没收烟花爆竹，并视情节

轻重，给予警告、罚款、拘留

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您安全，我安心。希

望广大市民积极行动起来，

自觉抵制和积极举报烟花

爆竹非法违法行为，共同营

造安全、和谐、绿色的社会

环境。举报经查实的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奖励，并对举

报人身份信息进行保密。

举报电话：18823123100。

最后，衷心祝愿广大

市民朋友家庭幸福、工作

顺利！

九江镇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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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仔细地对售卖香烛的店铺进行清查。

▲民警陈景麟向“小记者”们展示79式微型冲锋枪。

▼调度室里巨大的监控屏幕让“小记者”们不断发

出惊叹声。

■目前塌

陷的路面

已得到修

复。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