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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罗村公信

罗村公信官方微信

本周重点资讯：幼儿

园“神兽”六月归笼、文化和

旅游市场经营有序复苏、

镇内超高违建不得出租

关注本期“嗨，罗村公

信”，了解网友的看法

网 友 声 音

@碧帆远影：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我孩子今年大班毕业，

差点以为他要直接入读小学了。现在，应该还有毕业典礼吧，他

的童年也算完整。

@王艺玲（Linda）：心情还是有点矛盾，天气太热，戴着口罩

去，幼儿园小孩应该难适应。

@咸蛋超人：自愿前提，由家长决定回不回幼儿园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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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要入心 风景更入眼
第十个“中国旅游日”刚过去，来看街坊怎么看待文明出游和出行

展示自身优质形象文明出游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是一件造福市民、惠及千

家万户的好事。实践证

明，要将文明创建坚持不

懈地抓下去，推动文明行

为常态化、具象化、体系

化，以此大力提升全民文

明素质。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向好，大家的生产生活

逐渐恢复，人们出游、出行

的需求正加快释放。5月

19日，记者走上狮山罗村

街头采访发现，文明出游、

文明出行正成为大多数市

民的自觉行为。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彭燕燕

5月，春暖花开，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下，人们对旅游

的需求也逐步释放。无论身

在何处，遵规守约、理性消

费、文明有礼总能展示自身

的优质形象。5月19日

是第十个“中国旅

游日”，市民对

文明出游有

哪些看法

呢？

记者：疫情防控背景下，你认为怎么做才是文明出游呢？

罗村市民钟海玲：一定要主

动配合出游目的地和景区的疫情

防控制度和措施，接受测量体温、

查验健康码、分时限流、保持间距

等要求。你看，现在戴口罩已经

是一种常态现象了，孝德湖公园

里也有张贴告示要求“入园一定

佩戴口罩”，我们要配合要求。

此外，出外游玩时要注意维

护环境卫生，遵守公共秩序，不随

地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不在禁

烟场所吸烟等。在景区，我最常

看到的不文明行为就是乱扔垃

圾，这个明明很容易就能做好的

事情。我自己无论到哪里都会自

觉将垃圾丢到正确的位置。

记者：在外出旅游时，你还曾碰到过什么不文明行为吗？

钟海玲：除了刚才说的乱扔

垃圾，还碰到过小孩子在出游地

点大声喊叫的，不过大多数的家

长都能及时制止自家的孩子。

记者：你认为文明出游可以带来什么影响呢？

钟海玲：疫情背景下文明出

游更重要了，它能保护我们自身

的身体健康。人人都做到文明出

游的话，还能营造出讲文明、守礼

仪，重形象、筑诚信的城市文明新

形象。

记者：你觉得怎么才能做到文明出游呢？

钟海玲：文明出游有时候就

是“举手之劳”，比如将垃圾扔在

正确的地方，现在戴好口罩。要

做到文明出游，首先心里要有文

明意识，做到文明牢记心中，然后

付诸于行动。

携手提升城市形象文明出行
城市的灵魂在于人，人的文明程度决定了城市的文明程度。文

明出行是衡量城市文明程度的一把尺子，是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体

现，是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

任和义务。罗村市民对文明出行有什么见解呢？一起来听听他们

的声音。

记者：你平时驾车出行会注意些什么？

“滴滴”司机陈培标：我是

一名专职“滴滴”司机，日常出

车过程中，免不了接触不同群

体的陌生乘客。在疫情期间，

为保障乘客和自身安全，测量

体温，佩戴好口罩，落实车内外

部的消毒事宜……已然成为

我健康防护，文明、安全驾驶的

习惯。

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

和义务。为做到文明、安全出

行，我会在夜间行车时会谨慎

使用远光灯；阴雨天行车经过

积水路面时，会减速慢行；行车

时，不往车外乱抛物品；停车

时，注意给自己和他人车辆出

位留出适当空间。

记者：你平时有留意罗村市民的出行情况吗？

联星社区幸福院社工陈

全燕：据我观察，随着文明城市

创建的深入，在罗村各街道路

口中，司机和行人会互相礼让；

乱停放等乱象逐渐减少，街道

环境整洁有序；越来越多志愿

者参与早晚高峰劝导等交通

志愿活动……

在罗村的繁华地段，人流

量多车流量大。对此，我认为

可以在人流量较多的路段增

设斑马线、隔离护栏，施划等候

区，保障行人安全。我也呼吁

相关部门尝试多渠道挖掘停

车位，或采取错位停车、错时停

车等办法，解决停车难问题。

记者：对于增强大家的文明出行意识，你有什么看法？

陈全燕：我认为强化宣传

教育是关键。可以在公共场

所，如车站等地投放形式多样

的公益广告。疫情结束后，可

进社区、厂企、学校等地，举办

以“文明出行”为主题的各种活

动。此外，相关部门可通过曝

光交通违法不文明行为，结合

交通事故案例，向群众讲解违

法行为的危害性等形式，共同

营造车辆、行人安全出行、文明

出行的良好氛围。

5月19日下午，广东省

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

疫情防控第六十一场新闻

发布会，通报广东省新冠肺

炎疫情和防控工作情况。

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创通

报，经广东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全省

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按照

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现

场检查验收、审批同意后，

自6月2日起可分期、分批

组织学生（幼儿）返园返校，

具体返园时间由各地视情

况确定。家长根据自愿原

则，确定幼儿入园需求。与

此同时，6月2日起，特殊教

育学校学生可返校复课，具

体返校时间由各地视情况

确定。

王创表示，各地要继续

强化属地管理责任和幼儿

园、特殊教育学校主体责

任，全面落实学生（幼儿）安

全返校（园）和校园疫情防

控各项措施。按照“四精

准”“六分”“一独立”“三全”

“五管”校园疫情防控有关

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切实筑牢校园疫情防控安

全网。具体防疫工作按照

国家卫健委和教育部联合

印发的《中小学校和托幼机

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

方案》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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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友 声 音
@九姑娘：闺蜜一直叫我去南京玩，要帮我订机票。虽然

很想去，但今年还是乖乖的吧，哪也不去。

@TM：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最重要，但能适当旅游，也对

提振当地经济有点帮助。

暂
不
得
经
营
跨
省
跨
境
旅
游
活
动

5月15日，广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印发《关于进一步

开放文化和旅游市场经营

活动的通知》和相关疫情

防控措施指引，对文化和

旅游经营活动的开放条

件、防控措施、责任落实提

出具体要求，指导各地有

序开展辖区内文化和旅游

市场经营活动。

《通知》明确，各地要坚

持精准常态化管控，结合本

地区实际情况，科学制定和

完善文化和旅游经营场所

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

案。根据疫情形势变化，经

当地政府及疫情防控指挥

部门同意，在全面落实防控

措施前提下，采取预约、限

流等方式，有序恢复本辖区

内文化经营场所经营和旅

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省内

旅游经营活动。从严控制、

审核、组织举办大型群众性

文化市场经营活动。

低风险地区，经当地

党委政府同意，可以举办

营业性演出活动，但暂缓

举办大中型演出活动，暂

缓新批涉外、涉港澳台营

业性演出活动（演职人员

已在境内的除外）；中高风

险地区，暂缓举办营业性

演出活动。暂不得经营跨

省、跨境旅游活动。

恢复省内旅游经营活

动的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

业要落实游客信息填报、扫

描“健康码”（如粤康码、穗

康码或其他已与我省互认

的“健康码”）、身份核验、安

全提示、应急处置等防控措

施，了解游客近期旅居史、

密切接触史、活动轨迹、身

体状况等，切实做好游客体

温监测和健康状况登记。

网 友 声 音
@Better：不漏一网之鱼，辛苦为人民幸福而服务的干部们。

@小小猪叔:支持，住得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能乱了法纪。

@crystal:必须严格执行，村村自查，所有违章必须严惩，杜

绝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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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违建不能出租，狮

山流管局取消今年以来新

增备案的超高层出租屋备

案手续，已安装出租门牌的

要拆除。近日，狮山镇流

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服务

局发布《关于开展超高层出

租屋专项整治行动的通

知》，严格要求超高层宅基

地自建房屋禁止出租，对镇

内超高层出租屋进行整治，

规范出租屋管理。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狮

山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狮

山镇农村宅基地个人自建

住宅建设管理办法及规划

技术规定的通知》（狮府

〔2015〕100号）文件规定，

“农村宅基地个人自建住宅

原则上不得超过5层（楼梯

间计入层数及建筑高度），

建筑总高度不得超过18.5

米；私人自建房建筑允许在

建筑物的首层增设夹层，其

夹层高度应小于2.2米，且

夹层投影面积（含梯间）不

大于首层面积的50%，超出

的均按一层计算”。因此用

于出租的建筑总高度超过

18.5米或5层且无合法报

建手续、无产权证明的宅基

地、国有用地（住宅）自建房

属超高层出租屋。

针对这些超高违建，狮

山流管局将取消今年以来

新增备案的超高层出租屋

备案手续（包括取消出租屋

租赁备案证明、居住该房屋

人员不予办理居住证类业

务）。如该房屋仍有人员居

住的，则保留该房屋一级库

记录，登记为“非出租屋”。

今年新增备案超高层出租

屋已安装出租屋门牌的，应

在5月29日前拆除出租屋

门牌（包括蓝底、白底）。取

消出租屋备案后仍有出租

行为的超高层房屋，将违规

出租行为报公安、住建部门

依法处理。

B C

▲▲罗村市罗村市

民过马路时民过马路时

走斑马线走斑马线。。

■■孝德湖公园附近孝德湖公园附近，，车主按规定整齐有序停放车辆车主按规定整齐有序停放车辆。。

▲▲孝德湖公孝德湖公

园内园内，，市民自觉市民自觉

分类扔垃圾分类扔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