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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李

福云 通讯员/黄国宏）近日，针

对已经启动的排污许可证申领

项目，狮山镇环境保护办公室

（简称“狮山镇环保办”）召开视

频工作会议，举办排污许可证发

证及登记技术培训，就2020年

排污许可的最新政策要求、排污

许可证发证及登记技术难点进

行讲解。

“要以铁腕执法为兜底保

障，做到‘应发尽发、应管尽

管’。”会上，狮山镇环境保护办

公室主任刘水流阐述了排污

许可发证登记工作的重要性、

紧迫性，要求在4月底前，基本

完成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汽车

整车制造、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等33个行业的清理整顿工作，

并于9月底前基本完成覆盖所

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发证

和登记工作。

为了做到防疫与培训两不

误，本次培训采取“网上培训”的

形式进行，狮山镇环保办工作人

员在讲解之余，还针对本次培训

建立了QQ群，随时随地为企业

代表们答疑解惑。此外，狮山镇

环保办还会在培训结束后，将视

频课件重点、要点剪辑出来发到

群里，方便大家随时查阅。

本次培训对象涉及了狮山

镇、各社会管理处生态环保管理

人员，各村（居）环保分管干部与

巡查员，以及350家企业代表，

共有近千人参加。据狮山镇环

保办相关人员介绍，狮山镇有1

万多家相关企业需要进行排污

许可证登记发证，其中9000多

家企业已经进行登记，仍有

1000多家企业需尽快办理排污

许可证。

排污许可证的全面核发

是生态环境部2020年的一项

重大工作，是关系企业是否合

法排污的一项重大政策。为

了贯彻落实该项政策，有序开

展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和排

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打好打

胜污染防治攻坚战，狮山镇环

保办除了开展线上指导之外，

还将联合各村（居）相关工作

人员，对企业进行排污许可系

统操作、许可证申领和登记的

线下现场指导，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监

管服务。

如今，排污许可证已成为

每个排污单位必须持有的“环境

身份证”，是企事业单位生产运

营期排污行为的唯一许可证。

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排污单位，

应依法持证、按证排污。排污单

位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

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

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

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狮山镇环保办呼

吁，请涉污染排放的企事业单位

依法、及时、主动开展排污许可

证申领。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何

万里 通讯员/李汝波）“诈骗手

法已经升级到3.0版，毒品也发

展到了第三代，可见犯罪嫌疑人

的能力在不断‘提高’呀，我们要

比他们更努力才可以‘道高一

尺’！”3月16日下午，狮山镇小

塘派出所青年抗疫突击队队长

兼平安南海大巡讲讲师李汝波

化身“网络主播”，在线上为狮山

中心小学6000余名师生及家长

直播关于网络安全和青少年预

防毒品犯罪知识的“云课堂”。

“诈骗1.0时代，诈骗分子和

被害人存在直接接触，偷龙转凤的

方式诈骗钱财，比如祈福党及各种

街头骗术,但容易被识破；2.0时

代，诈骗分子通过各种通讯工具进

行非接触式诈骗，配以各种精心制

作的话术和剧本，受骗群体越来越

大；3.0时代，诈骗分子使用各种手

段入侵手机，于无形之中盗刷银行

卡。”课堂上，李汝波坐在电脑前，

向学生及家长通报了近期的诈骗

典型案例，传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陷阱的要点和窍门。

李汝波还介绍了“聪明药”

“一粒眠”等新型毒品的危害，通

过典型个案向学生及家长详细讲

解了毒品的演变史、新型毒品的

危害以及青少年抵御毒品犯罪的

要点，切实提高学生识毒、拒毒、

防毒的能力。“如有人向你推荐吃

‘聪明药’成绩会短时间突飞猛

进，你会心动吗？又如果有人跟

你说吃下这片‘红豆’能保证你安

稳睡觉，还不用担心它是安眠药

会有副作用，你要不要试试？其

实，‘聪明药’‘一粒眠’都是国家

管制的精神药品，但它的危害比

传统的毒品大得多。”

本次“云课堂”形式新颖、内

容详实，得到学生、家长和老师的

纷纷点赞和支持。“以前一直没有

留意身边发生的诈骗和毒品事

例，认为离自己比较远，听了这个

课程让我获益良多。也很感谢李

警官为大家上了一节有意义的法

制课，相信通过本次教育能起到

很好的教育警示作用，也让老师

和同学们成为平安创建的宣传

员。”狮山中心小学钟绍坤校长表

示，今后将强化警家校合作，创新

授课形式，打造学生喜闻乐见的

法制教育课程。

直播课程结束后，李汝波带着

青年抗疫突击队队员线下为学生

及家长邮寄《防骗宝典》和禁毒知

识小册子，警民携手筑牢禁毒防骗

防火墙。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曾

雯 通讯员/关键明）3月12日

晚，狮山镇山南社区居委会接

到村民举报称，有一辆形迹可

疑的红色卡车驶向塘涌北经济

社临近松岗河边的封闭施工路

段。社区干部与治安队员立即

赶往现场，发现两名嫌疑人已

把数袋废弃物倾倒在地上，治

安队员马上制止了两名嫌疑人

的行为，并通知环保、城市管理

等相关部门前来处理。

3月13日上午，记者随山

南社区党委委员、环保干部关

键明来到塘涌北经济社对面的

松岗河山南河段的空地，现场

已拉上警戒线，警戒线内一辆

载有工业废弃物的红色卡车陷

入破损的路面中，无法移动。

地面上堆积了数袋废弃物，卡

车车尾仍在不断滴水，流出的

水在地面形成了褐色的水滩。

关键明用PH试纸分别对地面

的水滩和车厢积水进行了测

试，检测出PH数值在12~14之

间，初步判断这批工业废弃物

是强碱性物质。

“我们当场发现嫌疑人在

偷倒这些废弃物时，看到有滴

水渗出，随即拿出PH试纸进行

酸碱度的测试，测试的结果显

示这批工业废弃物属于强碱

性，最后通知环保、城市管理等

相关执法部门前来取证处理。”

关键明表示，偷倒废弃物的地

方距离松岗河只有10多米，如

果下大雨，这些污染物很容易

流到松岗河，造成松岗河水质

污染。

据关键明介绍，3月12日

晚相关部门已经现场取样并送

往广州专业的机构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出来后，将依法对嫌

疑人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半夜偷倒工业废弃物
两嫌疑人被当场抓获

■一批工业废

弃物被倾倒在

松岗河山南河

段的空地上。

曾雯摄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李

福云通讯员/梁健媚）3月17日

晚，狮山镇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

夜间突击检查行动，共检查餐饮

单位347家，要求未达防控条件

的餐饮单位不得开放堂食，其中

对1间劝改无效的无证经营餐

饮单位作查封处理。

当晚，狮山镇市场监督管

理局联合城管中队、工商、城乡

统筹、派出所、村（居）委会等组

成8个执法小组，重点巡查工

业园区周边、城乡结合部以及

美食城内的宵夜档、饮品店、酒

吧以及涉野生动物经营的重点

餐饮单位。同时指导复工的餐

饮单位使用“佛山南海通（战役

版）”服务业专区功能登记顾客

信息，并在显眼位置张贴《狮山

镇餐饮业有序复工重点要求》。

检查中，执法小组发现部分

餐饮单位未能有效主动落实测

体温、隔位用餐，没有登记员工、

顾客信息、从业人员无有效健康

证明上岗等防疫措施。对此，狮

山镇市场监督管理局分等级处

理，对于存在轻微违规违法情节

且是首次发现问题的餐饮单位，

当场予以纠正或责令迅速整改，

并强调如复查发现未能整改的

将强制关停；对无堂食经营条件

的餐饮单位，执法小组立即停止

开放堂食行为，按要求落实到位

才可以恢复堂食，并在店外张贴

“此店即日起不能堂食”的告示。

据悉，本次行动共出动94人

次，车辆22辆，检查餐饮单位347

家，其中有堂食的有301家。被

检查的餐饮单位中，1家劝改无效

的无证经营餐饮单位被查封处

理，3家新复工宵夜大排档的菜单

中以蛇、青头鸭、蟾蜍等食材的菜

式，菜单中的相关内容被清除，并

要求其不得继续售卖。

接下来，狮山镇市场监督管

理局将继续对餐饮店开展夜间

执法，并将对存在问题的店铺跟

进整改、适时进行回头看，对未

按要求整改并落实防控要求的

餐饮单位进行关停处理。

狮山镇市场监督管理局夜查347家餐饮单位

蛇、蟾蜍等食材
也不能进菜单

■狮山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检查餐饮店复工情况。 李福云摄

狮山镇环保办召开视频工作会议，举办排污许可证发证及登记技术培训

企业排污水 先领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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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用户可以发送“KTFSR”到10086免费

开通绿盾，一旦被骗可在第一时间拨打中国银联专

线95516请求帮助；

1

保存好汇款或转账凭证，及时拨打110报警或到

派出所报案。民警核实情况后，通过止付平台立即

启动紧急止付程序；

2

看对方的账户是哪家银行的，然后用电话拨打

该银行的客服电话，输入你汇款的目标账号(骗子的

账号)，在提示输入密码时连续5次输入错误，这时该

账号会自动锁定，将使对方在24小时内无法转移钱

款，避免损失扩大，也为警方破案争取时间；

3

为防止骗子用网上银行转账，可及时登录该银

行的网上银行，登录时输入目标账号(骗子的账号)，

密码连续输错5次，该账号网银将被锁定24小时；

4

及时和要汇款的银行柜台联系，将被骗的情

况向银行工作人员反映，请求帮助。或直接打报

警电话110。

5

《防骗宝典》

扫码
一下

狮 山 各 相 关 企 业 ，

可以通过扫描下方二维

码，了解排污许可证申

领 及 排 污 登 记 办 理 指

南，根据内文要求准备

好材料，根据指引进行

操作，及早完成排污许

可证申领及登记。

温 馨 提 示■狮山各村居分批召集企业代表进行排污许可证申领及登记培训。 李福云摄

■李汝波在教室内为狮山中心小学师生直播网络安全教育课。 何万里摄

六千师生同上“云课堂”
防毒防骗知识家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