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时报讯（记者/金晓

青 通讯员/陈海荣）出租屋安

全备受关注，5月18日，狮山

镇官窑消防办联合相关部门，

开展出租屋防火防电防气等

消防安全隐患夜查行动。

当晚，行动在塘联社区拉

开序幕。本次行动由狮山镇

消防办主任饶开云、狮山镇官

窑消防办主任熊继明带队，联

同狮山镇消防办、官窑派出

所、官窑消防办、官窑流管中

心及塘联村委会共计27人参

加。行动主要针对出租屋及

“三小”场所可能存在的火灾

事故隐患进行突击检查。经

检查发现，个别出租屋在首层

楼梯间停放了大量电动车，堵

塞、占用逃生通道，成为火灾

重要隐患之一。检查人员要

求出租屋管理人提醒租户将

电动车停放在指定区域，楼梯

出入口要留出逃生通道，并使

用实墙将两个区域分开，另外

要安装消防门。

检查还发现，有些出租屋

安全指示、标识不明显，个别

应急灯失效。有个别出租屋

由第二房东管理，检查人员要

求尽快将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检查人员还对部分出租

屋出行人员进行询问，如遇

火灾事故发生，该怎样逃生，

怎样自救，怎样使用灭火

器？有个别出行人员表示，

不知道该怎样自救，也不会

使用灭火器。对此，检查组

提出相应的整改建议，责令

出租屋管理人立即落实整

改，并张贴消防海报等，加大

消防宣传，进一步提高群众

的消防安全意识及火灾防

范、自救能力。检查人员还

与出租屋管理人共同探讨了

如何防范火灾事故苗头及消

防设施的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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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劳某于2018年3月18日入

职B公司，担任会计，双方签订

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

从2018年3月18日起至2018

年10月31日止。2018年9月

底，B公司书面通知劳某劳动合

同到期后，将不再续签劳动合

同，公司将依法支付经济补偿

金。2018年10月1日，劳某到

医院检查时，被诊断为怀孕23

周。国庆长假后，劳某马上办理

了生育服务证，并在第一时间将

怀孕的事实告知B公司，然而公

司却以劳动合同到期，公司已经

通知不续签劳动合同为由，依旧

于2018年10月31日终止了与

劳某之间的劳动合同。劳某不

服，遂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要求

认定B公司终止劳动合同的行

为违法，请求撤销终止决定。最

终仲裁庭支持了劳某的要求。

南海普法 人社与你南海职工家 华南公证

员工怀孕，
公司能解除劳动合同吗？

村道无路灯企业来点亮
狮西村130盏路灯投入使用，照亮3000名村民回家路

5月17日晚，在狮山镇狮西村，一盏盏明亮的路灯犹如一

颗颗闪亮的星星镶嵌在夜空中，温暖的灯光倾洒而下，既照亮

了夜晚的村道，也照亮了村民的幸福生活，为乡村增添了一道

靓丽的风景。

文/珠江时报见习记者李福云通讯员 翁奕蓉

企业捐赠50万“点亮”村道
狮西村西二大道、西三大道

贯穿狮西，直通南北，连接当地十

三个经济社，为狮西村民出行主

要干道。然而自2003年建设完

成至今，两条村道亮化工程一直

未能完善。近年来，随着狮西村

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狮西村

将村道亮化工程提上了日程，但

多方筹集资金未果，使得该工程

因资金短缺而受阻。

位于狮西村的佛山坚美铝业

有限公司（简称“坚美铝业”）获悉

此情况，通过佛山市南海区慈善

会，向狮西村委会定向捐赠狮西

主干道改造款共计50万元，使亮

化工程得以实现。

“优秀的企业不应只提供优质

的产品和服务，还应关注社会民生

需求，担负起企业责任，为社会多做

好事。”坚美铝业行政部主任任峰介

绍，近年来，坚美铝业积极投身公益

事业，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为武汉捐

赠防疫防控款项、捐赠路灯民生工

程、助力村居环境改善、修建体育设

施、捐资助学等，希望以绵薄之力帮

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30盏路灯点亮狮西
本次亮化工程共安装太阳

能路灯130盏，安装村道约8000

米，覆盖了该村西二大道、西三大

道，以及该村华凤、洞东、洞西等

十三个经济社的入村道路，彻底

解决了村民夜间出行难的问题，

得到村民一致好评。

“摸黑走了17年的村道，装上

路灯后照亮了3000多村民夜间出

行，再也不怕走夜路摔跤了。”原狮

西村经联社社长、老党员高富党说。

如今，造型新颖、美观的路灯

整齐有序地排列着，白天像昂首

挺胸的卫士，守护着两条主干道

的安宁，夜晚像群星一样，点亮了

狮西，也照亮了村民回家的路。

“太阳能路灯安装后，极大方

便了村民夜间出门，同时对村内

治安环境的改善也有正面作用。”

狮西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何

应伟说，接下来，狮西村委会将继

续以“建设生态宜居乡村”为导

向，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深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建设宜居

美丽狮西砥砺前行，不断提升人

民的幸福感。

部门说法
B公司与劳某签订的是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了合同终

止的具体时间，正常情况下，该

合同在约定的时间终止。但《劳

动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劳

动合同期满，有本法第四十二条

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

延续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

即包括了女职工在孕期、产期、

哺乳期这一情形。本案中，劳某

在接到劳动合同即将到期的通

知后，经检查诊断为怀孕23周，

及时办理了生育服务证，并将怀

孕的事实告知B公司。由于怀孕

的事实发生于劳动合同约定终

止之日前，故B公司不能在2018

年10月31日终止与劳某的劳动

合同，劳某的劳动合同要延续到

她的哺乳期结束方可终止。当

然《劳动合同法》对处于孕期、产

期、哺乳期的女职工保护也不是

没有限度的，如果劳动者存在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或

者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

单位造成重大损失，或者被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等符合《劳动合同

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情形的，用

人单位仍可依法解除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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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山官窑开展出租屋火灾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排查源头隐患 减少火情出现

■检查组成员讨论、交流消防安全隐患情况及下一步的整治工作方向。 通讯员供图

家长关心的问题 镇教育局回应了
狮山镇科技路小学今年招生初步计划招收4个教学班、180名小学一年级新生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

者/何万里 通讯员/陈富

瑜）日前，记者从狮山镇

教育局获悉，目前狮山镇

功能场室和设备设施最

齐全、最现代化的的公办

学校狮山镇科技路小学

将于今年正式招生。

按照招生计划，今年

狮山镇科技路小学初步

计划招收 4个教学班、

180 名小学一年级新

生。这批学生将于2020

年9月1日入学，暂挂靠

在狮山镇博爱第一小学

学习。待学校竣工后，这

批师生将整体迁入科技

路小学。

据南海区狮山镇教

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狮

山镇科技路小学在建筑

风格上有鲜明的特色，布

局理念上，突显多样、分

散、有趣的空间，避免了

规整、呆板的空间布局；

在设计理念上，教学楼与

运动场之间植入大台阶

以及建筑小品，形成不同

尺度、各种形式的有趣空

间体验。

狮山镇教育局：一是融于自然，绿

色生态。学校致力于考虑给孩子创造更

加舒适美好的学习环境，在校园场地内部

设置草坡，可供孩子们活动，在主要建筑

的屋顶上设置屋顶花园和植物园，一方面

提高建筑的隔热性能，另一方面有助于增

进孩子们对于自然生态的了解与认识。

二是丰富尺度，体验多样。学校建

筑从学生个性的视角出发，尝试创造一

些多样的、分散的和有趣的建筑空间，去

鼓励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多元化学习生

活，发挥学生自身的潜力并释放天性。

狮山镇教育局：狮山镇教育局为

打造“岭南教育名镇”需要，将为科技路

小学配置高水平的、老中青相结合的优

秀师资团队。以区、镇名师为引领，以

教学经验丰富的成熟期教师为基础，引

进思想活跃、专业扎实的师范类高等院

校优秀毕业生，并配备适当数量的研究

生教师，构建能胜任打造狮山城市化品

质教育的专业型教师队伍。

狮山镇教育局：校园的环境质量，

是狮山镇教育局高度关注的问题。学

校所有的建筑用材、装修用材，必须符

合国家相关环保标准，学校还必须做

好校园的绿化、美化和空气净化。

新校竣工验收时，必须聘请具有

环境检测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对学校

环境进行质量检测，教室、宿舍、食堂、

办公场所等所有场室，必须采用先进

的仪器设备进行甲醛、氨、氡、苯、

TVOC等五项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所

有指标都合格，才能通过验收并由施

工方交付学校使用。

近三年来，狮山镇陆续有高新区

第一小学、英才学校、博爱第一小学、

新颜峰小学等新学校建成，狮山镇相

关职能部门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确保能为孩子们提供十分环保、健

康、安全的学习与生活环境。

狮山镇教育局：借读近年来比较多

见，狮山镇博爱第一小学2019年招收的

新生，也是暂时借读在高新区第一小

学，2020年8月正式迁入新校。南海其

他镇街的某些学校均采用过借读形式

的办学，狮山镇教育局已积累了成熟的

操作经验。

今年招生的科技路小学一年级学生

借读在博爱第一小学，按照“两校一制一班

子原则”，由博爱第一小学统一进行管理，享

受与博爱第一小学同等的教育质量。当

科技路小学通过竣工验收后，今年招收的

一年级新生，由博爱第一小学整体迁入科

技路小学，原则上任教老师也

与学生一起迁入。

家长：科技路小学能为孩子提供

一个什么样的学习与生活环境？

家长：今年招生的小学一年级学

生借读在博爱第一小学，师资如何配

备？孩子的学习质量是否有保障？

家长：学校装修材料质量如何？

装修气味会对孩子身体有伤害吗？

家长：科技路小学开学后的师

资如何？老师是不是全是刚毕业

的新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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