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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刘永亮

政策
解读

自 5月 9日零时起，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由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响应调整为三级响应。

调整为三级响应后，市民又该如何做好健康防护？专家表示，响应级别调整，并不意味着“警报”解除，现在还

是处于疫情防控期间，大家还是要配合做好相应的防控措施，各项工作都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开展。

同时，各级各部门要根据地区特点和疫情形势，精准实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措施，健全及时发现、快速处置、

精准管控、有效救治的常态化防控机制，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我们还要戴口罩吗？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在密闭公共场所工作的营业员、

保安员、保洁员、司乘人员、客运场站服务人员、警察

等人员以及就医人员等要佩戴口罩。

●戴口罩的总

体原则是，在

户外人与人之

间的距离超过

一米，可以不

戴口罩。

●在密闭的场所，比如电梯、

狭小的空间、公共交通工具

内，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 1

米以内，或者处于通风不良的

场所，这种情况下还是需要戴

口罩的。

外出就餐有什么要注意？

开展体育锻炼要注意哪些事项？

家长带儿童到医疗机构接种疫苗应怎样防护？

个人防护方面要注意什么？

●尽量避免参加聚集性

活动，尽量不前往人员

聚集场所尤其是密闭式

场所。

●注意保持 1 米社交距

离，避免唾沫传播疾病

的风险。如果有剧烈运

动，呼吸会加深加快，

距离还需要进一步拉大。

●继续注重手部卫生，尽量

不接触公共场所的门把手、

扶手、电梯按钮，外出回家

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洗手。

不要接触野生动物，也不要

购买食用野生动物。

●室内经常开窗通风，保持

空气流通。公共场所、场站

码头、公共交通工具要落实

日常清洁、消毒等卫生措施。

●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

的餐馆就餐。

●提倡无接触式的扫码点餐

或预约点餐，若排队点餐时，

要注意佩戴口罩，并与邻近

的顾客保持一米距离。

●就餐时应遵从餐馆防控规

定，服从服务人员引导，配合

就餐人流控制等防控安排。

●就餐时桌位间距应保持在

1 米以上，不要和非同行者

同桌或同一包间就餐。

●使用或接触公共体育

器材后应保持手卫生，

清洗之前不要用手碰触

口、鼻、眼睛。

●运动休息间歇时避免

扎堆聊天，应保持安全社

交距离，遇有人多场景时，

应佩戴口罩。

●活动结束或回家后要

及时洗澡，更换衣服，

保持手卫生。

●前往体育场地应遵守相关

部门规定，使用“粤康码”

等方式进行状态验证后进入

体育场地。

●户外运动原则上不用戴口罩，

但应避免与他人近距离接触。

●开放的体育健身场地，应以

田径和乒乓球、羽毛球、网球

等隔网运动为主，暂不宜组织

足球、排球、篮球等团体性身

体对抗类的体育运动项目。

● 不建议给儿童

使用成年人的口

罩，因为孩子的脸

比较小，口罩贴合

性 不 够， 两 边 漏

气，起不到防护作

用。此前，国家已

出台有关儿童口罩

的标准，家长在选

购时要注意购买符

合国家标准的儿童

口罩。

●佛山已逐渐开放预防接种，

市民要提前预约，按照相应的

时间段前往接种，配合医院做

好体温监测、出示健康码等，

有发热症状的要及时到发热门

诊就诊。

●陪同孩子前往接种的家长要

戴好口罩，如果孩子年龄比较

小，比如 1 岁以下不建议戴口

罩，但要注意保持一定的社交

距离。

警报并未解除 防护仍要做好
       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调整为三级响应，市民日常工作和生活需要注意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桂城街道 14

个市政公共停车场停车位收费

标准即日起全面下调，白天时段

（7:30~18:30）为 5 元 / 次、夜

间时段（18:30~ 次日 7:30）为 8

元 / 次，30 分钟以内免费停放。

对此，桂城市政部门提醒，市民停

车前可先了解清楚收费规则并按

照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有序停车缴

费，如有疑问可拨打 24 小时服务

热线（0757-86221122）了解 详

细情况。 文 / 珠江时报记者 周钊泷 通讯员 孔繁熙

珠江时报讯（记者/肖莎莎通

讯员/凌霞）高三、初三年级学生已

于4月27日返校，11日起中学

其他年级学生也陆续返校。昨日

早晨6时30分，南海交警就奔赴

各学校周边路段实施疏导，保障

学生们返校顺畅。上午，各大校

园周边道路畅顺，车辆有序通行，

学生们平安顺利回到校园学习。

一早，家长们就陆续送孩子

回到学校。在罗村一中校门口，

交通标志线清晰，警家校义工指

引开车的家长们即停即走，为了

不影响路段交通，在校门口执勤

的南海交警铁骑队员还帮助返

校学生提拿物品；8时50分许，

在桂华中学，周边路段巡查执勤

的铁骑队员发现有施工树木对

道路造成影响，立即上前督促和

协助园林工人迅速移走树木，并

指挥疏导交通；在石门实验中

学，周边道路畅顺，车辆有序通

行，学生们顺利回到校园。

南海交警分析，11日、12
日早上；15日、18日下午、25
日早上校园周边交通流量会较

大，局部路段甚至会出现缓慢拥

堵。为此，南海交警在做好交通

设施排查和完善的同时，做好道

路清障保畅工作，今日开始特别

加强对校园周边路段巡查，及时

清理违规停放车辆，确保道路畅

通。同时，将按照“一校一方案”

工作要求，科学制定开学日交通

管制、疏导、分流等工作措施和

应急预案，并通过铁骑队等警力

加密巡查，消除道路违停等拥堵

因素，实施交通管制措施等方

式，保障道路的安全畅通。

连日来，南海公安分局交警

大队各辖区中队专门安排警力，

再次到辖区所有中小学开展安

全设施大排查。重点排查学校

门口以及周边路段交通安全设

施是否齐全、进入学校的分流和

防护设施是否完善、学校门口是

否有充足的车辆临时停靠点、学

校防疫检疫工作是否到位等。

此外，交警部门还根据各学校门

口路段交通和治安现状，联合教

育局、安监部门、卫生部门、消防

部门、派出所等进行了联合应急

演练，以确保能快速、有效地处

置各类突发事件。

另外，针对配备了校车的学

校采取逐车检查、逐车登记的方

式，对学校所有校车和校车从业

人员进行了安全检查。包括校

车是否符合规范标准、是否具备

营运资格、车内是否配备了安全

防护设施、车辆性能是否符合安

全要求、校车司机是否具备从业

资质等方面。详细掌握辖区内

校车数量、车辆所有人、驾驶人、

运行时间、行驶路线等基本情

况。通过定人、定校、定车的方

式，督促学校定期对校车集中进

行检验，检验中发现校车有交通

安全隐患的，应立即整改，不消

除隐患禁止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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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佛山市巨益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5MA531T1T7R）， 经股
东决议减少注册资本，拟由原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 万元减
少至人民币 10 万元， 请相关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四十五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务或提出相应的担保请
求。 特此公告。 联系人：覃汉
候， 联系电话：13925742597，
联系地址：佛山市南海区九江
镇下西潭涌口开发区 58 号四
楼 401 号

佛山市巨益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2 日

▲顺德区勒流东道牛庄饭店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606MA4WJJ2M17）遗失
税控盘，盘号：499948505631，
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一号教室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法人：吴惠青）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现声明
作废。
▲黄敏于 2020 年 1 月遗失医
师资格证书 1 本。 医师级别：
执业医师。 资格证书编码：
1998441104409026201084。 发
证时间：2000 年 6 月。现声明
医师资格证书原件作废。

▲佛山市欣诚运输有限公司
遗失粤 E34710（黄色）车辆的
道路运输证及 IC 卡， 证号：
440600010754， 发 证 时 间 ：
2019 年 6 月 25 日， 现声明作
废。
▲佛山市南海康田文化广告
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存款人密
码信息，开户银行：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桂东
支行，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广瀚物流有限公司
遗失粤 E2383 挂车辆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发放的道路运输
证 IC 卡，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罗丽君遗
失佛山市印象城苏宁易购
销售有限公司 2018 年 2 月
5 日购买伊莱克斯洗衣机
（发票代码 144061720230 发
票号码 00342931 金额 2599
元）特此声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灿辉耐火材
料厂（经营者：庞苏女）遗
失发票专用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佛山市华超顺不锈钢有
限公司（法人：刘财意）遗
失刘财意私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从小有个“科技梦”；在工作

岗位打拼21年，科技素质不断

提升；参与国家多个重大科研项

目，研发多项专利产品……踏出

如此闪光足印的，是2020年南

海区先进劳动者李广平。

从一个基层技术工人成长

为高级工程师、高层管理人员，

作为广东昭信照明科技有限公

司（下称“昭信公司”）研发部副

部长，李广平不仅为公司的发展

立下汗马功劳，更引领国内

LED行业技术实现了重要突破

和变革。

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李广

平实现了韶华与梦想齐飞。

以梦想为羽翼
追求科技创新

怀揣着小时候的“科技梦”，

1999年，刚毕业两年的“机电

生”李广平加入昭信公司，从事

数控机床操作工作。21年来，

李广平从一个基层技术工人成

长为高级工程师、高层管理人

员，参与过大大小小的项目，还

研发出不少“代表作”。

2008年，正值公司转型升

级初期，李广平参与开发设计出

国内首款大功率模块化LED路

灯，模块化垂直散热技术填补了

国内空白，大大提升LED路灯

的散热性能。随后，在模块化基

础上，他还成功设计开发出户外

大功率LED照明灯具共14个

系列67款产品。

2009年，昭信公司凭借产

品优异的散热性能、光学效果和

合理的安装结构，承接了当时世

界上最长、最大、最深的海底隧

道工程——上海长江隧道工

程。李广平作为队长，带领28
人的小分队，用20个日夜，争分

夺秒、克服重重难关，以超出国

家标准的技术水平为隧道提

供完美的照明效果，赢得了

良好的口碑。

但最让李广平自豪的

“代表作”，是2017年成功开

发的耐高温路灯和智慧灯杆

产品。“耐高温路灯是一款可

以在高温50摄氏度的环境

下正常工作的LED路灯，经

过层层筛选，顺利通过了卡

塔尔国家路灯司检测，打破

了卡塔尔市场多年被欧美品

牌长期垄断的局面。”李广平

说，从那时起，昭信公司便成

为能与国外大品牌PK的中

国公司。

更令人兴奋的是，李广

平设计的智慧灯杆产品也走出

国门，竖立在“异国他乡”，为世

界互联互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工具。他的“科技梦”，也因此得

到了延伸。

边工作边学习
提升自我价值

21年来，硕果累累。是什么

支撑着他实现梦想？李广平说，

自他加入昭信公司后，内心一直

有一个执念，即使不能赚大钱，也

要在工作中赚知识、赚经验，让自

己成长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为此，李广平利用空余时间

学习，在职考取了机械中级工程

师、半导体照明工程师、机械设

计高级工程师等多个职称证

书。凭借着努力与毅力，李广平

成功参与多个重大科研项目，如

远程操控半导体照明应用关键

技术研发项目、策划设计20多

个路灯节能改造项目等，还创新

研发了多项专利产品。

获得南海区先进工作者这

一荣誉，意味着李广平的坚持和

努力得到了企业和社会的认可，

他的初心是对的。李广平说，他

希望能以自身作为例子，影响更

多不同岗位的劳动者，让他们

“看见”自己的价值。同时，未来

的他将不忘初心，继续做好这份

工作，让自己成为一个对企业、

对社会更有价值的人。

文/珠江时报见习记者丁当

图/珠江时报见习记者廖明璨

珠江时报讯（记者/周钊泷

通讯员/孔繁熙）从昨天起，桂城

街道东小片区11条路段790
个路内停车位改用新收费标准，

一、二类区域首小时分别收费

10元、8元，工作日24小时最

高限价分别为60元、40元。

根据新的收费标准，路内停

车前15分钟免费。其中，华翠南

路、鹿璟村南、南海妇幼、新天

地、城市花园路段的273个停车

位归为一类区域；平海路、庆怡

路、庆平路、庆安路、简平路、实

验幼儿园路段的517个停车位

归为二类区域。

值得一提的是，桂城街道

14个市政公共停车场停车位收

费标准即日起全面下调，白天时

段（7:30-18:30）为5元/次、夜

间时段（18:30-次日7:30）为8
元/次，30分钟以内免费停放。

对此，桂城市政部门提醒，市民

停车前可先了解清楚收费规则

并按照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有序

停车缴费，如有疑问可拨打24
小 时 服 务 热 线 （0757-
86221122）了解详细情况。

城管巡查校园周边
确保学生安全返校

珠江时报讯（记者/周钊泷通讯

员/王宇程黄喆）昨日，南海区高二、

初二年级学生返校复课。为确保学

生安全返校，大沥城市管理局在盐

步中学、盐步三中等学校周边区域

开展路面整治。

早上9时，大沥城市管理局执法

人员在盐步中学周边开展路面巡查发

现，一店铺正在进行室内装修，施工工

人使用电锯进行切割作业发出刺耳声

响。对此，执法人员进行教育劝导，提

醒店铺负责人要控制音量、不得在中

午管制时段进行作业产生噪音。

除了开展路面巡查，不少执法

人员还临时当起“搬运工”、志愿

者。在大沥中学门口，执法人员杜

绍江看到家长、学生手提重物，主动

上前帮助。与此同时，一旁的执法

人员吴志朋则为返校学子测温。“希

望通过我们的举手之劳，让学生安

全返校、快乐上学。”吴志朋说，接下

来，他和同事将在上下学高峰期做

好路面巡查工作，尽力为学生营造

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

劳动篇——

用人单位有权
单方调岗降薪吗

案情回顾：林某2012年4月入

职某煤业公司工作，工种为瓦斯检查

员，月工资为6000元，劳动合同期

限到2021年1月10日止。2019
年1月25日，该公司通知林某，因其

年龄超过55周岁，故安排其转为井

上岗位工作，月工资调整为2800
元，如林某不愿意接受，则额外支付

一个月工资后双方解除劳动合同。

林某向当地劳动仲裁机构申请劳动

仲裁，请求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并

要求该公司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

经济补偿金。后经劳动仲裁机构调

解，双方协商一致，该公司支付林某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部门说法：近年来因调岗产生

的劳动争议有所增长，究其原因，大

多数是用人单位滥用用工自主权、调

岗权造成的。南海区人社局、南海区

总工会提醒各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

的实际履行中，用人单位在法律、法

规规定范围内享有经营自主权、用工

自主权，但对于涉及劳动者的劳动条

件、劳动报酬、工作岗位等重大利益

事项变更时，用人单位无权擅自调

整，应当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或通过其

他法定程序合理调整。

相关链接：5月4日～5月31日

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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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记者吕翠华

南海普法 人社与你

南海职工家 华南公证

桂城11条路790个路内停车位收费标准调整
一、二类区域首小时分别收费10元、8元

广东昭信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副部长李广平

参与开发智慧灯杆让南海智造走向世界

时间

首小时

1-3小时

超过3小时

工作日

10元

3元/30分钟

5元/30分钟

非工作日

8元

2元/30分钟

3元/30分钟

南海交警奔赴各学校周边路段实施疏导

“一校一方案”为学生返校护航

工作日

10元/次

非工作日

8元/次

夜晚（20:00~次日7:30）

白天 （7:30~20:00）

时间

首小时

1-3小时

超过3小时

工作日

8元

2元/30分钟

3元/30分钟

非工作日

6元

1元/30分钟

2元/30分钟

工作日

8元/次

非工作日

6元/次

夜晚（20:00~次日7:30）

白天 （7:30~20:00）

工作日24小时最高限价60元，非工作日24

小时最高限价35元。

工作日24小时最高限价40元，非工作日24

小时最高限价25元。

一类区域停车位 二类区域停车位

■致力科技创新的李广平从小就有科技梦想。

■南海交警铁骑队员帮助返校学生提行李。 通讯员钟显强摄

制
图/

张
韦
奇

珠江时报讯（记者/肖莎莎通

讯员/凌霞）高三、初三年级学生已

于4月27日返校，11日起中学

其他年级学生也陆续返校。昨日

早晨6时30分，南海交警就奔赴

各学校周边路段实施疏导，保障

学生们返校顺畅。上午，各大校

园周边道路畅顺，车辆有序通行，

学生们平安顺利回到校园学习。

一早，家长们就陆续送孩子

回到学校。在罗村一中校门口，

交通标志线清晰，警家校义工指

引开车的家长们即停即走，为了

不影响路段交通，在校门口执勤

的南海交警铁骑队员还帮助返

校学生提拿物品；8时50分许，

在桂华中学，周边路段巡查执勤

的铁骑队员发现有施工树木对

道路造成影响，立即上前督促和

协助园林工人迅速移走树木，并

指挥疏导交通；在石门实验中

学，周边道路畅顺，车辆有序通

行，学生们顺利回到校园。

南海交警分析，11日、12
日早上；15日、18日下午、25
日早上校园周边交通流量会较

大，局部路段甚至会出现缓慢拥

堵。为此，南海交警在做好交通

设施排查和完善的同时，做好道

路清障保畅工作，今日开始特别

加强对校园周边路段巡查，及时

清理违规停放车辆，确保道路畅

通。同时，将按照“一校一方案”

工作要求，科学制定开学日交通

管制、疏导、分流等工作措施和

应急预案，并通过铁骑队等警力

加密巡查，消除道路违停等拥堵

因素，实施交通管制措施等方

式，保障道路的安全畅通。

连日来，南海公安分局交警

大队各辖区中队专门安排警力，

再次到辖区所有中小学开展安

全设施大排查。重点排查学校

门口以及周边路段交通安全设

施是否齐全、进入学校的分流和

防护设施是否完善、学校门口是

否有充足的车辆临时停靠点、学

校防疫检疫工作是否到位等。

此外，交警部门还根据各学校门

口路段交通和治安现状，联合教

育局、安监部门、卫生部门、消防

部门、派出所等进行了联合应急

演练，以确保能快速、有效地处

置各类突发事件。

另外，针对配备了校车的学

校采取逐车检查、逐车登记的方

式，对学校所有校车和校车从业

人员进行了安全检查。包括校

车是否符合规范标准、是否具备

营运资格、车内是否配备了安全

防护设施、车辆性能是否符合安

全要求、校车司机是否具备从业

资质等方面。详细掌握辖区内

校车数量、车辆所有人、驾驶人、

运行时间、行驶路线等基本情

况。通过定人、定校、定车的方

式，督促学校定期对校车集中进

行检验，检验中发现校车有交通

安全隐患的，应立即整改，不消

除隐患禁止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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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佛山市巨益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5MA531T1T7R）， 经股
东决议减少注册资本，拟由原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 万元减
少至人民币 10 万元， 请相关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四十五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务或提出相应的担保请
求。 特此公告。 联系人：覃汉
候， 联系电话：13925742597，
联系地址：佛山市南海区九江
镇下西潭涌口开发区 58 号四
楼 401 号

佛山市巨益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2 日

▲顺德区勒流东道牛庄饭店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606MA4WJJ2M17）遗失
税控盘，盘号：499948505631，
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一号教室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法人：吴惠青）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现声明
作废。
▲黄敏于 2020 年 1 月遗失医
师资格证书 1 本。 医师级别：
执业医师。 资格证书编码：
1998441104409026201084。 发
证时间：2000 年 6 月。现声明
医师资格证书原件作废。

▲佛山市欣诚运输有限公司
遗失粤 E34710（黄色）车辆的
道路运输证及 IC 卡， 证号：
440600010754， 发 证 时 间 ：
2019 年 6 月 25 日， 现声明作
废。
▲佛山市南海康田文化广告
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存款人密
码信息，开户银行：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桂东
支行，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广瀚物流有限公司
遗失粤 E2383 挂车辆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发放的道路运输
证 IC 卡，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罗丽君遗
失佛山市印象城苏宁易购
销售有限公司 2018 年 2 月
5 日购买伊莱克斯洗衣机
（发票代码 144061720230 发
票号码 00342931 金额 2599
元）特此声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灿辉耐火材
料厂（经营者：庞苏女）遗
失发票专用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佛山市华超顺不锈钢有
限公司（法人：刘财意）遗
失刘财意私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从小有个“科技梦”；在工作

岗位打拼21年，科技素质不断

提升；参与国家多个重大科研项

目，研发多项专利产品……踏出

如此闪光足印的，是2020年南

海区先进劳动者李广平。

从一个基层技术工人成长

为高级工程师、高层管理人员，

作为广东昭信照明科技有限公

司（下称“昭信公司”）研发部副

部长，李广平不仅为公司的发展

立下汗马功劳，更引领国内

LED行业技术实现了重要突破

和变革。

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李广

平实现了韶华与梦想齐飞。

以梦想为羽翼
追求科技创新

怀揣着小时候的“科技梦”，

1999年，刚毕业两年的“机电

生”李广平加入昭信公司，从事

数控机床操作工作。21年来，

李广平从一个基层技术工人成

长为高级工程师、高层管理人

员，参与过大大小小的项目，还

研发出不少“代表作”。

2008年，正值公司转型升

级初期，李广平参与开发设计出

国内首款大功率模块化LED路

灯，模块化垂直散热技术填补了

国内空白，大大提升LED路灯

的散热性能。随后，在模块化基

础上，他还成功设计开发出户外

大功率LED照明灯具共14个

系列67款产品。

2009年，昭信公司凭借产

品优异的散热性能、光学效果和

合理的安装结构，承接了当时世

界上最长、最大、最深的海底隧

道工程——上海长江隧道工

程。李广平作为队长，带领28
人的小分队，用20个日夜，争分

夺秒、克服重重难关，以超出国

家标准的技术水平为隧道提

供完美的照明效果，赢得了

良好的口碑。

但最让李广平自豪的

“代表作”，是2017年成功开

发的耐高温路灯和智慧灯杆

产品。“耐高温路灯是一款可

以在高温50摄氏度的环境

下正常工作的LED路灯，经

过层层筛选，顺利通过了卡

塔尔国家路灯司检测，打破

了卡塔尔市场多年被欧美品

牌长期垄断的局面。”李广平

说，从那时起，昭信公司便成

为能与国外大品牌PK的中

国公司。

更令人兴奋的是，李广

平设计的智慧灯杆产品也走出

国门，竖立在“异国他乡”，为世

界互联互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工具。他的“科技梦”，也因此得

到了延伸。

边工作边学习
提升自我价值

21年来，硕果累累。是什么

支撑着他实现梦想？李广平说，

自他加入昭信公司后，内心一直

有一个执念，即使不能赚大钱，也

要在工作中赚知识、赚经验，让自

己成长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为此，李广平利用空余时间

学习，在职考取了机械中级工程

师、半导体照明工程师、机械设

计高级工程师等多个职称证

书。凭借着努力与毅力，李广平

成功参与多个重大科研项目，如

远程操控半导体照明应用关键

技术研发项目、策划设计20多

个路灯节能改造项目等，还创新

研发了多项专利产品。

获得南海区先进工作者这

一荣誉，意味着李广平的坚持和

努力得到了企业和社会的认可，

他的初心是对的。李广平说，他

希望能以自身作为例子，影响更

多不同岗位的劳动者，让他们

“看见”自己的价值。同时，未来

的他将不忘初心，继续做好这份

工作，让自己成为一个对企业、

对社会更有价值的人。

文/珠江时报见习记者丁当

图/珠江时报见习记者廖明璨

珠江时报讯（记者/周钊泷

通讯员/孔繁熙）从昨天起，桂城

街道东小片区11条路段790
个路内停车位改用新收费标准，

一、二类区域首小时分别收费

10元、8元，工作日24小时最

高限价分别为60元、40元。

根据新的收费标准，路内停

车前15分钟免费。其中，华翠南

路、鹿璟村南、南海妇幼、新天

地、城市花园路段的273个停车

位归为一类区域；平海路、庆怡

路、庆平路、庆安路、简平路、实

验幼儿园路段的517个停车位

归为二类区域。

值得一提的是，桂城街道

14个市政公共停车场停车位收

费标准即日起全面下调，白天时

段（7:30-18:30）为5元/次、夜

间时段（18:30-次日7:30）为8
元/次，30分钟以内免费停放。

对此，桂城市政部门提醒，市民

停车前可先了解清楚收费规则

并按照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有序

停车缴费，如有疑问可拨打24
小 时 服 务 热 线 （0757-
86221122）了解详细情况。

城管巡查校园周边
确保学生安全返校

珠江时报讯（记者/周钊泷通讯

员/王宇程黄喆）昨日，南海区高二、

初二年级学生返校复课。为确保学

生安全返校，大沥城市管理局在盐

步中学、盐步三中等学校周边区域

开展路面整治。

早上9时，大沥城市管理局执法

人员在盐步中学周边开展路面巡查发

现，一店铺正在进行室内装修，施工工

人使用电锯进行切割作业发出刺耳声

响。对此，执法人员进行教育劝导，提

醒店铺负责人要控制音量、不得在中

午管制时段进行作业产生噪音。

除了开展路面巡查，不少执法

人员还临时当起“搬运工”、志愿

者。在大沥中学门口，执法人员杜

绍江看到家长、学生手提重物，主动

上前帮助。与此同时，一旁的执法

人员吴志朋则为返校学子测温。“希

望通过我们的举手之劳，让学生安

全返校、快乐上学。”吴志朋说，接下

来，他和同事将在上下学高峰期做

好路面巡查工作，尽力为学生营造

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

劳动篇——

用人单位有权
单方调岗降薪吗

案情回顾：林某2012年4月入

职某煤业公司工作，工种为瓦斯检查

员，月工资为6000元，劳动合同期

限到2021年1月10日止。2019
年1月25日，该公司通知林某，因其

年龄超过55周岁，故安排其转为井

上岗位工作，月工资调整为2800
元，如林某不愿意接受，则额外支付

一个月工资后双方解除劳动合同。

林某向当地劳动仲裁机构申请劳动

仲裁，请求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并

要求该公司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

经济补偿金。后经劳动仲裁机构调

解，双方协商一致，该公司支付林某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部门说法：近年来因调岗产生

的劳动争议有所增长，究其原因，大

多数是用人单位滥用用工自主权、调

岗权造成的。南海区人社局、南海区

总工会提醒各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

的实际履行中，用人单位在法律、法

规规定范围内享有经营自主权、用工

自主权，但对于涉及劳动者的劳动条

件、劳动报酬、工作岗位等重大利益

事项变更时，用人单位无权擅自调

整，应当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或通过其

他法定程序合理调整。

相关链接：5月4日～5月31日

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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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记者吕翠华

南海普法 人社与你

南海职工家 华南公证

桂城11条路790个路内停车位收费标准调整
一、二类区域首小时分别收费10元、8元

广东昭信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副部长李广平

参与开发智慧灯杆让南海智造走向世界

时间

首小时

1-3小时

超过3小时

工作日

10元

3元/30分钟

5元/30分钟

非工作日

8元

2元/30分钟

3元/30分钟

南海交警奔赴各学校周边路段实施疏导

“一校一方案”为学生返校护航

工作日

10元/次

非工作日

8元/次

夜晚（20:00~次日7:30）

白天 （7:30~20:00）

时间

首小时

1-3小时

超过3小时

工作日

8元

2元/30分钟

3元/30分钟

非工作日

6元

1元/30分钟

2元/30分钟

工作日

8元/次

非工作日

6元/次

夜晚（20:00~次日7:30）

白天 （7:30~20:00）

工作日24小时最高限价60元，非工作日24

小时最高限价35元。

工作日24小时最高限价40元，非工作日24

小时最高限价25元。

一类区域停车位 二类区域停车位

■致力科技创新的李广平从小就有科技梦想。

■南海交警铁骑队员帮助返校学生提行李。 通讯员钟显强摄

制
图/

张
韦
奇

从今年5月11日起，桂城街道东小片区11条路段790个路内停车位改用新收费标准，一、二类区域首小时

分别收费10元、8元，工作日24小时最高限价分别为60元、40元。

根据新的收费标准，路内停

车前 15 分钟免费。其中，一类区
域：华翠南路、鹿璟村南、南海

妇幼、新天地、城市花园路段的

273 个停车位；二类区域：平海

路、庆怡路、庆平路、庆安路、

简平路、实验幼儿园路段的 517
个停车位。

路内停车前 15 分钟免费

公共停车场收费全面下调

一、二类区域首小时分别收费10元、8元
桂城 11 条路段 790 个路内停车位收费标准调整

●两人及以上共同就餐时，要

记得使用公筷、公勺，减少接

触传播，兴新风尚，提倡分餐

制；外出就餐时如果能带上自

己的筷子和勺子就更有利于健

康，尤其是对于孩子。

●若有咳嗽、打喷嚏等，应

远离餐桌，要用纸巾或肘部

遮掩住口鼻，用过的纸巾丢

入带盖的分类垃圾桶，不要

随地吐痰。

●尽量采用无接触式结账方式

（扫码结账）。

响应级别调整为三级
意味着什么？

●调整为三级响应后，防控工作重心

将进一步下移，将防控责任压实到属地，

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对属地常态化防控

工作负总责。各市根据实际情况，因时

因势采取防控措施

●下一步，疫情防控将更加注重坚持预

防为主，强化“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观念，增强自身防护意识，

将防控工作融入正常生活。

●疫情防控关键在“早”，下一步将充

分发挥发热门诊、零售药店、诊所的哨

点监测作用，及时发现疑似病例、确诊

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并按照有关规定

及时处理。

●疫情防控工作从应急状态转为常态

化，我们将从全面防控转向重点场所重

点单位重点人群的精准防控，将口岸防

输入和社区防反弹相结合，抓紧抓实抓

细各项防控措施。

●调整为三级响应后，在按照相关技

术指南落实防控措施前提下，全面开

放商场、超市、宾馆、餐馆等生活场所；

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开放公园、

旅游景点、运动场所和图书馆、博物馆、

美术馆等室内场馆，以及各类会议、

会展活动；分期分批安排学生返校复

学等。

调级并不代表零风险，应急响应

级别调整为三级之后，我们仍要保持

高度警惕，毫不懈怠抓好各项工作，

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具体的变化和不

同，可以用“四个更加注重、一个全

面恢复”来概括。

更加注重重心下沉

更加注重预防为主

更加注重落实“四早”要求

更加注重精准和专业

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全面恢复正常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