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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企违建遮雨棚
执法队依法拆除

区委安全生产（消防）第二综合督导组赴九江镇实地督导，
要求——

将综合执法队模式制度化常态化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慧 通讯
员/阮俊鹏 摄影报道)昨日，
区委安
全生产（消防）第二综合督导组赴
九江镇实地督导 6 家“三小场所”
及 6 家企业。督导组指出，
九江镇
安全生产工作整体形势可控，接
下来要建立长效机制，将综合执
法队模式制度化常态化，筑牢安
全生产工作
“防火墙”
。
在九江镇敦上大道沿街有许
多餐饮店，吸引了周边企业的员
工到此就餐，但在不久之前，这
些店铺的安全生产情况却令人
堪忧。九江镇前期排查发现，沿
街店铺普遍存在违规住人、电线
乱拉乱接、消防设备不齐全等问
题，存在较多“三小场所”，检查
人员当即要求存在问题的店铺进
行整改。
当日上午，督导组到沿街其
中 6 家店铺进行“回头看”。检查
发现，这些店已经按照要求清理
住人场所，灭火器等消防设备也
已配备齐全，但部分店铺仍存在
■督导组发现一家店铺仍存在乱拉乱接电线问题。
电线乱接乱拉、未套管，木制阁楼
未拆除等问题。
迹。与该店相距不远的一家小商
指出隐患后，他们立即搬出，现已
在一家小吃餐饮店内，督导
店内，违规搭建的木质阁楼已经
空置。为杜绝“回潮”，督导组要
组要求老板立即将设于洗手间的 “人去楼空”
，该店老板表示，这里
求其限期3天拆除完毕。
热 水 器 拆 除 ，彻 底 消 除 住 人 痕
曾有人居住，但相关部门检查并
随后，
督导组兵分两路对 6 家

企业进行检查。在广东省雅柏家
具实业有限公司，九江镇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厂的粉尘除尘器较
为老旧，曾意外起火，检查后当即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陈钰君
通讯员/黎锦泉）日前，桂城街道组织
城管、安监、综治等部门 50 多名执法
人员，
依法拆除江滨社区毛纺厂内的3
处违法搭建物。
在中区明诚纸箱厂，一大片蓝色
的遮雨棚依附在生产车间外墙，几根
直径大小不一、锈迹斑斑的铁柱支撑
着整片遮雨棚，
安全系数极低。而遮雨
棚下面则是同属违法搭建的、没有设
置门口的砖墙，违法建筑面积达 200
平方米,执法人员进行了依法拆除。
此外，执法人员还对毛纺厂内的
旭森纸类制品厂及华建兴玩具厂的违
法搭建部分进行依法拆除，有效消除
了毛纺厂的安全生产、
消防安全隐患。
“对于违法搭建，
我们发现一宗拆
除一宗，决不手软。”桂城城市管理局
平洲中队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为确保
辖区内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形势持续
稳定，
他们将继续深入排查治理隐患，
严厉打击各种违法搭建行为。

要求其进行整改。该企业行政经
理莫文钊介绍，他们于去年 11 月
投入200万对厂区进行技术改造，
更新、更换生产车间的粉尘除尘
器及其他设备，新的吸尘系统具
有自动火花探测功能，
“每天上班
前，我们还会对员工进行 10 分钟
的安全培训，提高员工安全生产
意识。
”
督导组组长、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李声让主持召开区督导组
会议及区、镇座谈会。督导组指
出，在全镇的共同努力下，九江镇
安全生产工作整体形势可控，督
导组还为九江镇探索综合执法队
模式点赞。
九江镇“三小场所”
和家具企
业较多，督导组要求，接下来要多
管齐下，筑牢安全生产工作“防火
墙”
。从源头抓起，提高企业、
“三
小场所”经营者等的安全生产意
识，落实主体责任；从制度层面抓
起，建立长效机制，如将综合执法
队模式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从
隐患整治排查抓起，加大对安全
生产违规违法行为的打击惩处力
度，对屡教不改、多次整改不到位
的作顶格处罚，严防违规住人等
现象
“回潮”
。

西樵开展幼儿园及校园
周边环境安全隐患排查

落实校园安全管理
确保幼儿安全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林应涛
通讯员/关蕴琪）前日，由西樵综治办
牵头，西樵镇教育、交警、派出所、消
防、安监、食药监、卫生、城管、工商等
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辖区内的幼
儿园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
当天，检查组抵达第一家幼儿园
时，该园的师生正在上课。检查组对
园内教室、消防逃生通道、微型消防
站、幼儿饭堂、厨房、医务室、娱乐设施
等进行全面细致检查，发现园内各项
安全保障措施都达到相关标准。同
时，工商和城管对该园周边的环境进
行了排查和评估。
在第二家幼儿园，检查组发现园
内消防安全设施配备齐全，但后门紧
闭，
且存在车辆堵塞门口、液化煤气瓶
乱放等现象。检查组立即要求整改，
并按照规定，每个门口至少配备一名
安保人员。园长向检查组承诺，将按
照要求，
及时对园内进行全面整改，
确
保幼儿安全。
据悉，
从去年年底到目前，
西樵镇
严格按照《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对全市
幼儿园规范办园行为专项督查和安全
隐患排查工作的报告》的文件精神，
调
动相关职能部门和社区力量，对辖区
内幼儿园开展校内和周边安全隐患大
排查，不断落实岁末年初校园安全管
理工作，
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
确保镇
内幼儿安全。

区委安全生产（消防）第四综合督导组到丹灶镇进行督导检查

杜绝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厂企进驻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杜
颖诗 通讯员/陈锦文 摄影报道）
昨日上午，区委安全生产（消防）
第四综合督导组到丹灶镇进行督
导检查工作。督导组分别对云溪
社区横江工业园部分厂企及丹灶
镇木制品行业进行了检查，并就
丹灶镇村级工业园区整治情况展
开调研。
当日上午，
督导组来到位于
丹灶横江工业园内的某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该厂厂房一楼为生产
车间，
其余楼层均为仓库，
用于储
存成品。厂房内均按要求设置了
消防栓、配备了消防器材，
仓库内
塑料成品按区域摆放整齐，厂房

消防通道畅通。该厂管理人员介
绍，该厂严格按照标准化进行管
理，
每日有专人巡查厂房，
每月有
专人检查、试用消防器材，
确保消
防器材保持正常状态。
“该厂消防
设施、通道都按标准完成，
值得其
他厂企借鉴。
”
督导组组长朱伟新
肯定了该厂消防工作，并叮嘱工
厂管理人员，今后也必须坚持按
要求、
按标准做好消防工作。
检查结束后，督导组就丹灶
镇村级工业园区整治情况开展调
研会。会上，朱伟新肯定了丹灶
镇村级工业园区的整治工作。他
表示，南海区共有 685 个村级工
业园，占地约 14 万亩，要从根源

上杜绝安全生产事故，村级工业
园整治工作不容有失。督导组还
就接下来如何继续规范园区内已
有厂企、如何杜绝不符合标准企
业进驻与相关负责人展开讨论。
朱伟新叮嘱云溪社区各经济
社社长，必须对进驻企业进行高
要求筛选，杜绝不符合安全生产
要 求、存 在 安 全 隐 患 的 厂 企 进
驻。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我们将
坚持监管，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标
准企业坚决查处关停。
”
丹灶镇安
监局局长邓润响表示，丹灶镇对
安全生产工作常抓不懈，以确保
丹灶镇安全祥和的大局，迎接新
春佳节的到来。

■督导组在检查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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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镇小塘社会管理处开展消防知识培训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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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消防安全教育 绷紧安全防范
“弦”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婉滢 通讯
员/冼少兰）为积极贯彻“预防为主、
防消结合”的工作方针，进一步强化
机关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教育，
绷紧安
全防范
“弦”
，
狮山镇小塘社会管理处
昨日组织办公大楼各机关单位 30 余
人，
开展消防知识培训演练活动。
本次培训演练采取教学与实践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分为消防安全知
识讲解、
正确使用干粉灭火器以及消

防栓灭火、
模拟火警等内容。
上午 10 点，消防知识培训演练
活动在管理处内的饭堂旁举行。
“灭
火器的使用要分三步进行：
拔出鞘子
——压好喷喉——对准火焰，且一
定要在评估火情后的适合情况下使
用。
”
现场，
消防专员首先对参演人员
进行了消防安全知识讲解，
系统讲解
了用电防火的注意事项、
消防器材的
正确使用方法及火灾现场的自救和

逃生要诀等知识。
讲解结束后，一场体验式的模
拟火警演练开始。
“控制好喷管，
不要
太靠近火源，
一步步来。
”
在消防专员
的指导协助下，
参演人员按照要求排
好队伍，逐一进行了灭火器、室外消
火栓、
墙式消火栓现场模拟灭火演示
演练，
大家按照操作要领手持干粉灭
火器，跑向起火点，快速将着火点扑
灭，整个模拟操作演练过程动作规

范，
灭火迅速。
此次演练活动的开展，
进一步强
化了小塘社会管理处各办公单位的安
全红线意识，
提高了大家的消防安全
意识和自救能力。小塘社会管理处综
合办负责人表示，
本次演练有序推进，
消防设施运用得当，
参演人员学习的
热情高涨、
应对迅速，
使单位内部人员
积累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
进一步提
高了应急事故防范和处置能力。

讣 告
中共党员、原南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妹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不幸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 13 时在南海社会福利中心康复医院逝世，享
年 86 岁。
邓妹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 2018 年 1 月 14 日上午 10 时在南海殡
仪馆 5 号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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