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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开展城镇燃气抢险救援等应急演练行动，
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气瓶
“一瓶一码”
实现全链条信息化
》相关新闻

“国土篇”
——

九江一电动车
充电时自燃
正 值 安 全 生 产 月 ，南
海区住建部门举行城镇燃
气抢险救援应急演练，为
推进燃气安全工作，下一
步将推进气瓶全链条信息
化，实现“一瓶一码”；里水
镇开展危险化学品泄漏事
故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应
急救援队伍实战能力和多
部门协同作战能力。

■南海区举行城镇燃气抢险救援应急演练，
消防部门使用雾化喷淋枪稀释降低空气中泄漏燃气的浓度。

》燃气安全
建立统一气瓶
安全管理信息系统

》危险化学品
演练模拟氢气
“着火”
救援小组及时处置

昨日，
南海区住建部门在里水
镇举行城镇燃气抢险救援应急演
练，
检验各部门应急协调联动机制。
当日上午9点，
里水镇现通物
流场站内演练现场，
龙威酒店锅炉
房电气短路失火，
冒出熊熊烈火和
浓烟，
酒店员工误操作造成大量燃
气泄漏。临时指挥部立即启动燃
气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兵分三
组实施应急处置，
检测组进行周边
燃气浓度检测，
阀门控制组关闭酒
店支管的燃气控制阀门，
警戒组对
燃气泄漏点进行围蔽，
消防队员进
场灭火并用雾化喷淋枪稀释降低
空气中泄漏燃气的浓度。最后，
现

场所有火源全部扑灭，
泄漏燃气浓
度降为0，
抢险救援工作全部完成。
“这次演练组织有序、
响应快
速迅捷、疏散有序。”南海区国土
城建和水务局（住建）副局长张志
勇表示，
希望通过这次演练，
真真
切切锻炼各部门及企业的事故应
急能力，提高抢险人员事故现场
控制反应速度和水平，检验各部
门应急协调联动机制。
今年 6 月是全国第十七个安
全生产月，
燃气安全是重要内容。
除了组织安全演练，
今年上半年区
住建部门还开展了多次燃气安全
检查，抽查液化石油气储配站 7

座、
瓶装供应站14座、
汽车加气站
6座、
加氢站1座、
液化天然气储配
站 2 座，
出动各类检查人员 70 人
次，
共发现隐患数 134 个，
目前已
全部落实整改。
张志勇透露，
下一步，
将顺应
气瓶改革，
以液化石油气钢瓶为试
点，
建立全市统一的佛山市气瓶安
全管理信息系统，
实现气瓶从检验、
充装到瓶装液化石油气运输、
储存、
配送、
使用等各环节全链条信息化
管理。通过在气瓶安装二维码识别
标签，
实现
“一瓶一码”
。同时，
还将
加强管道气推广，
探索老旧小区管
道燃气改造，
并严厉打击
“黑气”
。

昨日，里水镇在广东华特气
体股份有限公司开展 2018 年危
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应急救援演
练。里水镇应急办、
安监局、
环保
办、和顺交警中队、和顺消防队、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等单
位组成应急救援小组参加。
此次演练假设广东华特气体
股份有限公司储罐区氢气储罐压
力表前设置的截止阀门发生泄
漏，
氢气冲出后立即着火，
附近的
杂物被引燃，
产生滚滚浓烟，
一名
巡检员消失在浓烟当中，救援人
员立即开展救援工作，最后将该
名巡检员救出并送往医院做进一
步治疗。
“事故”发生后，现场作业人
员随即向指挥员报告险情，企业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拉响警报，
企
业应急小组成员立即从各个岗位
迅速赶往应急物质智能仓库提取
应急装备，到指挥部听取指示开
展救援工作。
但泄漏气体向厂外扩散，
会影
响周边企业安全，
指挥员命令通讯

组即刻向110报警，
同时向里水镇
安监局汇报情况。接到企业支援
请求后，
各有关部门单位赶赴现场
参与救援，
险情得到控制，
应急状
态解除，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相关善后处理工作。
里水镇党委委员、
副镇长何宏
图表示，
此次应急救援演练是检验
里水镇应对危化品事故抢险救援
的多部门联动演练，
也是提高应急
救援队伍实战能力和协同作战能
力的一次拉练，
希望各单位、
各企
业要以这次演练为契机，
认真总结
经验，
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
确保
应急救援能力稳步提高。
南海区安监局应急管理中心
主任寸凌云表示，演练的场景设
置逼真，
救援过程紧张而有序，
各
救援小组准备充分、
配合默契，
演
练收到很好的成效。

■里水开展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应急演练，
消防人员赶赴现场救援。

建行三水支行开展
“扫黑除恶、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月活动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
政府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决策部署，以及银监局和建行
省市分行关于防范非法集资活动
的工作精神，进一步提高社会公
众对扫黑除恶、防范非法集资的
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维护三水
当地社会治安以及经济金融秩序
的稳定与安全，建行佛山市分行
三水支行开展
“扫黑除恶、防范非
法集资”
宣传月活动。
本次宣传月活动，三水支行

成立“扫黑除恶、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月活动领导小组，支行以各
营业网点为宣传主阵地，多种渠
道开展活动。各支行班子带队，
组织开展“扫黑除恶、
防范非法集
资”
知识宣传，
向客户发放宣传资
料；建锋支行利用俄罗斯世界杯
纪念册巡展契机，通过“扫黑除
恶、防范非法集资”知识宣传，增
强公众理性投资意识，
受到好评；
建信支行组织员工到三水广场，
通过以案说法、政策解读等方式，

■活动现场。
解答群众提出的疑难问题。
本次活动中，三水支行辖属
12 个网点，通过不同形式参与了

宣传活动，参与员工达 150 余人
次，受教育人群约 2000 人次，发
放宣传单 8000 多份，播放公益广
告 170000 次，
把
“扫黑除恶、防范
非法集资”
活动，
作为日常重点宣
教工作，
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方式，
积极提升社会公众的防范意识，
及时宣传总结好的经验和典型特
色做法，使活动机制化、常态化，
活动效果最大化，增强活动影响
力与金融知识普及效果。
（陈修仪）

“牵手国寿 共创未来”
客户节暨广发银行成立三十周年高峰论坛举行

6月9日，
中国人寿第十二届
“牵
手国寿 共创未来”
客户节暨广发银行
成立三十周年高峰论坛在广东省广
发银行南海金融中心隆重开幕。
据悉，本届客户节是首次由
广发银行承办的国寿客户节活
动，规模大、受邀人数多、形式丰
富，既充分展示了中国人寿“保
险+投资+银行”
的整体实力，
也展

现了广发银行进入国寿时代后的
新面貌、
新势能。
在论坛揭幕仪式上，出席领
导与参会嘉宾共同回顾了中国人
寿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忘初
心，成己为人，成人达己，长期支
持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为客户
带来美好生活的成果。
下一步，中国人寿将从内外
部共同发力，一是整合好内部协
同圈，
给客户提供一体化的服务、
一致性的体验；二是开拓好外部
协同圈，
将金融和经济、生活作为

■活动现场。
有机整体，更好地为客户提供嵌
入式、
情景化的金融服务。
中国人寿集团董事长杨明生
表示，
中国人寿将秉承改革开放之
精神，
通过走出去、
请进来，
开放自

己的生态圈，
积极融入外部的生态
圈，
建立全面涵盖
“综合金融+医食
住行玩”
的强大生态体系，
与客户
携手共同打造未来美好生活。
据介绍，本届客户节还延伸
到线上，打造 7*24 在线客户嘉年
华。由中国人寿电商公司牵头，
搭建线上客户节平台，嵌入集团
公司掌上国寿、集团官微、集团官
网、国寿通，以及寿险公司、财险
公司、养老险公司、电商公司、广
发银行等客户移动互联应用。
（招卓臻）

“我爱高明 爱心行动”
启动

为城管、环卫、建筑工人等户外作业工作者送
“清凉”

■活动现场。

由佛山日报社、高明区总工
会、高明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
建）联合主办，中梁首府协办的
“我爱高明·爱心行动——2018
高明区炎夏送清凉献爱心系列活

动”
6月12日正式启动。
近来不仅天气炎热，且正值
夏季汛期，
台风天、强降水等极端
天气愈加频发，高明区各岗位工
作人员依然坚持在劳动第一线。
为了表示对一线工作者的敬
意和慰问，主办方为高明区内从
事户外作业、高温大雨不停歇的
一线劳动者，
送上清凉饮料和诚挚
的问候。此外，本次爱心公益活
动，
还前往高明区福利院、荷城街
道敬老院送上问候和爱心物资。
据主办方介绍，
“我爱高明，
爱

心行动”
是一个系列爱心活动，
将持
续到 6 月底。在 6 月中下旬，
还将
分批把王老吉、
定制纯净水等清凉
物品送到高明交警、
环卫工人、
城管
人员、
市政建筑工人、
云勇林场护林
员等手上，
为这群高温工作的户外
作业人员送去
“炎夏清凉”
。
作为本次活动的协办方，中
梁首府相关负责人表示，2018 年
中梁以前瞻性的目光与稳健的步
伐参与到高明城市的建设之中。
此次活动, 中梁首府与其他单位
一起，共同为高明区从事户外作

业、持续高温工作在一线的交警、
环卫工人、城管人员、建筑工人、
护林员等，送上清凉饮料和诚挚
的问候，以表示对高明高温工作
者的关怀和敬意。
另外，6 月 30 日，
“ 全城送清
凉活动”
将在荷城中港城、荷城广
场、明湖公园等人流密集场所派
送清凉饮品。领取方式：1、特殊
作业人员凭服饰或工作证件领
取；
2、其他人员登记信息领取；
3、
参与
“献爱心换清凉”
活动者凭手
机截屏图领取。
（招卓臻）

电动车充电时不慎自燃引
发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日
前，九江镇某餐厅发生一宗电
动车充电自燃事故，所幸处置
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民警对
当事人进行现场安全教育，同
时，餐厅老板因存在消防隐患
被处罚。
卢女士是九江镇下北社区
一餐厅工作人员，6 月 9 日早
上，
她为了贪图方便，
上班后便
将电动车电池拆下来，拿到餐
厅二楼大厅插座充电。至中午
1 点多，
充电电池突然爆燃。听
到爆燃声后，餐厅员工立即跑
过去，用灭火器把火扑灭。因
扑 救 及 时 ，没 有 造 成 人 员 受
伤。通过现场检查和了解，初
步分析判断是因为电池长时间
充电引起的爆燃事故。
“日常生活中，
电池长期使
用、充电器不匹配、私拉电线电
压不稳等违规充电行为，都容
易引发安全事故。
”
民警当场对
事主进行批评教育，并强调电
动车充电安全注意事项。期
间，消防部门还对餐厅进行了
消防检查，发现餐厅存在堵塞
消防通道等隐患，随即责令餐
厅负责人立即整改。
民警提醒，电动车驾驶员
在选购使用电动车时，一定要
选择已获生产许可证的厂家生
产的质量合格的电动车、充电
器和电池，不得违规改装电动
车及其配件；在高温天气下骑
行之后，
要把车子放在阴凉处，
等车子以及电池的温度降下来
后再充电，充电时一般夏天充
电 6~8 小时，
冬天充电 8~10 小
时为宜，
电池不宜过度放电；
不
私拉电线充电，最好在出租屋
集中充电处充电；
禁止在室内、
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充电，
平
时给电动车充电应尽量在室外
进 行 ，并 确 保 周 围 没 有 可 燃
物。如发现电动车起火，千万
不要惊慌，应迅速找干粉灭火
器直接扑灭。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 李华
特约通讯员 梁锦丹 沈芝强
招洁航 通讯员 庞嘉铖 蔡杰楠
王永和 杨敏红

土地登记需合法
切勿缠访闹访
■案情简介
2016 年，桂城的刘某凭借 1953
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要求办理宅
基地登记，土地管理部门以 1953 年
《土地房产所有证》已失效为由不予
办理。其后，刘某不服，多次到国土
部门缠访闹访，强闯办公区域，推砸
办公设施，造成国土部门经济损失超
过 5000 元，最终被依法立案追诉刑
事责任。

■国土部门说法
根据1987 年颁发的《广东省土地
证书颁发办法》第 4、第 9 和第 10 条
第 3 款，使用国有或集体所有土地的
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规定申领或换
领土地证书。领证（换证）工作截止
于 1992 年底。当事人居住在香港、
澳门、台湾地区和国外的，换证截止
期限延长至 1995 年底。逾期不办理
领证（换证）手续又不申请暂缓办理
的，原批准用地证件或土地证书作
废，其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受法律
保护。因此，刘某持有的 1953 年《土
地房产所有证》已失效，
不能凭此换领
新土地证。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
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 33 条规定，
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涉嫌造成公私财
物损失五千元以上的、毁坏公私财物
三次以上的，
应予立案追诉。因此，
刘
某的行为已涉嫌触犯故意毁坏财物罪
并达到应予立案追诉的标准。
■相关链接

6月16日至6月18日、
6月23日
至 6 月 24 日，
南海区普法办、
南海区
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国土）将联合举
办“珍惜土地资源，建设美丽家园”
主题学法大赛，参与答题有机会获
得电影票和微信红包。详情请关注
“南海普法”
微信公众号。
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国土）
供稿

南海普法

“花房”
范营销中心

推广

莫奈花园主题社区亮相

■营销中心现场图。

6 月 9 日上午，万科中天城市花园
莫奈花房营销中心及项目示范区同步
开放。
营销中心开放现场，
主办方为来宾
安排了众多活动，
从激情四溢的雄狮表
演，到动感十足的专业乐队表演，精彩
的舞台剧演出，还有花样精致冷盘点
心，
最显诚意的莫过于大量精美礼品免
费相送……到场的来宾在热闹非凡的
欢乐气氛中边吃边看边玩。
据悉，
万科中天城市花园位于佛山
三水白坭，
是万科为广佛打造的莫奈花

园主题社区。
莫奈花园位于法国巴黎以西 70 公
里的吉维尼小镇上，
是法国著名画家莫
奈的故居。莫奈既是著名画家，
也是出
色的园艺家。他依着花木自身的生长形
态来设计花园，
不仅高低错落，
而且极重
视色彩的协调性，
红色、
棕色、
橘黄、
蓝色
等色调的花丛错落其中，
呈现出自然的
视觉动感,形成赤橙黄绿青蓝紫白的完
美色彩组合，
犹如画家手中的调色板。
立足于莫奈花园的形象，
万科中天城
市花园销售中心采用了玻璃花房的形象
设计，
外观充满艺术气质，
内里明亮舒适。
高耸的花房之外，
绽放着紫色的薰
衣草、红色的玫瑰、黄色的月季……姹
紫嫣红，
仿佛画家笔下的场景。
此外，据销售人员介绍，社区园林
同样按照莫奈花园的风格进行设计，
沿
河岸打造一条滨水走廊，
就像法国莫奈
花园的水景花园。住宅建筑沿河边一
字型排开，
南侧一线河景资源，
共规划7
栋高层居住建筑。
（招卓臻）

太平人寿获准销售税延养老专项产品

推广

三款产品三地同步启动试点
近日，
太平人寿个人税收递延型商
业养老保险专项产品
“太平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
（2018）”
（以下简称“太平税延养老保
险”
）正式获得中国银保监会的批复，
将
在上海市、
福建省和苏州工业园区三地
同步启动销售。
太平人寿此次获准销售的税延养
老保险产品包括收益确定型（A 款）、收
益保底型（B1 款）和收益浮动型（C 款）
三款，
匹配了低、
中、
高不同风险偏好的
客户需求。A 款产品账户专为风险保
守型客户设计，
在积累期都能享有保证
利率 3.5%的固定收益；B1 款产品账户
属于稳健型选择，它设置了 2.0%的最
低保证结算利率，
并在此基础上享有浮
动增值收益；
C 款产品账户则考虑了进

取型客户的需求，
将积极主动配置流动
性、固定收益类、权益类等资产。值得
一提的是，这三款产品账户，还可以按
规则进行灵活转换，
有助于客户实现资
产配置的最大化收益。
在投保渠道上，
太平人寿也提供了
线上+线下并行的便捷方式。线上可
以通过
“太平保宝”
、
“中国太平 95589”
微信公众号投保，
线下则可以找公司代
理人或到公司营业网点购买。
除了上述提到的在线投保平台，
还有方便客户快速计算税收优惠额
度的“税优计算器”，以及可以随时在
线查看账户价值变动的平台窗口，随
后还将逐步开放在线自助交费、转换
账户的功能。
（陈慧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