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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城重拳整治
“小散乱污”
企业与
“未批先建”
项目

整治提升一批 关停取缔一批
措施

各镇街要建立健全
“黑色物业”
公示制度

禅城开展环保违规
建设项目综合整治

如果把今年禅城区的“蓝天保卫战”看作是一场全
局性的环保战役，那么“环保违规建设项目综合整治行
动”则是这场战役中的关键一战。
记者昨日从禅城区环境保护局了解到，禅城区已于
本月开展环保违规建设项目综合整治，未批先建和未验
先投的建设项目、
“小散乱污”企业成为本次整治的目
标。其中，禅城区 4 个镇街共 21 个村，被列为本次行动
的重点村；佛山涌、九江基涌、村头大涌、西三涌、西四
涌、郊边涌等水质不达标内河涌周边区域被列为本次行
动的重点区域；家具、石材、汽修、洗车等行业被列为本
次行动的重点行业。
环保违规建设项目综合整治是近年来禅城“铁腕治
污”理念的延续。此次整治行动将按照“整治提升一批、
关停取缔一批”的工作原则，对可以完善环保手续的项
目予以整治提升，对不符合环保审批和验收要求的项目
予以关停取缔，确保有效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重点村：
●祖庙街道镇安村、
永新村
●石湾镇街道奇槎村、
沙岗村、
黎涌村、
石头村、
深村村、
河宕村
●张槎街道青柯村、
大沙村、
张槎村、
白坭村、
大江村、
古灶村
●南庄镇溶洲村、
杏头村、
堤田村、
东村村、
梧村村、
河滘村、
杏头村

重点行业：
家具、
石材、
汽修、
洗车等行业

特点

企业以分租方式擅自扩大生产规模

从环保部门今年初步排查结果
来看，
环保违规建设项目主要存在
两大特点。
首先是村级工业园区
“小散乱
污”
企业存在隐患。自
“腾笼换鸟”
战略实施以来，
部分村级工业区内
低端产业被责令关停或搬迁，
但高
端产业尚未入园，
在产业转型升级
的过渡期，
个别村级工业区为了短

现状

初步排查出
“未批先建”建设项目上百个
记者从区环保部门了解到，为
违法行为便依法查处。2017 年共
妥善解决“未批先建”等环保违规
立案 298 宗，
作出处罚决定 341 宗，
建设项目问题，按照环保部的统一
处罚金额 1239.27 万元；其中涉及
部署，
禅城区曾于 2016 年 3 月印发 “未批先建”、
“ 未验先投”的立案
《禅城区深化环保违规建设项目清
122 宗，作出处罚决定 108 宗，处罚
理整治工作机制改革工作方案》， 金额618.21万元。
采取补办一批、备案一批、整改一
2018 年 3 月以来，区、镇两级
批、取缔一批的方式，排查出 423
环保部门对辖区内“未批先建”建
个违规建设项目，并于 2016 年 12
设项目开展了拉网式排查，初步排
月底前完成清理整治。
查 出“ 未 批 先 建 ”建 设 项 目 上 百
2017 年，禅城区环保局按照
个。从企业规模来看，主要为中小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严格
型企业，以“小散乱污”企业居多；
落实环保违规建设项目清理工作的
从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家
通知》，
对已通过环保备案的项目纳
具、五金、不锈钢、石材、塑料等行
入日常监管及“双随机”抽查，发现
业。

步骤

期的租金收益，
引入一些落后产能
和
“小散乱污”
企业，
典型的如石湾
镇街道的永新工业区、南庄镇的河
滘麻陈工业区，
大量淘汰的落后产
能重新占据提升改造后的厂房，
以
多种形式逃避监管，
造成了严重的
环境安全隐患。
其次，
家具行业
“未批先建”
问
题较为突出。禅城区家具行业主要

集中在南庄镇河滘、
杏头等区域，
经
过历次查处，
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部
分企业在利益驱使下，
使用多种手
段逃避监管：
一是部分环保手续齐
备的企业采取分租的方式擅自扩大
规模；
二是部分家具企业搬迁后以
房东身份将厂房转租给石材加工企
业；
三是部分企业关停后，
以较为隐
蔽的方式转入
“地下”
经营。

今年 8 至 12 月为综合整治阶段

在经过对环保违规建设项目
的现状特点进行深入分析后，
禅城
区已于本月开展此次综合整治行
动。记者了解到，
整治行动将分三
个阶段进行。
今年6月至7月为
“摸底调查阶
段”
。该阶段将对全区现有的环保
违规建设项目进行全面摸底调查，
建立分类名录。各镇街要按照整治
范围要求，
明确本辖区的重点整治
行业和村居，
列出整治清单，
明确整

治目标、
整治任务、
整治时限。
盘活现有土地资源，加速“腾笼换
今年 8 月至 12 月为
“综合整治
鸟”，推动全区“植产兴业”战略实
阶 段 ”，也 是 此 次 行 动 的 关 键 阶
施，
拓展禅城区城市发展空间。
段。该阶段相关部门将采取
“上下
2019 年 1 月至 3 月为“巩固提
联动、属地负责、部门协作”的方
高阶段”。该阶段将建立和健全
式，对可以完善环保手续的项目， 区、镇（街）、村（居）三级联动的长
纳入整治提升范围，
依法查处后督
效监管体制，
通过
“区抽查、镇（街）
促指导其完善环保手续，
并强化日
巡查、村（居）协查”
的方式，
对环保
常监管，
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
违规建设项目整治提升工作进行
级。对于不符合环保审批和验收 “回头看”
，
坚决打击
“无牌无证”
和
要求的项目，依法予以关停取缔， “黑作坊”
，
防止
“死灰复燃”
。

禅城法院与区司法局联合开展法制宣传进校园活动

看情景剧学法 谨慎交友远离毒品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汉坤 通
讯员/罗倩琳）缺少关爱的初中生
李明，结识社会不良少年后染上
毒品，为了吸毒持刀抢劫还刺死
了店老板，最终被判刑。昨日，这
一情景剧在禅城法院联合区司法
局开展的法制进校园活动中上
演，提醒学生们要遵法守法、远离
毒品。
昨日，禅城法院与区司法局
在市第十四中学举行了禁毒法制
宣传进校园活动。参与本次活动
的是东方河宕学校的初一学生，
活动采取了情景剧结合模拟法庭
的形式，由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的
大学生进行了生动演绎，给同学
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律课，增强
中学生遵法守法远离毒品的意
识。
情景剧中，缺少父母关爱的
初中生李明，结识了社会上的不
良少年阿标。李明在自称为“兄
弟”
的阿标的带领下，逐渐学会了
喝酒、抽烟、吸毒。阿标因赌博欠
债，李明便挪用班费给了阿标，后
来还被阿标威胁勒索……最后为

了吸毒，缺钱的李明竟动用了歪
脑筋，在抢劫士多店时刺死了店
老板，最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十五年。李明的故事为同学们讲
述了一名青少年是如何染上毒
瘾，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泥潭。有
同学不禁感慨，做人要懂得法律，
不能犯法，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
该做。
“同学们，你们觉得是什么原
因让李明一步步走向犯罪呢？”
禅
城区司法局普法教育科的李兴涛
向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课
堂上的气氛十分热烈，有同学回
答道：
“我认为原因主要分为两个
方面，一是李明的监护人没有尽
到监护职责，二是李明交到了坏
朋友。”
不少同学看完情景剧后感
触很深，
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法制进校园活动的尾声，
禅城法院少年审判庭庭长黄庆孝
向同学们强调了毒品的危害，告
诫同学们一定要远离毒品。同
时，也建议同学们谨慎交友，与社
会上的青年打交道时更是要多加
小心，切勿为了所谓的“讲义气”

■模拟法庭正在进行模拟审判。
而让自己跌入犯罪的泥潭。
“非常喜欢这种形式的法制
教育讲课，特别生动有趣且印象

珠江时报记者/穆纪武 摄
深刻，对我的帮助很大，同时让我
明白了要杜绝交坏朋友，学会用
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在东方河

宕学校就读初一的林同学说，并
希望以后可以更多看到这种情景
剧，
丰富大家的法律知识。

禅城失业金调整至 1359 元/月
升幅达 12.5%，
惠及全区 3564 人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群飞）记
者昨日从禅城区社保局获悉，按
照上级统筹，禅城目前已完成失
业金的调整，
即从原来的1208 元/
月 调 整 至 1359 元/月 ，升 幅 达
12.5%，
惠及全区3564人。
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调整
失业保险金标准的通知》的规定，
从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失业人员
领取失业保险金标准由现行规定
最低工资标准的 80%提高到最低
工资标准的90%。

目前，
佛山市的最低工资标准
为 1510 元/月，按此计算，禅城区
失业金保险由原来的 1208 元/月
提升至1359元/月，
增加了151元/
月，
增幅为 12.5%。新政实施一个
月，
目前禅城已经完成了失业金的
调整，全区 3564 名符合条件的参
保人领取到调整后的失业金。
据悉，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
限是根据参保人失业前缴纳失业
保险费的年限而确定，即缴费年
限1至4年每满一年可领1个月的
失业保险金；4 年以上的，超过 4

制图 王/定涛

重点区域：佛山涌、
九江基涌、
村头大涌、
西三涌、
西四涌、
郊
边涌等水质不达标内河涌周边区域

年的部分，
每满半年可增加 1 个月
的失业金。每次领取失业金的期
限最长为24个月。
假如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
险金期间，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跨
统筹地区重新就业并参加失业
保险的，其失业保险关系随本人
转移，转移前的尚未领取期限与
再次失业时的领取期限合并计
算。职工、未领取失业保险金的
失业人员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跨
统筹地区就业并参加失业保险
的，失业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

缴费时间累计。
因此，在职参保人员的失业
保险关系应转移到现参保地，符
合条件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失
业人员，户口在本省行政区域内
的，可以选择在现参保地领取失
业待遇；也可以选择将失业保险
关系转移到户籍所在地社保部
门，并在户籍所在地领取失业保
险待遇。
此外，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
险金期间在失业保险关系所在
地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计

算医疗保险缴费年限，还可以享
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失业人
员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从失业保险关系所在地失业保
险基金中支付，个人不缴纳基本
医疗保险费。
值得提醒的是，失业人员向
禅城区各街道行政服务中心综合
窗口提出申领失业保险金申请，
从次月起的每月 1 至 10 日到所属
镇街道行政服务中心或社区居委
会办理失业保险金领取资格验证
手续后，
方可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记者了解到，
此次整治行动，
禅城
区环委办作为牵头单位，
负责制定综
合整治行动方案，
统筹建立部门联动、
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的工作机制。各
镇街作为整治工作的主战场，
要贯彻
落实属地责任，
因地制宜制订切实可
行的落实方案，
整合
“一门式”
综合执
法力量和村（居）力量予以落地实施。
为确保环保违规建设项目综合
整治行动持续深入推进，
工商、公安、
消防、城管、安监、质监等有关职能部
门，将按照各自职责严格依法查处，
推动形成部门协作合力。其中，
涉及
工商行政管理方面违法行为的，
由工
商部门依法查处；
违法行为适用行政
拘留，或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由公
安部门依法查处；
涉及消防方面违法
行为的，由消防部门依法查处；涉及
违法建设方面违法行为的，
由城管部
门依法查处；
涉及安全生产方面违法
行为的，由安监部门依法查处；涉及
特种设备安全方面违法行为的，
由质
监部门依法查处。
禅城区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冯凯鸿
强调，
开展此次整治行动，
再次表达了
禅城
“铁腕治污”
，
为市民打造优质生态
环境的决心。各镇街要按照上级有关
部署，
试点探索出租人出租物业污染环
境责任追究制度，
建立健全
“黑色物业”
公示制度，
落实村居和出租人的环保责
任；
指导各村居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建
立和规范集体建设用地和物业租赁、
土
地收益分配等经济管理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
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者将被列入
“黑色物业”
名单：
出租
给无牌无证污染企业的物业；
物业出
租方明知承租企业和生产经营者违
法排污，没有向政府相关部门举报，
且承租企业和生产经营者因严重环
境违法被行政处罚。
文/珠江时报记者 谢轲
通讯员 禅环宣

禅城开展打击传销
宣讲进酒店活动

为传销提供场所
最高可罚 50 万元

珠江时报讯（记者/黎小燕 通讯
员/揭毅）当前，传销活动已由传统的
“拉人头”
模式转为以网络活动为主的
新型传销，
而这些网络传销往往会
“盯
上”
酒店开展宣传活动。昨日，
禅城区
打传办开展打击传销宣讲进酒店活
动。执法人员提醒各酒店负责人，为
传销行为提供经营场所、
培训场所的，
将面临行政处罚，
除没收违法所得外，
最高可处50万元罚款。
昨日下午，区综治办、市公安局
禅城分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
等区打传办成员单位、区文体局及酒
店行业主管部门等相关负责人，结合
各自职能进行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宣
讲。辖区所有三星级酒店以上（含三
星级）及各大型酒店约 30 名负责人
参加活动。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兼区打
传办主任余家菊在会上表示，从近年
来的执法办案经验来看，新型网络传
销活动已在部分大酒店产生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比如返利模式的电子商
务平台、高额回报的虚拟货币以及以
慈善互助的金融平台等，这些新型网
络传销往往借助各大型酒店，特别是
知名品牌的酒店，
以培训、
分享会等形
式进行宣传，
因此，
各酒店负责人要引
起高度重视，
严格审核把关，
防范传销
风险。
“以往，传销活动往往是‘拉人
头’
，
如今，
随着虚拟经济、
金融创新日
益活跃，
借助互联网、
金融平台开展的
传销活动越来越多。”活动中，执法人
员分析了当下传销活动的新趋势，并
现场支招如何有效防范传销。他提醒
酒店负责人，
要做好事前审核、
事中监
督、事后配合三项工作。
“尤其是以新
经济、
新业态、
云技术、
互联网+等新名
词为活动主题的，
或借西部开发、
一带
一路、
大众创业、
民间慈善等官方名义
活动的，
要核实活动内容，
在活动过程
中，
如发现明显异常，
须及时向工商或
公安部门举报。
”
执法人员还提醒，
根据《禁止传销
条例》，
经营者为传销行为提供经营场
所、
培训场所、
货源、
保管、
仓储等条件
的，
将会受到行政处罚，
由工商部门责
令其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其违法所得，
并可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