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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区健明摄影报道）日前，

记者跟随丹灶镇综合行政执法

办（城管）工作人员到南海国家

生态工业示范园查看环境情

况，发现园区内凤凰大道和银

海大道北两个地方存在较多环

境问题。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走访发

现，位于凤凰大道的三简科技有

限公司斜对面有大片空地，周边

没有围挡和遮盖设施，市民在此

倾倒垃圾的现象屡有发生。经

过一段时间的累积，现空地上堆

积着渣土、烂麻袋、枯树枝等各

种垃圾，面积约150平方米，并

发出阵阵呛鼻的气味。

“如果不及时清理，垃圾

堆放的面积会越来越大，希望

相关负责人能及时清理，同时

加强管理，为市民营造干净整

洁和宜居宜业环境。”丹灶镇

综合行政执法办（城管）相关工

作人员说。

随后，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

到银海大道北，发现沿路也堆积

了大量塑料袋、木板以及碎瓦砖

块等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还停

放了一辆贴满牛皮癣的“僵尸

车”。据了解，因一些市民贪图

方便，随意在小道偷倒生活垃

圾，日积月累，导致该道路堆积

了大量垃圾，严重影响市民出行

和城市面貌。

作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

生态空间的综合体，城市要实

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

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

秀，需要在细微处下功夫。“希

望通过加强宣传，营造全民主

动参与城市管理的氛围，推动

城市管理精细化，使城市颜值

日日新。”丹灶镇综合行政执法

办（城管）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下阶段将把让丹灶更干净、更

有序、更安全作为目标，在精细

化管理中不懈努力，创新工作

机制与方法，继续为建设和谐

美丽的丹灶贡献力量。

丹灶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城

管）也呼吁广大企业、单位及市

民，要正确处理工业垃圾和生活

垃圾，提高自身素质，共同营造

良好的居住环境。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黎淑玲）近日，丹灶镇综

合行政执法队依法立案查处了

一宗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

垃圾的案件，并对当事人处以

2000元的行政罚款。

当天，丹灶镇行政执法队执

法人员巡查至丹灶镇联沙社区

时，发现当事人陈某涉嫌擅自设

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执法人

员当即制止其行为，并拍照取证

以及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

经查，该地块没有办理设立

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的相关场

地审批手续和证件，当事人为了

谋求利益，私自设立弃置场受纳

建筑垃圾，其行为涉嫌违反了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九

条的规定。执法人员依法进行

立案查处，对当事人陈某处以

2000元罚款,并要求其自行清

除建筑垃圾。之后，执法人员再

次到现场巡查清理情况，发现该

处建筑垃圾已被清理干净。

丹灶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提

醒广大市民，受纳建筑垃圾应

该依法合规，如果处置不当，会

对土壤、水源甚至空气产生污

染，还会影响市容市貌和环境

卫生，“接下来将继续大力查处

建筑垃圾违法处置、偷倒乱倒

等违法违规行为。”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 通

讯员/杜嘉雯摄影报道）近日，丹

灶镇综合治理办（流管）多次组

织开展“五进”活动，以进企业、

进村（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

社会组织的形式，广泛宣传积分

入学、积分入户、居住登记、居住

证办理等相关政策法规，以此提

升新市民的归属感，进一步深入

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活

动及佛山市新市民服务管理宣

传月活动，助力全镇2021年积

分入学工作有序开展。

长期以来，丹灶镇综合治

理办（流管）坚持以营造共建共

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以

促进新市民融入佛山为重点，积

极推进新市民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据统计，连日来“五进”活

动共派发宣传单张约7800份，

送出宣传小礼品约1600份，服

务新市民超1500人次。

“积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

得，这边可以详细了解一下。”近

日，丹灶镇综合治理办（流管）工

作人员前往仙岗幼儿园设摊宣传

积分入学知识，现场为新市民家

长解读积分入学可积分项目、注

意事项及材料准备等相关信息。

“我为了小孩能入读公办

学校的事四处奔波，今天得知积

分办在这里设摊宣传，下班就立

刻过来咨询了。”新市民吴先生

说，通过咨询他了解到不少积分

入学相关知识，之前的疑问也得

到了解答，希望以后能多开展此

类便民活动。

记者了解到，丹灶镇积分

办将于4月29日上午在银河社

区南华厂宿舍区开展服务活

动，工作人员现场设置摊位宣

传，接受新市民的咨询，派发宣

传单张，为新市民答疑解惑。

现场还会设置有奖问答环节，

并派发小礼品。

据悉，丹灶镇积分入学将于

5月28日开始接受申请，请广大

新市民家长根据《2021年南海区

新市民积分积分标准和证明材料

一览表》提前准备相关证明材料。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黎淑玲）近日，丹灶镇综

合行政执法队开展市容专项整

治行动，对丹灶城区周边群众投

诉较多的环境黑点进行整治，进

一步维护干净、整洁、有序的市

容，营造靓丽的城市环境。

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前，丹灶

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经过多方研

究部署，制定周密方案，明确目

标任务和工作措施后落实开展

整治工作。

经调查得知，丹灶城区周边

车流量、人流量比较大，夜间流

动摊贩将桌子、凳子摆在人行道

上，经营车辆也停在马路上，严

重影响正常交通；同时，占道经

营产生了大量塑料袋等垃圾，一

些违法经营还会产生油污污染

路面，影响市容市貌。

针对此现象，丹灶镇综合行

政执法队组织执法人员开展夜

间占道经营摊档集中整治行动，

当晚共查处无照摆卖经营摊档

6档，其中对4档现场作出行政

处罚，扣押2档的经营工具。

近日，丹灶镇综合行政执

法队也联同多部门，针对丹灶

城区日常投诉黑点与周边部分

商家占道经营、店外摆放无序、

乱摆广告店招、非机动车乱停

乱放、杂物堆放等行为，开展市

容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以

开展宣传教育为主，向经营户

详细讲解相关规定。遇到个别

不理解、不配合工作的摊主及

经营户，执法人员耐心劝导，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们切实

认识到占道经营的危害及隐

患，提醒其自觉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行动共清理广告牌20

个、乱张贴30处，整治8家占

道经营商铺。

接下来，丹灶镇综合行政执

法队将保持高压态势，打击黑

点、顽固点，不定时开展“回头

看”行动，进一步巩固整治成果，

确保专项整治行动取得实效。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

琛 通讯员/黎淑玲）日前，丹灶

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深入开展

“两违”整治专项行动，对荷村

社区两处违法建设施工现场

依法采取吊石封堵出入口的

强制措施，制止当事人的违法

抢建行为，严厉打击辖区内的

“两违”行为。

据悉，荷村社区两处违法

建设施工工地在没有取得建设

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进行

违法建设。前期，执法人员已对

当事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并张贴封条查封施工现场，责令

其立即停止施工。

事后，执法人员再次到现

场检查，发现上述两处违法建设

施工工地不仅没有停工，还存在

偷建抢建行为。为有效遏止违

法建设行为，丹灶镇综合行政执

法队组织施工队伍对该建筑物

违法建设现场出入口采取吊石

封堵措施。

在查封过程中，执法人员

严格遵循执法程序开展行动，同

时积极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做好

当事人的教育引导工作，确保查

封工作依法、安全、有序实施。

接下来，丹灶镇综合行政

执法队将继续保持严控严管的

高压态势，开展不定期巡查，坚

决防止复建，以“零容忍”态度打

击各类违法建设行为。

丹灶曝光两处卫生黑点
丹灶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呼吁，要正确处理工业垃圾

和生活垃圾，共同营造良好居住环境

擅自设立弃置场 当事人被罚2000元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李健威）日前，在丹灶镇

某企业上班的90后女子小雨（化

名）向警方报案，称自己投资购

买虚拟货币被骗了13万元。这

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今年3月小雨看到客

户阿欣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投资

的资讯，声称投资该理财项目有

高收益。看到了这种动动手指

就能赚钱的“好事”，小雨心动

了，便主动给阿欣发信息询问该

如何投资。

在了解到这是类似比特币

的数字货币时，小雨便向阿欣索

要了投资平台的二维码下载

APP。谨慎的小雨并没有马上

注册，她查看阿欣提供的营业执

照后，上网搜索该APP的相关信

息，在确认该APP是提供服务并

收取佣金的“服务商”后才开始

投资。

4月11日，小雨向客服提供

的银行账号转账了6万元用于

购买虚拟货币，随后，阿欣向她

发来了一份“支付技术服务费”

的电子合同。4月12日，小雨发

现无法登录账号，只好在阿欣的

指引下重新安装APP，并追加充

值了4万元。当天晚上，小雨发

现自己购买的10万元虚拟货币

“升值”到了174万元，足足“赚”

了164万，且客户端提示可预约

提现。

兴奋不已的小雨立即联系

阿欣进行预约，并表示会在提现

后给阿欣佣金。然而当输入密

码进行提现操作时，小雨却被系

统提示因多次“输错密码”而冻

结了账户，需要缴纳3万元的保

证金才能解冻。

眼看着只差最后一步就能

提现，小雨听信阿欣的建议，向

各借款平台借了3万元用于修改

密码，最终完成了解冻账户和提

现的手续。

4月 13日，小雨再次打开

APP查看到账情况，却发现账户

又被冻结了，需再充值17万元进

行解冻。小雨这才意识到自己

被骗了，于是赶忙报警。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丹灶警方提醒广大市民，

要理性投资，选择合法的投资

渠道，不要轻信网友的说辞，

对任何宣称有超高收益的投

资理财项目，一定要保持戒

心，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如

发现被骗，一定要保留证据，

及时报警。

投资“赚”164万？
其实被骗13万！

丹灶警方提醒：勿信任何宣称有超高收益的投资理财项目

丹灶新市民服务宣传月活动启动，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积分入学知识送到新市民身边

丹灶开展市容专项整治行动

整治环境黑点 提升市容市貌

两处工地偷建抢建被查封
丹灶开展不定期巡查，以“零容忍”态度打击各类违法建设行为

■丹灶镇综合治理办（流管）开展“五进”活动，为新市民讲解积分入学相关内容。

■银海大道北堆积大量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还停放了一辆“僵尸车”。

■执法人员采取吊石封堵违建工地出入口的措施，制止当事人的违法抢建行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