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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普法C03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刘冬敏 黄文俊）“同学

们，你们认为毒品是什么样子

的？”9月2日，禁毒主题宣传活

动走进丹灶镇有为小学，在南

海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宣传办副

主任、佛山禁毒形象大使、平安

巡讲首席讲师古嘉强警官的带

领下，20名学生在学校的禁毒

教育体验室参观体验，提高防

毒拒毒意识。

有为小学是佛山首批中小

学校禁毒示范基地，校内设置

了禁毒教育宣教室和体验室，

室内设有禁毒仿真模型展示、

禁毒知识答题系统、电脑模拟

吸毒后的自己、VR模拟吸毒、

禁毒拍照签名等互动环节。学

生们纷纷表示，通过亲身体验，

学到不少禁毒知识，更深刻地

感受到毒品的危害。

“不少新型毒品早就改变

了形态、包装，有些甚至还变成

小零食、汽水、时尚潮品出现在

大众面前。”古嘉强以生动有

趣、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同学们

进行禁毒预防教育，并结合实

例，让同学们了解什么是毒品、

毒品的种类、毒品的危害、如何

拒绝毒品的诱惑等知识，“在一

些敏感场所比如酒吧、KTV等

地方，就可能有人拿出这种伪

装好的毒品引诱青少年吸毒，

同学们要引起重视，不要去这

些敏感场所。”

据悉，丹灶镇禁毒委员会

利用新学期开学为契机，开展

本次禁毒宣传活动，旨在进一

步增强中小学生识毒、防毒和

拒毒的意识和能力。丹灶镇禁

毒办专职副主任李仕强表示，

有为小学将成为全镇中小学生

毒品预防教育的示范基地，通

过扎实开展校园禁毒宣传教

育，进一步筑牢校园“防毒墙”。

近年来，丹灶镇一直加大力

度开展禁毒宣传工作，全方位、

多元化开展禁毒知识宣传，增强

群众的禁毒意识，进一步提高

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

琛 通讯员/张 静华 摄影报

道）近日，丹灶镇综合行政执

法办（队）对辖区内一辆向违

建项目输送混凝土的搅拌车

进行暂扣，进一步打击违法

建设行为，遏制顶风抢建势

头 ，全 力 推 进 查 处 违 法 用

地、违法建设“雷霆”行动。

当天上午，丹灶镇综合

行政执法办（队）执法人员

开展“每日一巡”、“回头看”

等工作，有效打击违建业主

利用周末实施偷建、抢建的

行为。在联沙社区，执法人

员发现位于沙墩冼村开发

区樵金北路路段一处工地

正在施工，一搅拌车正在对

违 法 建 筑 进 行 灌 浆 作 业 。

执法人员立即上前询问，了

解到该工地在未取得建设

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

建设，当即责令当事人停止

违 建 行 为 ，并 查 封 施 工 工

地。同时检查搅拌车的送货

单及相关证件作现场取证，

对该搅拌车采取暂扣处理，

开具《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

知书》并通知相关混凝土公

司到丹灶镇综合行政执法办

接受进一步处理。

接下来，丹灶镇综合行

政执法办（队）将持续加大

对违法建设的巡查力度，同

时做好相关宣传工作，引导

群众积极参与抵制“两违”

行为，在全社会营造“不敢

违、不能违、不想违”的治违

氛围。

搅拌车向违建输送混凝土被扣
丹灶严打“两违”行为，遏制顶风抢建势头

■搅拌车向违建项目输送混凝土被依法暂扣。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江婉玲）早前，丹灶镇禁

毒委员会联合丹灶文学协会举

办丹灶镇禁毒文学作品征集、评

选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

艺术形式，进一步普及禁毒知

识，打造新时代禁毒文化品牌，

引领禁毒新风尚，营造全民禁毒

的良好氛围。

活动面向全镇机关、部门、企

事业单位、社会公益组织、文化机

构，以及各类集体和个人征集诗

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以禁毒为

主题创作的文学作品，收到大量

投稿，并涌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日前，丹灶镇“禁毒文学作

品”有奖征集活动获奖名单揭晓，

一起来看看吧！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江婉玲）为提高全民识

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早

前，丹灶镇禁毒委员会面向社会

开展“我为丹灶禁毒发声”为主

题的禁毒短视频征集大赛。近

日，评选结果出炉。

大赛自开始以来，获得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广泛参与，累

计收到短视频作品131部。根

据评审规则，主办方从作品主题

价值、内容制作、创意表现等维

度进行严格评审，综合网络投票

结果，最终评选出34件获奖作

品，包括一等奖1部、二等奖3

部、三等奖10部、优秀奖20部。

禁毒文学作品征集活动获奖名单揭晓

34条获奖短视频为丹灶禁毒发声

丹灶镇“禁毒文学作品”有奖征集活动成人组获奖名单
序号 作者 作品名称 单位 获奖等次

1 李旷 守护那颗被毒品灼伤的心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2 黄福胜 “一个都跑不了！” 广东中鹏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3 李旷 禁毒教育，中小学生亟待加强的必修课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4 吴碧连 风雨后的彩虹更绚丽 有为小学 二等奖
5 黄阔登 愿君回头 三等奖

6 黎展钊 禁毒有感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城建

和水利办公室
三等奖

7 葛白水 毒妒 广电网络公司 三等奖
8 徐艳兴 父爱如山 丹灶镇罗行小学 三等奖
9 严其生 风入松•观禁毒展览有感 三等奖

丹灶镇“禁毒文学作品”有奖征集活动学生组获奖名单
序号 作者 作品名称 单位 获奖等次

1 叶镔 “无名”的英雄 罗行小学   三年级  一等奖
2 周梓韬 致缉毒警察叔叔的一封信 翰林实验初中部 805 班 一等奖
3 李沫函 黑夜  罗行小学 二等奖
4 梁志盛 禁毒，从小做起 金沙小学  601 班 二等奖
5 高子晴 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罗行小学  二等奖
6 颜莛珊 禁毒从我做起 有为小学 406 班 二等奖
7 麦思培 对毒品说“不” 罗行小学 406 二等奖
8 农庆涵 共同参与禁毒，心怀无毒梦想 丹灶镇罗行小学 501 二等奖

9 韩桦添
抵制毒品，从我做起——

国际禁毒日感想
罗行小学 403 班 三等奖

10 杜俊朗 毒品，我拒绝 罗行小学 505 班 三等奖
11 文悦  禁毒习惯靠大家 有为小学 502 班 三等奖
12 黄润柏 禁毒拍手歌 丹灶镇第二小学 206 班  三等奖
13 陈伟琪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罗行小学 三等奖
14 陈绮雯 黑白沼泽 南海翰林实验学校 603 三等奖
15 刘祎致 莫做孤“毒”患者 有为小学 607 班 三等奖
16 徐皓进 触碰毒品，害人不浅 丹灶镇第二小学 206 班 三等奖
17 费俊毅 一念之差 金沙小学 504 班 三等奖
18 许欢 除公害 清毒品 有为小学 607 班 三等奖

参赛者姓名 作品名称 获奖等次
莫升明，林茵 《守护幸福，远离毒品》 一等奖
莫升明，林茵 《盛开·凋零》 二等奖

卢语晴 《拒绝新型毒品》 二等奖
何婉榕 《成长，让毒品走开》 二等奖
陈伟钊  《禁毒宣传视频模仿秀》 三等奖
罗艳萍 《说毒 拒毒》 三等奖
黄铵邦  《请远离毒品》 三等奖

李小萍 吴碧连 《全民禁毒，你我践行》 三等奖
岳梓铭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三等奖
蓝子越 《为丹灶禁毒发声》 三等奖
冯岚芬 《珍惜生命、远离毒品、美好你我他》 三等奖
李迪凯 《远离毒品 珍惜生命》 三等奖

陈乐瑶 李美兴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三等奖
易晨翔 《小小禁毒员》 三等奖

黎芷茹、黎嘉升 《敲响禁毒曲》 优秀奖
冯尔澄 《远离·毒品》 优秀奖

姚瑶 吴雪琳 《我为禁毒发声》 优秀奖
游雅婷 《毒害你一生》 优秀奖
沈才智 《远离毒品》 优秀奖
麦雯双  《禁毒知识小课堂》 优秀奖
陆建宏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优秀奖
熊子馨 《谨防身边的“止咳水”》 优秀奖
黄润柏 《禁毒拍手歌》 优秀奖
卢晓栩 《百毒不侵》 优秀奖
梁佳怡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优秀奖
石梦琦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优秀奖

许志翰，许佳妍 《无毒丹灶 由我代言》 优秀奖
刘权初 《我的妈妈是禁毒志愿者》 优秀奖
 周佑荣 《拒绝糖衣毒物》 优秀奖
杜成启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优秀奖
戴羽红 《惨敬预》 优秀奖
冯明芬 《共建无毒家园，守护红色根脉》 优秀奖
石涛豪 《青少年如何远离毒品》 优秀奖
 周晓祺 《我为禁毒发声》 优秀奖

相 关 新 闻

丹灶镇“禁毒文学作品”有奖征集活动成人组获奖名单
序号 作者 作品名称 单位 获奖等次

1 李旷 守护那颗被毒品灼伤的心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一等奖
2 黄福胜 “一个都跑不了！” 广东中鹏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3 李旷 禁毒教育，中小学生亟待加强的必修课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二等奖
4 吴碧连 风雨后的彩虹更绚丽 有为小学 二等奖
5 黄阔登 愿君回头 三等奖

6 黎展钊 禁毒有感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城建

和水利办公室
三等奖

7 葛白水 毒妒 广电网络公司 三等奖
8 徐艳兴 父爱如山 丹灶镇罗行小学 三等奖
9 严其生 风入松•观禁毒展览有感 三等奖

丹灶镇“禁毒文学作品”有奖征集活动学生组获奖名单
序号 作者 作品名称 单位 获奖等次

1 叶镔 “无名”的英雄 罗行小学   三年级  一等奖
2 周梓韬 致缉毒警察叔叔的一封信 翰林实验初中部 805 班 一等奖
3 李沫函 黑夜  罗行小学 二等奖
4 梁志盛 禁毒，从小做起 金沙小学  601 班 二等奖
5 高子晴 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罗行小学  二等奖
6 颜莛珊 禁毒从我做起 有为小学 406 班 二等奖
7 麦思培 对毒品说“不” 罗行小学 406 二等奖
8 农庆涵 共同参与禁毒，心怀无毒梦想 丹灶镇罗行小学 501 二等奖

9 韩桦添
抵制毒品，从我做起——

国际禁毒日感想
罗行小学 403 班 三等奖

10 杜俊朗 毒品，我拒绝 罗行小学 505 班 三等奖
11 文悦  禁毒习惯靠大家 有为小学 502 班 三等奖
12 黄润柏 禁毒拍手歌 丹灶镇第二小学 206 班  三等奖
13 陈伟琪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罗行小学 三等奖
14 陈绮雯 黑白沼泽 南海翰林实验学校 603 三等奖
15 刘祎致 莫做孤“毒”患者 有为小学 607 班 三等奖
16 徐皓进 触碰毒品，害人不浅 丹灶镇第二小学 206 班 三等奖
17 费俊毅 一念之差 金沙小学 504 班 三等奖
18 许欢 除公害 清毒品 有为小学 607 班 三等奖

养犬备案服务
送到居民家门口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

讯员/张恒辉）近日，丹灶镇综合行

政执法办联合农林服务中心，到

桂丹颐景园小区开展养犬备案

“一站式”服务活动，为小区居民

提供免费的犬只狂犬病疫苗服

务、养犬备案“一站式”服务，进一

步提高丹灶镇内犬只备案率和发

牌率。

活动现场，养犬居民带上爱

犬和相关证件有序排队打疫苗，

执法人员现场指导居民线上备

案，现场审核、发放犬牌。针对

犬主提交材料不够规范等情况，

专人现场提供指引服务，并讲解

犬只疫苗注射注意事项，让居

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站式”

服务，解决犬只免疫、备案登记

问题。

本次活动共服务42人次，派

发宣传资料 80份，为 16只犬只

接种狂犬疫苗，现场备案核发犬

牌16个，得到广大居民的点赞。

接下来，丹灶镇综合行政执

法办计划将此项工作延伸至镇

内重点社区、小区，为更多群众

提供服务，切实践行“我为群众办

实事”。

增补行政处罚手段
完善行政处罚种类

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于

2021年7月15日起实施。这次修

订把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深化行政执法领域改革

的重要成果落实到法律中。此

次修改的“最大亮点”是贯彻党

中央重大改革决策部署，推动行

政处罚制度的进步。

旧《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

罚种类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

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

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

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

处罚。长期以来，社会各界普遍

认为这一规定对行政处罚的形式

不包容、不周延，遗漏了很多应属

于行政处罚范畴的行为，如责令

拆除违法建筑，取消或限制从业

资格等。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行

政处罚的种类进行了调整，第九

条明确行政处罚的种类包括：警

告、通报批评；罚款、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非法财物；暂扣许可证

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

件；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

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

行政拘留；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行政处罚。这一规定进一步

体现了行政处罚的基本种类，即

财产罚、行为资格罚、人身自由罚

和声誉罚，使行政处罚的分类更

加科学。

■相关链接
9月11日~9 月 12 日，南海区

司法局、南海区普法办联合举

办“建设法治南海，同筑和谐社

会”学习《行政处罚法》主题微

信学法大赛，参与游戏答题有

机 会 获 得 微 信 红 包 等 丰 厚 奖

品，详情可关注“南海普法”微信

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丹灶禁毒主题宣传活动走进有为小学

汽水小零食 可能是毒品

南
海
普
法

■古嘉强向学生们普及禁毒知识。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