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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浓暖意，殷殷真情。连日来，丹灶镇总工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慰问和帮扶活动，以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作为工会工作的着力点，建立和完善精准帮扶的长效机制，确保为职工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展现“工会温度”。

此外，丹灶镇总工会还策划了内容丰富的新春活动，为镇内职工群众送上一系列精彩的文化活动和美好的节日祝福，让

“就地过年”的职工群众感受到家乡的味道、年的味道，营造欢乐喜庆过大年的浓厚氛围，展现丹灶安定祥和、幸福美好的崭新

气象。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李健威)近日，丹灶派出

所民警接连破获多起盗窃案，抓

获5名盗窃嫌疑人，有力守护了

群众的财产安全。警方提醒，岁

末年初侵财类案件较为高发，广

大市民要增强自身防范意识，不

给盗贼有可乘之机。

循线追踪
捣毁盗窃团伙

2022年 12月 30日，丹灶

辖区发生2起手机店被人为破

门入内后盗走财物的案件，合计

损失 15 台手机和 2800 元现

金。接报后，丹灶派出所民警林

国辉快速反应，进行现场勘查、

并案分析，发现了3名嫌疑男

子。经过进一步的身份确认及

循线追踪，锁定了嫌疑人的落脚

点在肇庆市。

1月6日，抓捕组到达肇庆

市封开县，对嫌疑人居住地进行

踩点，并在当地派出所民警的协

助下，成功抓获邓某、蔡某等3名

盗窃嫌疑人。经审讯，邓某等3

人供述了自己因年底没钱因此

盗窃财物的犯罪事实，现场起获

被盗手机5台，现金400余元。

细致摸排
抓获盗窃嫌疑人

“车间内的电线被偷了，车

间内已安装的主电线都有被剪

过的痕迹。”2022年12月26日，

丹灶横江一五金厂老板报警称

其放在车间没装完的电线被人

盗走，损失价值约7000余元。

接报后，丹灶派出所民警林国辉

立即进行现场勘查，发现两名男

子分别驾驶车辆从五金厂一破

损的围墙出入并盗走电线，随后

驾车离开现场。

确定盗窃嫌疑人的位置后，

1月5日，丹灶派出所组织警力，

在丹灶联沙将盗窃电线嫌疑人

胡某抓获，并根据其供述在丹灶

东联抓获其同伙陈某，二人均对

盗窃电线并转卖给废品站获利

4000元人民币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据了解，胡某有在横江工

作的经历，对附近的环境比较熟

悉，遂伙同他人萌生了盗窃想法

并付之行动。

目前，上述5名嫌疑人均已

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

岁末年初侵财类案件较为高发，

广大市民要增强自身防范意识，

不给盗贼可乘之机。

珠江时报讯（记者/蓝景熙

通讯员/江婉玲 摄影报道）防毒

拒毒，从拒绝毒文化开始。在南

海区禁毒办、丹灶镇禁毒办的指

导下，1月10日，丹灶启明星驿站

与西樵启明星驿站联合开展“亲

子携手，禁毒同行——禁毒基地

游”活动，邀请12对亲子到丹灶

禁毒基地参观学习。

活动中，社工以乡村振兴背

景下的禁毒工作，强调文化振兴，

引导家长携手孩子厚植传统文

化、正向文化。家长和学生跟随

社工的脚步，来到基地内的实体

展厅和陈列室进行参观，了解了

毒品模型及其危害，社工提醒大

家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要提高

警惕，以免被毒品侵害。

社工以热点《风情不摇晃》小

说被批事件，引导家长监督青少

年在课外阅读中，提防“毒品文化

渗透”，以“毒品零容忍”的态度保

持立场，树立正确的三观。同时结

合“1.10警察节”引导亲子观看禁

毒动漫，让亲子意识到缉毒警察正

为大家的岁月静好负重前行。

最后亲子们在禁毒展览馆

回顾禁毒历史，共同学习禁毒知

识；绘制禁毒风筝，放飞健康祈

愿，一起迎春接福。通过此次参

观体验活动，家长和小朋友们都

表示学习到识毒、防毒、拒毒知

识，深刻认识到毒品的危害。

自从丹灶禁毒基地对外开

放以来，丹灶禁毒办、丹灶派出

所、启明星驿站利用基地内的各

类设施，为镇内广大群众带来多

样的禁毒宣传体验，加深大家对

毒品的认识，提高群众识毒、拒

毒、防毒的能力。

快车道上突然急停
这位司机被记9分

日前，沪蓉高速湖北武汉段。

文某驾驶一辆棕色小车在快车道内

行驶，在到达收费站出口时突然刹

停。当时车流量较大，短短十几秒

内，就有多辆车紧急避让，险些酿成

事故。但文某并未意识到危险，继

续在快车道内停了5分钟才驶离。

事后，据文某供述，自己一时恍惚以

为走错了方向，就把车停了下来。

湖北高速交警汉川大队民警在

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

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的行

为处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

南海区普法办提醒，根据《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

第九条第三项之规定，机动车驾驶人

有下列交通违法行为之一，一次记9

分：（三）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

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

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

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

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

一旦发现自己驾车走错路或错

过出口，即便是刚刚错过出口且距下

一出口很远，亦千万不要违停、逆行

掉头或者倒回出口，请“将错就错”继

续前行，对自己及他人的安全负责。

欢迎关注“南海普法”微信公众

号，了解更多普法动态。

文/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丹灶总工会开展新春送温暖活动

送上新春礼包 展现工会温度

丹灶派出所破获多起盗窃案

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绘制禁毒风筝 观看禁毒动漫
丹灶组织亲子家庭到禁毒基地学习禁毒知识

南
海
普
法■亲子们绘制禁毒风筝。

丹灶镇总工会还开展了“工

会送福进万家”情暖送挥春活动，

邀请丹灶镇书法协会的书法名家

现场挥毫，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广

大职工群众，在营造欢乐祥和的

传统节庆氛围的同时，让企业职

工感受工会“娘家人”的关怀。

“富贵常临幸福家，吉星高照

平安宅”“心想事成永平安，人兴

财旺添富贵”“四季平安好运来，

一年好景随春到”...... 活动现场热

闹非凡、喜气洋洋，广大职工群众

来到金宁幸福院，邀请书法家为

自己写上一副心仪的春联，把

2023年美好生活的憧憬和祝愿都

寄托在淡淡的墨香中。

来自丹灶镇书法协会的书法

名家现场挥毫，以遒劲有力的笔

风为企业职工、社区群众书写了

一副副承载着祝福和期盼的春

联，为广大职工群众提前送上一

份新春礼物，用笔墨把吉祥祝福

送到千家万户，营造祥和、喜庆的

节日氛围。

职工群众拿到写满祝福和美

好憧憬的春联，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林女士接过心仪的春联，脸上

露出了喜悦的笑容。她说：“活动

特别有春节的传统文化特色，让我

们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年味，把喜庆

和祝福带回家，真是太贴心了。”

活动不仅装点了各家各户的

门楣，提前将新春祝福送进千家万

户，在红红火火的年味中感受到传

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一幅幅作品

中感受到大家对新年的期待。同

时，增强了企业职工的归属感和幸

福感，营造了欢乐祥和的传统节庆

氛围，让企业职工感受工会“娘家

人”的关怀。

丹灶镇总工会还推出2023年

南海区工会“情暖劳动者·喜粤过

大年”新春系列活动之“年夜饭 ”

活动，为留在本地过年的职工送上

“年夜饭”礼包，让他们在丹灶感受

家的温暖、年的氛围。

丹灶镇总工会主席庞小梨带

队，先后前往丹灶镇第二专职消防

队、中鹏热能科技有限公司、丹灶汽

车客运站等地，为春节期间坚守一

线岗位的企业异地务工人员、公交

司机、医务工作者、公安民警等一线

工作人员送上颇具特色的新年美食

——盆菜，送上浓浓的新年祝福，让

一线工作人员“暖胃又暖心”。

庞小梨一行来到丹灶镇第二

专职消防队，为消防员们送上盆菜

预制品等暖心大礼包，现场喜气洋

洋、欢声笑语，呈现出一派欢乐祥

和的氛围。

“政府部门都非常关心我们，

在这里过年也一样能感受到浓浓

的年味。”中鹏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职工坦言，除了送温暖，工会

还组织相关活动，让大家一起过一

个充实的春节。

今年春节前，丹灶镇总工会向

一线职工送上130份最暖心的盆

菜预制品礼包，让一线工作人员感

受当地的美食文化特色。

南海区总工会、丹灶镇总工

会两级工会走进村（社区），代表

“娘家人”为困难职工送去慰问

金和慰问品，并致以新年祝福，

传递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关

心关爱。南海区总工会党组成

员麦剑瑢、丹灶镇总工会副主席

李耀应等参加慰问。

“最近学习怎么样？生活

方面有哪些困难？”当天，慰问

组一行前往丹灶社区困难职工

陈惠（化名）家中，与她的子女

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学

习、工作和家庭生活情况。慰

问组鼓励他们要树立生活信

心，培养坚强的品格，积极面对

生活中的困难，勤奋学习、顽强

拼搏，用优异的成绩回报母亲

的爱与付出。

随后，慰问组来到困难职工

李华（化名）家中，送去慰问品、

慰问金以及节日祝福。在交谈

中得知，李华家中有四个孩子，

家中二女儿因患有蛛网膜囊肿，

治疗费用大，一家六口的生活基

本上靠丈夫支撑。“困难都是暂

时的，一定要相信生活会越来越

好的。”慰问组鼓励他们要保持

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勇敢地

面对逆境，遇到困难要及时向工

会、社区反映。临别之际，李华

说：“谢谢党委政府、工会和社区

对我的支持和关怀，让我感受到

特别的温暖，也让我对以后的日

子充满信心。”

每到一户，慰问组都与他们

促膝长谈，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

状况和生活状况，为他们送去温

暖和关怀，鼓励他们积极面对生

活的困境，提醒他们有困难要及

时向社区、工会反映。送上年货

礼包职工喜过大年

丹灶镇总工会积极响应上

级号召，开展2023年南海区工

会“情暖劳动者·喜粤过大年”新

春系列活动之工会年货慰问包

活动，在走访慰问中送上了150

份年货慰问包，让广大职工感受

到党和“娘家人”的温暖。

当日，丹灶镇总工会副主席

潘广生带领慰问组到广东安林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仙湖管

理处、疫苗接种中心、炬申物流

公司等地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慰

问对象为各类职工群体，包括春

节期间坚守岗位的货车司机、环

卫工人、社区网格员、医务人员、

保安人员等行业代表。

“临近春节，我们代表丹灶

镇总工会为大家送一份礼物，提

前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在安林

电子科技公司集团，潘广生一边

说着，一边将礼品分发给在场的

职工。

“新年快乐，这是工会的小

小心意。”潘广生对炬申物流公

司的货车司机说。丹灶镇总工

会深入基层一线走访慰问，帮助

解决广大职工特别是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群体急难愁盼的实际

问题，以贴心暖心的服务把党和

政府的关怀送到职工心坎上。

慰问困难职工 传递关心关爱

盆菜预制品 暖胃又暖心

送挥春活动 让年味更浓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陈时然蓝景熙

■丹灶镇

总工会为

公交车司

机们送上

盆菜礼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