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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 生活服务

案情简介
某商业广场通过建设工程规

划条件核实，取得《佛山市建设工

程规划条件核实意见》。两年后，

该商业广场的物业单位在未办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手续的

情况下，在室外的空地搭建洗车

设备棚架，投入运营后取得一定

收益。但因此而造成周边交通拥

堵问题，对市民日常出行及市容

市貌带来影响。不少市民疑惑，

规划条件核实通过后的项目能否

自行加建建、构筑物？

部门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

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

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

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

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

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

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

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

的罚款。根据《广东省城乡规划

条例》第八十条第二款第六项之

规定，在已完成规划条件核实的

建设工程用地范围内擅自新建、

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属于“无

法采取措施消除对城乡规划实施

造成的影响”情形。因此，规划条

件核实通过后的项目不能自行加

建建、构筑物。

相关链接
6月25日至26日，佛山市自

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南海区普法

办联合举办耕地保护主题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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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江时报讯（记者/邹韵斯）

桂城关爱服务项目是直接联系

群众的重要服务载体之一。为

加强反网络电信诈骗的宣传力

度，夏南一社区日前广泛开展打

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宣传工作，

有效发挥项目服务效能。

今年3月起，由“关爱桂城”

建设督导委员会指导，桂城街道

综合治理办公室、夏南一社区居

委会主办的关爱服务项目，通过

“入户面对面、宣讲教育讲座、街

头宣传”等多元工作手法积极开

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截至5月31日，项目社工

入户上门教授长者防骗技巧60
户，专题讲座分享会2次，街头

宣传2次，外展活动宣传2次，

向社区长者派发反诈知识宣传

单超350份。

“自反诈行动开展以来，我

们每月定期联动社区热心党员

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对高龄、独

居、空巢长者进行入户探访，向

长者讲解诈骗技巧；并通过街头

宣传派单的方式，呼吁长者‘不

轻信、不泄露、不贪利’；同时还

组织志愿者、长者参与防诈讲座

分享会，宣讲反诈知识；通过外

展互动摊位游戏，向长者介绍简

单实用的反诈骗方法。”项目社

工介绍，该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

项行动服务获得了长者的一致

好评。

据了解，项目接下来将开展

“榕树下的读书会”，通过政策讲

解、时事分享、读报等，扩大长者

对社会动态信息面，了解骗子常

用的骗术。成立反诈普法巡逻

队伍，面对面向社区长者进行宣

传。同时还会联合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爱心商家关注长者身体

健康，搭建长者健康支持网络，

教授正确保健知识，满足长者日

常保健需求。

夏南一社区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关爱老年人守好“养老钱”
自然资源篇——

规划条件核实通过
项目不能自行加建

今年《职业病防治
法》宣传周的主题是“一
切为了劳动者健康”。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病防治法》相关
规定，整治企业在职业
卫生工作方面的责任缺
失现象，早前，南海区、
桂城卫生健康部门对辖
区内部分企业开展监督
检查。检查期间发现3
家企业存在职业卫生职
责落实不到位的情况，
违法安排劳动者从事接
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等
问题，并处以行政处罚。

为此，桂城卫健办
对这 3 宗案例进行通
报，以供借鉴警示，各企
业要引以为戒，举一反
三，自查自纠，加强职业
病防治意识，压实主体
责任，积极落实职业卫
生相关工作。

桂城卫健办提醒，
根据《中国劳动者职业
健康素养——基本知识
和技能（2022年版）》，
职业健康素养是指劳
动者获得职业健康基
本知识，践行健康工作
方式和生活方式，防范
职业病和工作相关疾
病发生风险，维护和促
进自身健康的意识和
能力。提升职业健康
素养水平，对于保护劳
动者全面健康乃至维
护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的健康至关重要。

2021年 10月 14日，南

海区卫生健康局执法人员对桂

城辖区某金属制品厂进行卫生

监督检查。现场检查发现，该

厂主要生产家具铰链，生产工

艺流程主要包括：采购原料、零

件组装、包装、出货。该厂现场

未能出示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和职业病危害申报相

关资料。执法人员抽查该厂相

关工作岗位人员，发现他们均

不能出示职业健康检查报告。

执法人员委托广东某检

测有限公司，对该金属制品厂

生产车间的打斗仔岗位、冲斗

仔岗位、打调节岗位进行工作

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2021年 10月 20日，执法人

员收到《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报告》，显示该企业

未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安排

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3名劳动

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

业；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

噪声的强度超过国家职业卫

生标准。

综上所述，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

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对

该企业违法行为处以罚款5万
元。

2021年 10月 11日，

南海区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

对桂城辖区某印刷有限公司

进行卫生监督检查。执法人

员抽查该公司印刷岗位1号
印刷机的周某、印刷岗位3
号印刷机的陈某、印刷岗位

切纸机的陈某和啤机岗位7
号啤机的钟某，4人均不能

出示职业健康检查报告。

执法人员在该公司负责

人的陪同见证下，委托广东

某检测有限公司对该印刷有

限公司印刷岗位 1号印刷

机、印刷岗位3号印刷机、印

刷岗位切纸机、啤机岗位7
号啤机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

害因素进行检测。经检测，

岗位存在粉尘和噪声作业，

为职业性有害因素。

此外，由于该印刷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包装装潢及其

他印刷和纸制品制造等，所

属行业类型为纸制品制造。

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

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职

业病危害一般的用人单位，

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

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三

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该公司未配合调

查和提交有关材料，因此认

定该公司未按照规定对工作

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

测、评价。

综上所述，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

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

定》，对该公司违法行为处以

罚款5万元。

■在社区反诈骗宣传摊位上，志愿者向长者宣传诈骗手段。

南海普法

职业卫生职责落实不到位
3家企业均被罚款5万元

桂城卫健办提醒，各企业要加强职业病防治意识，积极落实职业卫生相关工作

案例一

2021年 10月 14日，南

海区卫生健康局执法人员对某

公司进行卫生监督检查。现场

检查发现，该公司主要加工、制

造输电线路铁塔，生产工艺流

程主要包括：开料、冲压、焊接、

打磨、组装。该公司现场出示

了佛山市职卫检测评价科技有

限公司在 2021年 9月 27日

出具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检测报告书，但不能当场出

示一车间焊接区焊接工叶某、

二车间开料区开料工张某2人
的职业健康检查报告。

执法人员分别对叶某、张

某进行询问调查。叶某自述于

2016年到该公司一车间从事

焊接工作，公司没有安排其进

行职业健康检查。张某自述于

2019年到该公司二车间从事

开料工作，公司没有安排其进

行职业健康检查。

执法人员在该公司管理人

员的陪同见证下，委托广东某

检测有限公司对该公司一车间

焊接区焊接工位、二车间开料

区开料工位进行工作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经检测和调

查，执法人员认定如下：该公司

生产车间焊接岗位和开料岗位

检测出电焊烟尘。此外，未组

织叶某和张某进行上岗前和在

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因

此，该公司存在安排未经职业

健康检查的2名劳动者从事接

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违法行

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对该公司违法行为

处以罚款5万元。

案例二

案例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第七十一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及时、如实向卫

生行政部门申报产生职业病危害的

项目的；

(二)未实施由专人负责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或者监测系

统不能正常监测的；

(三)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时，未

告知劳动者职业病危害真实情况的；

(四)未按照规定组织职业健康

检查、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或者

未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的；

(五)未依照本法规定在劳动者

离开用人单位时提供职业健康监护

档案复印件的。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冬冬通讯员罗建贞 梁剑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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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 14日，南

海区卫生健康局执法人员对桂

城辖区某金属制品厂进行卫生

监督检查。现场检查发现，该

厂主要生产家具铰链，生产工

艺流程主要包括：采购原料、零

件组装、包装、出货。该厂现场

未能出示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和职业病危害申报相

关资料。执法人员抽查该厂相

关工作岗位人员，发现他们均

不能出示职业健康检查报告。

执法人员委托广东某检

测有限公司，对该金属制品厂

生产车间的打斗仔岗位、冲斗

仔岗位、打调节岗位进行工作

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2021年 10月 20日，执法人

员收到《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报告》，显示该企业

未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安排

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3名劳动

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

业；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

噪声的强度超过国家职业卫

生标准。

综上所述，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

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对

该企业违法行为处以罚款5万
元。

2021年 10月 11日，

南海区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

对桂城辖区某印刷有限公司

进行卫生监督检查。执法人

员抽查该公司印刷岗位1号
印刷机的周某、印刷岗位3
号印刷机的陈某、印刷岗位

切纸机的陈某和啤机岗位7
号啤机的钟某，4人均不能

出示职业健康检查报告。

执法人员在该公司负责

人的陪同见证下，委托广东

某检测有限公司对该印刷有

限公司印刷岗位 1号印刷

机、印刷岗位3号印刷机、印

刷岗位切纸机、啤机岗位7
号啤机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

害因素进行检测。经检测，

岗位存在粉尘和噪声作业，

为职业性有害因素。

此外，由于该印刷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包装装潢及其

他印刷和纸制品制造等，所

属行业类型为纸制品制造。

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

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职

业病危害一般的用人单位，

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

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三

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该公司未配合调

查和提交有关材料，因此认

定该公司未按照规定对工作

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

测、评价。

综上所述，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

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

定》，对该公司违法行为处以

罚款5万元。

■在社区反诈骗宣传摊位上，志愿者向长者宣传诈骗手段。

南海普法

职业卫生职责落实不到位
3家企业均被罚款5万元

桂城卫健办提醒，各企业要加强职业病防治意识，积极落实职业卫生相关工作

案例一

2021年 10月 14日，南

海区卫生健康局执法人员对某

公司进行卫生监督检查。现场

检查发现，该公司主要加工、制

造输电线路铁塔，生产工艺流

程主要包括：开料、冲压、焊接、

打磨、组装。该公司现场出示

了佛山市职卫检测评价科技有

限公司在 2021年 9月 27日

出具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检测报告书，但不能当场出

示一车间焊接区焊接工叶某、

二车间开料区开料工张某2人
的职业健康检查报告。

执法人员分别对叶某、张

某进行询问调查。叶某自述于

2016年到该公司一车间从事

焊接工作，公司没有安排其进

行职业健康检查。张某自述于

2019年到该公司二车间从事

开料工作，公司没有安排其进

行职业健康检查。

执法人员在该公司管理人

员的陪同见证下，委托广东某

检测有限公司对该公司一车间

焊接区焊接工位、二车间开料

区开料工位进行工作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经检测和调

查，执法人员认定如下：该公司

生产车间焊接岗位和开料岗位

检测出电焊烟尘。此外，未组

织叶某和张某进行上岗前和在

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因

此，该公司存在安排未经职业

健康检查的2名劳动者从事接

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违法行

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对该公司违法行为

处以罚款5万元。

案例二

案例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第七十一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及时、如实向卫

生行政部门申报产生职业病危害的

项目的；

(二)未实施由专人负责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或者监测系

统不能正常监测的；

(三)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时，未

告知劳动者职业病危害真实情况的；

(四)未按照规定组织职业健康

检查、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或者

未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的；

(五)未依照本法规定在劳动者

离开用人单位时提供职业健康监护

档案复印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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