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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强

通讯员/叶英才）近日，九江镇综

合行政执法办通过入校园宣教、

对违建物作停电处罚等方式，做

好“两违”整治工作，营造良好的

社会氛围。

■铁腕查治
对违建工地两次停电

南金村有一处违建工地，综

合行政执法办工作人员接到举

报后到达现场，要求施工人员马

上停工。随后，相关部门对涉及

违法建房行为的当事人谭某进

行约谈，向其解释其行为属于违

法建设，需要先办理报建手续才

可动工，同时向当事人派发了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为进一步遏制偷建抢建行

为，九江镇综合行政执法办还

组织规划办、供电、南金村委

会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对

该处违建工地采取强制停电

措施，剪除电线并封锁电箱。

然而当事人谭某依然未认识

到自身的违法行为，撕毁电

箱 封 条 后 继 续 偷 建 抢 建 。

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再次封锁该

电箱。

为有效遏制镇内各类“两

违”行为，在全社会营造“不敢

违、不能违、不想违”的“两违”查

治氛围，九江镇综合行政执法办

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大

巡查力度，对发现再次抢建的，依

法对其采取查封现场、纳入“两违

行为”失信建议名单、强制拆除等

措施。“奉劝意图实施‘两违’行为

的人员切勿心存侥幸，违法建房

必严查，先建后拆代价大。”

■入校宣教
学生当起小小宣传员

近日，九江镇综合行政执法

办在海寿小学设点开展“两违”

宣传。现场设有咨询点和板报

展示，工作人员向师生普及“两

违”整治工作的相关法规政

策，解答“两违”整治相关问

题，并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印

有宣传标语的日用品等物品，

宣传“两违”整治专项行动的重

要意义。

海寿小学师生踊跃参与，

提出疑问，工作人员耐心解

答。短短一个小时，共发放宣

传手册 100余份，让师生们更

直观认识违法用地及违法建设

的严重性、危害性，帮助他们树

立合法用地、合法建设的意识，

同时号召同学们到各自家庭担

任查治“两违”小小宣传员。

为把“两违”工作宣传到户，

深入人心，九江镇查治办工作人

员通过在日常工作中深入村居

进行回访等形式，做到了解第一

手资料，为“两违”整治行动顺利

完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九江镇综合行政执法办有

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九江在

“两违”宣传方面将加大力度，

计划在村居主要出入口、村委

会等显眼处，制作打击“两违”

宣传栏、张贴打击“两违”宣传

画、悬挂宣传标语，不断深化和

巩固农村宣传阵地，引导广大

群众一起打击“两违”违法行

为，营造良好、和谐、稳定的社

会氛围。

●多数有毒气体比空气更重，会在地

势低的位置聚集。危化品发生爆炸后，要

牢记第一原则——向上风方向快速撤离。

●如果爆炸位置在上风口，一般人会

下意识向背对爆炸点的方向跑，但如果爆

炸后的气体有毒，这样始终会在毒气的前

进路线上。正确的方式是绕开爆炸点，然

后向上风口撤离。

●保持出口畅通，有食品和饮水储备，

等候通知前往疏散地点，切忌盲目行动。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

菲 通讯员/关文轩）近日，九江

镇南金村网格员在巡查走访

过程中发现一货车违规存放

煤气瓶，及时协调消除隐患。

当日，南金村第三网格（田

心先锋区网格）巡查员在南一

经济社巡查时，发现一辆可疑

厢式货车，由于该车辆的车尾

紧挨墙边，不同于一般货车的

停放方式，引起了巡查员的注

意。巡查员立即上前仔细检查

货车，发现车厢侧门能打开。

当巡查员打开车厢侧门

的一刻，一阵煤气味扑面而

来，车厢内摆满了煤气瓶，有

20 多个，且没有任何防护措

施，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巡

查员立刻将情况上报智慧社

区工作站，由于货车司机不在

场，巡查员通过询问附近村民

打听到这辆货车的来历和司

机的住处，并报社区处置员跟

进处理。 当天，处置员通过流

管站联系了该司机租住的出

租屋屋主，并找到了该司机。

网格员告知其货车存在安全

隐患，但司机认为都是空煤气

瓶并没有危险。

“即使是空瓶子，里面仍

会残留少量煤气，如果天气炎

热，封闭的空间里气温急升，

容易发生事故！”网格员对该

司机进行教育，告诫司机不能

把空煤气瓶堆放在车内，必须

存放在指定的地方。经网格

员训诫后，司机表示接受教

育，并立刻将货车开走，安全

隐患得到排除。

1月16日至1月31日，每

逢周六、周日，南海区普法办、

南海区司法局联合举办“强化

安全意识 提高法治素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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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车存放煤气瓶
网格员消除隐患
货车存放煤气瓶
网格员消除隐患

安全篇——

未办消防手续擅自开业
药店被责令停业并罚款

南
海
普
法

案情回顾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梁艳珊

九江镇南金村社会治理网格化通讯录
村居 网格名 网格长 巡查员 联系电话 副站长 坐席员

南金 

第一网格
新兴工业园网格

谭永禧
崔庆锋 13450788623

谭朗标
13928666489

谭晓珍
13794082313

谭念发 13435412377

第二网格
尚中先锋区网格

谭朗标
崔建基 18138336746

李映芬 18988656930

第三网格
田心先锋区网格

谭喜津
李庆华 18138336747

谭志华 18688219793

某药店租用一栋六层建筑

的首层，营业面积约380平方

米，从3月份开始装修，6月初

竣工后便投入使用、营业。经

查，该建设工程并未申报消防

设计备案和消防竣工验收备

案，开业前也未进行消防安全

检查。该药店负责人表示，由

于不熟悉相关消防法律法规，

以为有消防设施就可以开业

了，不知道还要办理消防手

续。日前，该药店因未进行消

防设计备案和竣工消防备案，

以及未经消防安全检查就擅自

开业，被消防部门责令停业，并

处以罚款五万两千元。

部门说法

南海区普法办提醒，该

店铺属于公众聚集场所，应

严格依法申报相关消防手

续，确保消防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58

条的规定，公众聚集场所未

经消防安全检查或经检查不

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擅自投

入使用、营业的，责令停止施

工、停止使用或者停产停业，

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

下罚款。

相关链接

违法建房必严查
先建后拆代价大
九江多举措做好打击新增“两违”工作

危化品发生事故应如何自救？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沈芝强通讯员关志荣

什么是危险化学

品？有什么存储规

范？危化品爆炸情况

下如何自救？为您科

普危化品的相关知识。

认识危化品1
危化品即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

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

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危化品事故的危害2
在外界作用下(如受热、摩擦、撞击等)，一些危化品能发

生剧烈的化学反应，瞬间产生大量的气体和热量，使周围的

压力急剧上升，发生爆炸。

危化品事故有3种主要危害：爆燃危害、健康危害、环

境危害。

危化品爆炸情况下如何自救3
与普通爆炸和火灾不同，危化品爆炸的危害更大，更

有可能引发连环爆炸和有害气体蔓延。那么，在这种突发

情况下，普通人该如何自救呢？

危化品存储仓库安全管理要求4
●规范存储范围

危化品专用仓库应当符合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要求。根据危化品

特性应分区、分类、分库贮存，并明

确储存品种、储存区域和储存数量，

不得擅自改变危化品仓库的设计使

用用途，不得擅自改变储存的品种，

不得超量储存，相互禁忌的危化品

不得混放。库房内物品堆放的垛

距、灯距、墙距、柱距、顶距等应满足

“五距”要求。

危化品储存场所应根据储存

危化品的特性，配备防雷、防静电、

防水、通风、防爆、监测报警等设施

设备。

储存易燃易爆危化品的仓库

内电气设备、输配电线路和装卸

搬运机械工具应采用符合要求的

防爆型。电气线路使用金属管配

线时，金属管和接线盒等螺纹旋合

连接应紧固牢靠，布线弯曲难度较

大的场所可以使用防爆挠性软管

连接。

储存易燃易爆危化品的仓库

入口处外侧，应设置接地的人体静

电释放装置。仓库排风扇、金属货

架等应设有导除静电的接地装

置。防雷防静电装置应完好并定

期检测合格。

库内产生可燃气体、有毒气体

的场所应设置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

报警装置，安装高度应当符合可燃

气体（有毒气体）与空气比重的要

求，气体报警装置应当委托有资质

的机构定期进行检测。

易燃液体、易燃气体仓库应设

置应急强制排风系统，安装防爆排

风扇，排风管应采用金属管道，并应

直接通向室外安全地点。

甲、乙、丙类液体仓库应设置防

止液体流散的设施，储存遇湿燃烧

爆炸的物品时应采取防止水浸渍的

措施。

危化品仓库应当配备符合标准

要求的灭火器材，不应遮挡消火栓、

自动喷淋系统以及排烟口，应保证

消防通道畅通。

●规范安全措施

●防爆设施

●防雷和静电设施

●监测报警设施

●通风设施

●防溢散设施

●消防设施

■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货车违规存放煤气瓶。通讯员供图

▲执法人员

到学校普及

“两违”查治

知识。

▲

执法人员

对违建物作

停电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