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制生活 2021年4月28日 星期三
责编黎国栋 美编宁静
美编助理 霍笑芬

C07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

菲 通讯员/叶自丰 何绮翠）

“忘了他吧，我偷电动车养

你。”这是网络上很火的一个

搞笑段子。然而，九江一名男

子却把玩笑变成了现实。近

日，男子陈某因妻子上班路途

遥远，走路不便，爱妻心切的

他竟想到盗窃一辆电动车

“送”给妻子使用。最终，陈某

因涉嫌盗窃被公安机关依法

行政拘留。

4月17日，九江派出所沙

头社区民警中队接到事主报

警称，其停放在沙头祥瑞路的

一辆红色电动自行车被盗

了。接报后，警辅人员迅速到

现场查看情况，通过走访附近

群众，翻查现场及周边监控视

频，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的

身份及其活动范围。4月 25

日，警辅人员经过蹲点预伏，

抓获盗窃电动车嫌疑人陈某，

并将其带回沙头社区民警中

队作进一步调查。

经审讯，陈某对其盗窃电

动车的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

讳。据交代，由于工作的地方

与住处相距较远，妻子多次向

陈某抱怨每天上班都要步行

许久，这让陈某心疼不已。4

月17日凌晨4时许，陈某在上

班买早餐的途中看到路边停

放了一辆未上锁的红色电动

车，想到夏天将至，气温逐渐

升高，为了让妻子上班不再受

苦，陈某当即萌生“歪念”，决

定将这辆漂亮的电动车“送”

给妻子。他环顾四周确定无

人后，便将电动车推走。为了

哄妻子开心，“送礼”前陈某还

花费了数百元将电动车修缮

一新。直到数天后陈某被警

方抓获，其妻子才知道这份贴

心“礼物”竟是丈夫非法得来。

“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成

为违法犯罪的理由，脚踏实

地、努力工作才能创造美好生

活，只要‘ 伸手’一定会被

抓！”办案民警表示，这种建

立在违法犯罪前提下的“暖

男”行为不可取，目前，陈某已

被依法行政拘留10天。

同时，警方提醒：车主停

放车辆时，要尽量将车停放在

正规停车场或有监控的地方，

做到停车落锁，妥善保管好钥

匙，切勿疏忽大意给不法分子

可乘之机，如发现车辆丢失请

第一时间向警方报案。

珠江时报讯（记者/沈

芝强摄影报道）4月23日，

九江镇行政综合服务中心

开展消防应急演练，组织

包括各窗口前后台、税务

所、公证处、社矫、交易所、

商会及物管的全体工作人

员，参加消防培训和消防

疏散演练。

中午 12 点半，九江

镇专职消防中队消防人

员在行政综合服务中心

会议室开展消防知识培

训，结合实例对发生火

灾时的注意事项、逃生

动作、自救互救技能、常

用灭火方法、火情处置、

灭火器使用等进行了认

真讲解。

“着火了，大家快点有

序撤离火灾现场。”随着警

钟响起，以线路老化起火

为背景的消防演练开始

了。只见综合服务大厅

二楼硝烟弥漫，消防警报

随即响起，情况危急，中

心全体人员低着头沿消

防通道迅速撤离，演练现

场紧张有序。

在应急指挥组的指挥

下，行动组快速切断电源，

同时工作人员按逃生要领

迅速撤离至指定位置。灭

火救援组全力将“火”扑灭。

疏散人员集中后，消

防人员对全体工作人员进

行灭火器的使用培训。现

场设置了“火屋帐篷”逃生

环节，大家深入“火屋”体

验后表示，对消防安全有

了更深的认识。

“此次消防演练一定

程度提高了大家的消防安

全意识，让大家熟练掌握

灭火器材、扑救初期火灾

等消防知识，增强应急逃

生技能，为维护国家财产

和保障中心工作人员生命

安全树起一道安全防线。”

九江镇行政服务中心有关

负责人表示，今后将继续

加强日常消防安全的管

理，按照实际情况安排人

员做好日常巡查工作，发

现隐患及时消除。

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强通讯

员/郑美仪）近日，九江镇综合行政执

法办快速处理一宗路边破损井盖案

件，及时更换井盖，消除安全隐患。

“新堤西路南海农商银行对面，

有一个井盖破损。”有市民向九江镇

综合行政执法办数字城管中心反

映，破损井盖给过往车辆及行人带

来不便，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希望部

门快速处理。

九江镇综合行政执法办数字城

管中心立即通知九江镇市政办，该

部门随即组织市政施工人员对破损

的路灯井盖进行抢修、更换新的井

盖，消除安全隐患。

为进一步提高突发性、危害性

城市管理问题的处置力度，从今年

开始，九江镇综合行政执法办数字

城管中心建立案件快速处置机制，

即对延迟处置易造成重大后果的施

工占道、井盖等城市管理问题进行

快速处置。

九江镇综合行政执法办数字城

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城管中心

要求坐席员对信息采集上报的上述

案件进行第一时间立案，在案件通

过系统下派的同时，立即电话通知

相关单位，并要求相关处置部门接

到指令后迅速到达现场，两小时内

处置完毕或落实相关处置措施，提

升处置质量和效率。

据统计，今年共处理同类案件

156宗。下阶段，数字城管中心采

集员将加强对九江镇管辖内道路井

盖的日常巡查，遇到问题及时上报

至九江镇综合行政执法办数字城管

中心，发现一宗处理一宗，确保车辆

及行人通行安全。

路边井盖破损
城管快速更换

■案情回顾：2013年5月，南海

区某工厂3名工人对化学工艺池进

行清洗作业时突然昏迷，随后立即送

往医院抢救。有关部门接报后，迅速

成立调查组介入调查。经过现场勘

查、检测采样发现，该厂化学工艺池

用于提炼电镀泥中的金属成分，生产

过程中需要往池中添加稀硫酸。空

气采样检测结果为硫化氢浓度超标，

工人作业方式为手动清洗。

结合工人临床表现，调查组认

定该事件是一起未正确使用个人防

护用品而引起的硫化氢急性中毒事

件。有关部门责令企业积极救治工

人，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限

期改正，并处罚款。

■部门说法：本案中，企业虽为

工人配备有个人防护用品，但棉纱

口罩并无防毒作用，企业应为工人

配备防毒面罩。

《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二条规

定，用人单位未提供职业病防护设

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或者提供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

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不符合国家

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卫生

行政部门可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

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

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相关链接：4月24日至29日，

南海区卫生健康局、南海区普法办

联合举办“《职业病防治法》宣传

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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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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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疼老婆辛苦 他竟偷车相送
把“偷电动车养你”玩笑变现实的男子陈某被拘留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讯员/关文轩）近日，九江镇敦

根社区一棵大树因天气原因发

生倾斜倒塌，压住路边电线，存

在严重安全隐患。网格人员巡

查发现后，对大树开展清理工

作，及时排除隐患。

自4月15日正式入汛后，

敦根社区组织网格员开展社

区内台风灾害防御巡查工

作。日前，敦根社区第一网

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发

现，该社区后基片高速路旁

的基边道路有大树发生倒

塌。大树约高10米，倒伏的

树干将鱼塘片的主要通道拦

住，阻碍了周边群众和附近

的鱼塘养殖户人员通行。更

危急的是，大树树枝压住路

边的供电电线，电线随时有

被压断的危险。为及时消除

险情，巡查员立即将情况上

报智慧社区工作站，并与接

报后赶来的处置人员一同对

被吹倒的大树开展清理工

作。经网格员的努力，大树

很快被移走，基边道路恢复

了正常的通行。

网格员为社区撑起“安全

保护伞”，发现社区内各类安全

隐患、记录出租屋流动人口信

息等是网格员的硬任务，他们

同时还要解决群众关心的环

境问题、上报交通安全隐患等

问题。

近日，敦根社区第二网格

网格员在该社区村口的龙高路

段巡查中，发现位于该路段一

综合楼首层商铺的某美食店有

违规搭建棚架和违法设置广告

牌的情况，影响了辖区村容环

境，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网格员将情况上报网格化平

台，敦根智慧社区工作站处置

员接报到场处理，对该食店的

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

即时整改。网格员再次到现场

检查时，确认违规的棚架和广

告牌均已拆除，问题得到快速

解决。

敦根社区开展台风灾害防御巡查

大树倒伏压电线 网格员迅速排险

■工作人员在逃生帐篷体

验火场逃生。

■网格员对

倒伏大树开

展清理工作。

通讯员供图

敦根社区网格人员信息
政务干部
（副站长）

李炯联

联系电话

13528900832

坐席员

李亨豪

联系电话

13726664125

处置员

李少红

李凤娟

吴永亮

朱慕芳

巡查员 联系电话

李永纯

郭兆锦

谭碧波

李伟祥

李玉彪

李朋坤

13702977648

13709660723

13450764960

13928654880

13542584323

13702986372

■消防员在

“灭火”。

九江镇行政综合服务中心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防患于未“燃”消防安全不松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