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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强

通讯员/叶英才 摄影报道）连日

来，九江综合行政执法办加大力

度协助开展防疫工作，重点对广

场舞、户外游乐等行为进行劝

离，严格查处流动摆卖、占道经

营、露天烧烤等违法行为，坚决

禁止活禽销售。从5月 22日

起，共查处占道经营136宗、乱

摆乱卖242宗，派发防疫倡议书

500份，警示教育商家、个人落

实防疫要求1350次。

“处于疫情防控期间，大家

不要聚集。”“在公共场所要戴好

口罩，这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

他人。”5月28日晚，有人群聚集

在红棉公园跳广场舞，现场大多

为老年人，有的人甚至不戴口

罩。九江执法办执法人员耐心

地向她们讲解防疫工作措施，以

及现时防疫形势，要求她们做好

个人防护，配合政府部门开展防

疫工作。

九江执法办还重点对乱摆

卖、乱拉挂、乱堆放、占道经营等

行为进行集中整治，特别是对市

场周边违法占道经营活禽等行

为进行排查整治。连日来，在一

河两岸、沙头工业园区等，执法

人员对所有流动摊贩进行体温

监测，并对个人信息进行问询登

记，积极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和城

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引导流动

摊贩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做好疫

情防控各项措施。据统计，九江

执法办共查处占道经营136宗、

乱摆乱卖242宗，派发防疫倡议

书500份。

执法人员现场派发防疫宣

传单张，告知广大市民，小摊贩

聚集点为人流高度密集场所，消

毒程序不到位。在特殊时期，人

们要做到不聚众、戴口罩、勤洗

手。

“特别是乱摆卖行为，有

不少商贩缺乏防疫意识，这不

仅影响市容市貌，还不利于疫

情防控。”九江执法办相关负

责人表示，对屡劝不止、屡教

不改的流动摊贩依法采取行

政处罚措施，维护市容环境的

整洁有序。

为切实加强防疫工作相关

要求，九江镇行政执法办还召

开防疫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

署会议。该执法办主任黄建福

在会上要求，全力投入新一轮

疫情防控工作中，切实地有效

落实日常防控措施，大力开展

宣传发动，营造良好防疫工作

氛围。接下来，还将成立专项

小组，加大人力物力投入，采取

定人定岗、错峰执勤、不断加大

执法力度，定期联合开展集中

整治、加强宣传教育等一系列

举措。

部门说法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做

好档案工作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

真实面貌、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

益的重要事业。档案法实施30多

年来，对加强档案的收集、管理、

利用，维护国家档案资源安全，服

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

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党中

央、国务院对档案工作提出了新

要求，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

问题亟待解决，档案法修订势在

必行。

本次《档案法》的修订，主要有

以下亮点：

1.档案形成满25年应向社会

开放

（1）明确县级以上各级档案

馆的档案，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

二十五年向社会开放；（2）规定

档案馆不按规定开放利用的，单

位和个人可以向档案主管部门

投诉；（3）鼓励档案馆开发利用

馆藏档案，通过开展专题展览、

公益讲座等活动，进行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

2.鼓励传统档案载体数字化

（1）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将档

案信息化纳入信息化发展规划；

（2）明确电子档案与传统载体档

案具有同等效力；（3）明确国家鼓

励和支持档案馆和机关、团体等

推进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4）规

定机关等应当积极推进电子档案

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有条件的档

案馆应当建设数字档案馆，国家

推动档案数字资源跨区域、跨部

门共享利用。

相关链接
6月9日至6月12日，南海区

普法办、南海区档案馆联合举办

“档案法知识竞赛”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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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江综合行政执法办协助开展防疫工作

劝离群众性聚集 制止乱摆卖现象

档案篇——

档案形成满25年
应向社会开放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慧 通

讯员/南公宣）自称是“防控中

心”的刘主任来电称，你可能感

染了新冠肺炎，但可以购买

5800元的特效药治疗？6月 7

日晚，南海警方发出提醒：这是

假的！

近段时间，为准确排查密切

接触者、次要密切接触者、重点人

群及一般人群，南海区“新冠肺炎

疫情”流调员正在对确诊病例的

接触人员开展流调工作。因此，

会有部分市民接到标注为“南海

区疫情防控专线 请您务必接听”

的来电。

但也有市民反映，其接到了

“南海区疫情防控专线”的电话，

对方自称是“防控中心”的刘主

任，并告知其健康码和检测报告

有异常，怀疑感染了新冠肺炎。

“刘主任”还在电话里透露，现在

病情还处于潜伏期，有一款特效

药只需吃三个疗程，就能恢复健

康，共计5800元。对此，南海警

方提醒广大市民，这是假信息！

目前新冠肺炎没有特效药治疗，

只要接到类似的电话，请马上挂

掉电话。

真正的疫情防控专线流调

员需要核实的内容只有以下这

几种：个人基本信息，如姓名、身

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家庭住址、

家庭成员等；健康状况，包括近

期是否有不适症状、核酸检测情

况；近期行程，包括14天内具体

行程、交通工具、接触人员；其他

对疾病防控有用的信息。

流调员在表明身份后，不会

询问财产，也不会说有特效药等

与疾病防控不相关的问题，请接

听相关电话的市民注意甄别，以

免上当受骗。

还有部分市民反映，自己收

到了自称是“疫苗接种普查调查

员”的好友申请。南海警方提

醒，该信息也是假的，如遇到类

似申请请直接拉黑删除。

不少网友在南海公安微信公

众号下留言，支招防范。网友“黄

cy”留言表示：不管对方是什么人

或单位，只要一讲到钱，先冷静一

下，谨慎应对。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

菲 通讯员/关文轩）为进一步

提高巡查质量，找出隐患，九

江镇璜矶社区网格员利用错

峰上班或加班加点的时间，对

出租屋及白天较少开门的租

赁场所加强巡查。在网格员

“穿针引线”的协助下，镇相关

部门查处了多间存在较大消

防安全隐患的租赁场所。

近日，璜矶社区第三网格

员进行日常巡查时，多次路过

风水学堂经济社内一出租屋，

都闻到一股浓郁的食品香

味。细心的网格员留意到该

香味每天17时至19时传出，

于是来到该出租屋门前，一探

究竟。

门打开的瞬间，映入眼帘

的是各种锅碗瓢盆，有大量调

味品、两个大冰柜、多盆熟食

放在地上……经询问，该出租

屋是一牛杂加工作坊。这些

牛杂会在晚上以地摊形式在

附近销售。

经过进一步检查，网格员

确认该出租屋是无牌无证的

违法熟食加工作坊，随即将情

况上报璜矶智慧社区工作

站。工作站处置员接报后，立

即联同社区相关工作人员和

治安队员赶到现场处置，对作

坊负责人和出租方进行了严

厉教育，发出限期整改通知

书，要求其停止违法熟食加工

行为。目前，该熟食加工作坊

的相关人员和作业工具已全

部搬离该出租屋，经网格员复

查后，确认该处的无证熟食加

工违法问题已得到解决。

日前，璜矶社区第三网格

（风水学堂向北）网格员在该

社区东社村进行日常巡查时，

发现位于璜矶市场旁边的空

地处，有村民违规占用公共区

域，私自堆放了大量的建筑材

料和垃圾。网格员立即上前

查看情况，深入了解后，网格

员发现了堆放建筑垃圾的当

事人正准备进行违法建设，网

格员随即将案件上报网格化

平台。

璜矶智慧社区工作站处

置员接报后立刻赶到现场，按

照整治违建的工作要求对当

事人开展教育，责令当事人

停止违建行为并对乱堆放的

建筑垃圾进行清理。在社区

网格员的监督下，当事人自

行清理了所有倾倒的建筑垃

圾，并承诺不再进行违法施

工，当事人的违建行为得到

及时制止。

璜矶社区网格员巡查发现一处非法食品加工场所

闻到食品香味 揪出无证作坊

推销新冠肺炎特效药？

镇街

九江

社区

璜矶

网格名称

第一网格

（松桂、接云、荣下）

第二网格

（南胜、东社一、东

社二、日耀、东华经

济社）

第三网格

（风水、学堂、向北

经济社）

网格长

关浩欣

潘锦辉

陈美玉

网格

巡查员

程伟石

潘细陪

潘醒辉

潘演昌

电话号码

18927756557

18923157611

13927707583

13927718123

社区

处置员

关铭强

智慧工作站

坐席员

潘铨迪

社区

管理员

潘铨迪

璜矶社区网格化人员架构信息表

■执法人员对占道经营行为进行整治。

你可能感染了新冠肺
炎，但可以购买5800
元的特效药治疗。

诈骗！

■网格员巡查发现非法食品加工场所。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