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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金村网格人员信息

网格名

第一网格

（新兴工业园网格）

第二网格

（尚中先锋区网格）

第三网格

（田心先锋区网格）

网格长

谭永禧

谭朗标

崔庆锋

巡查员

崔勇佳

崔建基

崔嘉海

联系电话

13288361191

18138336746

13726688642

副站长

崔庆锋

13450788623

坐席员

谭晓珍

13794082313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

菲 通讯员/陈国杰）近日，九

江镇试点投用电动车公共驿

站，驿站内配置10个充电插

座和10个停车位，允许车主

48小时临时停放充电，居民

只要通过手机扫描充电桩上

的二维码即可充电。

为满足九江镇人居环境

和生命安全保障的“双提升”

要求，电动车公共驿站采用

电泳铝材合金和耐高温材料

建造，时尚美观，驿站长6米，

宽2米，高2.6米，顶部雨棚采

用首创集热集烟式半封闭设

计，可迅速触发烟雾报警装

置和喷淋装置，将初始火灾

及时扑灭。

电动车公共驿站安装了

视频监控，配备 2个 4KG干

粉式灭火器，智能充电设备

具有过载保护和漏电自动断

电功能，全方位筑牢安全屏

障，还设置有四个宣传栏，使

驿站在服务与宣传上发挥最

大效用。

近年来，电动车日渐成

为市民日常代步不可或缺的

交通工具。据统计，九江镇

新市民拥有电动车数量约2.3

万辆，能提供电动车停放的

标准场所不足500个，电动车

安全停放和充电难这个问题

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难点，

有鉴于此，九江镇新市民办

今年6月创新推出“电动车公

共驿站”的试点工作。

接下来，九江镇敦根社区

联合党员志愿者、街坊会和社

工机构联合开展“心融入，新

生活”驿站宣传体验活动，引

导老旧平房出租屋的租户将

电动车停放在驿站，构建“摩

电整治”管理新模式。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讯员/关文轩）网格员日常工作

的重点是巡查走访，通过巡查及

时发现问题并处理，给居民带来

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获得感。

近日，南金村第一网格（新

兴工业园区网格）网格员在南金

工业园进行常规厂企消防安全

巡查时，发现该工业园内的德仁

合家具厂车间内，有乱堆放易燃

易爆化学物料的情况。这些化

学胶水内含有天拿水，属于易燃

易爆化学物品。由于生产车间

内的温度较高，随意乱放的化学

品很容易引起火灾和爆炸事故，

存在十分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

网格员立即将情况上报南

金智慧社区工作站，工作站处置

员接报后到场跟进处理，告知该

厂企负责人随意乱放易燃易爆

化学物料所带来的安全隐患，要

求该厂按相关规定将化学品放

到通风阴凉处保存。厂企负责

人现场接受教育，并立刻把这些

危险的化学品按要求摆放到安

全的位置，现场的消防安全问题

及时得到整改。

日前，南金村第二网格（尚

中先锋北）网格员在该村德兴大

街进行巡查时，发现大街南巷一

无人居住的旧屋围墙内有浓烟

冒出。网格员立即上前查看，发

现该房屋围墙内的空置烂地上

堆放了废旧木材，疑似由于天气

干燥突然自燃起火，过火面积约

有10平方米。

网格员立刻通知了村微型

消防站和村治安队前来支援，同

时将情况上报南金智慧社区工

作站。接报后，消防站消防员带

上了灭火工具，联同工作站处置

员、村治安队员很快地赶到了现

场，在网格员的协助下，使用消防

喉对火势进行扑救。由于现场火

势并不大，火种很快被完全扑灭，

处置员现场教育了该房屋屋主，

责令其立刻处理好该处废置的木

材，避免火灾事故再度发生。

南金村网格员进行常规厂企消防安全巡查，及时消除严重隐患

易燃易爆化学物品
放通风阴凉处保存

九江试点投用
电动车公共驿站

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

强 通讯员/何添杰 摄影报道）

近日，记者从九江镇综合行

政执法办数字城管中心获

悉，该部门数字中心快速处

理一宗市民反映井盖松动严

重扰民案件，获得周边市民

点赞。

“九江镇西圣路农夫果

园对面，有一个井盖松动，每

逢车辆经过都会发出很大的

响声，实在太吵了，严重影响

周边居民日常生活。”近日，

李小姐致电九江镇综合行政

执法办数字城管中心，希望

相关单位尽快处理。

九江镇综合行政执法办

数字城管中心坐席员把市民

提供的信息记下来，指派该

路段采集员立即到现场核

实，确认该井盖为污水井盖，

由九江镇市政办负责处理。

采集员实地反馈，每逢

车辆经过，井盖马上“哐当”

地响，声音确实扰民。“其实

白天还可以勉强接受的，但

夜深人静时，这响声确实让

人受不了，难以入眠啊。”周

边居民陈先生说。

为了让责任单位更清楚

地了解现场情况，坐席员让

采集员录制了一段小视频发

给市政办工作人员，并催促

市政办尽快处理解决井盖

“哐当”响的问题，市政办表

示十分理解市民的诉求，感

谢市民的报料，现井盖已加

垫处理，响声已消除。

随后，九江镇综合行政

执法办数字中心再次到场复

核，确认该井盖“哐当”声响

已消除，并安排各采集员对

居民楼密集的路段展开细致

排查，针对井盖“哐当”响的

问题，该部门数字中心共处

理10余个问题井盖。

九江镇综合行政执法办

数字城管中心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发挥数字城管信息采

集员巡查职能，一旦发现影

响居民生活的城市管理问

题，立即处理。

井盖“哐当”响
城管快速处理

九江派出所联动平安南海大巡讲（九江）护航志愿者联

盟，全力打造“无骗九江”

民警志愿者联手构筑防骗“长城”

■市民扫描二维码即可为电动车充电。 通讯员供图

■井盖“哐当”响的问题已被解决。

为进一步构建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新格局，以群

防群治的力量构筑

九江防骗“长城”，九

江派出所近日紧密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联动

平安南海大巡讲（九

江）护航志愿者联

盟，通过警民联手的

力量助力反诈宣传

覆盖面更广、更精

准、更深入人心。

强化反诈志愿者知识“储备”

7月14日，九江派出所在

九江镇政府举行反诈志愿者座

谈会，近50名反诈志愿者代表

齐聚一堂，聆听派出所民警的

反诈知识培训，交流反诈经验，

提升自身反诈宣传服务能力。

会上，九江派出所民警王

永和通报了上半年全镇诈骗发

案形势，并结合最新案例，深入

剖析犯罪分子常用诈骗手段，向

大家支招防范技巧；同时，手把

手教大家安装下载国家反诈中

心APP，牢牢捂紧钱袋子。“就

在昨天，九江有一名事主遭遇冒

充‘公检法’诈骗，尽管该事主已

经安装了国家反诈中心APP，

但并未开启来电预警，最终落入

骗子圈套，累计损失近八十多万

元。”民警以辖区真实发生的惨

痛教训来警醒大家，不能仅仅是

把APP安装完就草草了事，还

要开启“来电预警”功能，才能起

到最大的网络防护。

“一讲到钱就要‘醒水’

了！”来自九江大谷的反诈志愿

者张佳喜积极向大家分享自

己和身边人的遇骗防骗经历，

他表示，所有骗局的最终目标

都是钱，只要做到“不听、不

信、不转账”，就能最大程度避

免受骗。座谈会现场“干货满

满，让与会人员纷纷直呼“非

常受用”。

会后，民警联合反诈志愿

者们来到辖区电信网络诈骗高

发地之一的下西社区开展入户

反诈宣传，检验培训“成果”。

入户走访过程中，民警和志愿

者挨家挨户派发《反诈宣传承

诺书》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告

知书》，做到“一户一告知、一人

一承诺”，并向群众讲述辖区真

实案例，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一直都觉得诈骗没有发

生在自己身上，诈骗就离自己

很远。今天听得心惊肉跳，原

来身边这么多被骗的，金额还

很大。”听完反诈志愿者、下西

治保主任杨树雄的宣讲，下西

社区居民关美玲主动掏出手

机，要求教她下载国家反诈中

心APP。“我要监督家里人都下

载这个APP，可不能让骗子钻

了空子。”关美玲笑道。

在走访间隙，民警还和志

愿者走上街头，为过路的市民、

环卫工人等进行“见缝插针”式

的反诈宣讲，号召大家一同加

入反诈志愿者团体，携手织密

抵御诈骗的“保护网”。

“防骗指南”保护老人“袋中财”

“没有稳赚不赔的买卖，理财

骗局的套路很简单，你看中的是

母鸡可以下蛋，而别人看中的却

是你的母鸡！”在九江镇下北社区

的一场面对老年人群体的防骗指

南讲座上，古sir一句幽默又接地

气的话，引得在场的爷爷奶奶们

忍不住捧腹大笑。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来势凶猛，严重危害老年人的财

产安全，为切实提高老年人的识

骗、防骗意识，帮助老人家守好

“袋中财”，7月17日上午，南海公

安分局指挥中心宣传办、九江派

出所联合平安南海大巡讲（九江）

护航志愿者联盟，来到九江镇下

北社区服务中心，为百余名老人

送上“干货满满”的“防骗指南”，

帮助他们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的侵

害，减少财产损失。

讲座上，古嘉强通过真实案

例讲解、诈骗套路剖析，让老年人

了解电信网络诈骗的种类、诈骗

惯用手段以及防骗知识。此外，

针对老年群体的特殊性，古嘉强

对扫二维码兑换积分、“猜猜我是

谁”、保健品诈骗、冒充子女被绑

架等诈骗伎俩进行了重点讲解，

提醒老人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避

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古sir的

讲解让我们恍然大悟，其实骗局

并不复杂，以后碰到类似的事情

我们多留心眼，就不会轻易上当

了。”古嘉强绘声绘色的讲解方式

让在座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他

们表示会将所学到的知识带给家

人和朋友，大家一起抵制诈骗。

期间，九江派出所民警陈裕

生、梁亚银向在场老人们派发宣

传单张，给他们“支招”反诈小技

巧，进一步提升老人的反诈能力，

牢牢守住“钱袋子”。

此次反诈宣传收到了良好

的活动效果，让老年人对电信网

络诈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

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能更好地远

离诈骗、安享晚年。接下来，九江

派出所将针对社会不同人群，通

过线上、线下齐发力，多形式、大

范围开展反诈宣传工作，持续扩

大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社会知晓

度，营造“全民识诈、全民反诈”的

社会氛围，筑牢反诈防线，为打造

“平安九江”贡献力量。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朱明菲通讯员/叶自丰

■听完反诈志愿者的宣讲，下西社区居民主动掏出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