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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普法

案例简介
大学毕业后，小艾顺利找到了

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不料，工作

几个月后，她的上司黄某经常在晚

上给她发性骚扰的图片和文字信

息，并以辞退威胁，逼迫她做他的

“情人”。小艾感到很害怕，最后在

家人的鼓励下向单位纪检部门反映

该问题。收到小艾的投诉后，公司

怎么做才得当？

部门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一十条规定，违背他人意

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

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

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

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

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

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

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相关规定，本案中，黄某对小艾的行

为属于性骚扰，其公司有责任对小

艾投诉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并对

黄某作出相应处置，以防止和制止

其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

扰。

相关链接
10月16日至17日，中共佛山

市南海区委政法委、南海区法学

会、南海区普法办联合举办“民法

典宣讲百村行”主题微信学法大

赛，参与游戏答题有机会获得微信

红包等奖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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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单位有责任
预防制止职场性骚扰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讯员/关燕萍 许健华 摄影报

道）9月30日，九江镇召开2021

年第四季度安全生产、系统防

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消

防安全及森林防灭火工作会

议，部署下阶段安全生产及消

防安全各项工作任务。九江镇

镇长罗淮东强调，必须压紧压

实各方责任，抓实抓细防范措

施，最大限度降低事故灾害风

险，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总结了第三季度安全

生产、道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

等主要工作情况，第三季度九江

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总体态势

稳定。会议播放了近期安全生

产事故案例视频，进一步增强各

村居、部门及单位安全管理人员

的红线意识和风险责任意识。

第四季度处于安全生产事故多

发期，九江将重点围绕防范安全

生产事故开展相关整治工作，重

点抓好危化品、道路交通、高层

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等行业领域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狠抓各项工

作落实。

九江镇副镇长、九江派出所

所长邹子文表示，各社区和有关

部门要深刻吸取其他省份的重

大安全生产事故教训，结合消防

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攻坚年

任务，紧盯高层建筑、危险化学

品企业、群租房、物流仓储园内

和老旧厂房改商业场所、自建房

改作人员密集场所等群死群伤

火灾风险较高单位和“三合一”

火灾高发场所，深化推进各项既

定部署落细落实，坚决遏制住发

生火灾亡人势头，坚决守住不发

生重特大事故这条底线。

九江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邓伟航总结了今年以来九江镇

的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提出安

全生产形势仍比较紧张。下阶

段，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深入推进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

治，包括抓好系统防范化解道

路交通安全风险工作，抓好高

层建筑施工领域、出租房消防

安全专项整治。此外，坚决守

住护林防火安全底线，要强化

值守值班和调度，严格突发事

件信息报送；强化健全应急预

案和物资储备，提升应急保障

能力，推动应急管理各项准备

落到实处。

罗淮东表示，要全力做好

安全生产工作，充分做好风险

研判，切实加强道路交通、旅

游行业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

监督和管理，严格落实风险管

控措施，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和

执法监管力度，坚决遏制事故

发生，确保镇内总体形势稳

定，有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国庆期间九江派出所出动

警力3100多人次

刑事警情同比
下降超五成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通讯

员/叶自丰）国庆期间，九江派出所全

体警辅人员坚守岗位，开展应急值守、

社会面防控、交通安全等各项工作，有

力保障全镇社会治安总体平稳。据统

计，国庆期间，九江派出所共投入治安

防控力量3100余人次，全镇刑事警情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54.6%。

10月2日晚，面对近百条流调

信息，九江派出所流调组成员正紧

张地忙碌着。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即使是节假日，流调组成员也如常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流调组组长韩

维新表示，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频繁，

对流调工作是不小的挑战，“只有坚

守在岗位上，才感觉比较安心。”

假期，反诈宣传也不曾“缺

席”。海寿岛假期吸引了许多游客

前来游玩，九江派出所民警瞅准时

机，前往海寿码头，利用市民等待渡

船的时间开展反电诈宣传。宣传

中，民警结合辖区真实案例给大家

讲起反诈小故事，现场市民听得津

津有味，并表示，民警的宣传让他们

从中学到了很多防骗知识。

10月3日，一名女子骑摩托车

经过九江镇行政服务中心时，由于

雨天路滑，不慎摔倒受伤，情况紧

急。恰巧此时九江派出所沙头社区

民警中队辅警何国良上班路过，见

状立马停车上前查看情况，并呼叫

“120”前来救援，同时安抚女子情

绪，并在附近找来椅子让她坐下休

息。由于当时下着小雨，何国良便

撑起雨伞站在女子身旁，陪她一同

等候救护车到来。

救助迷路的老人、帮助走失的

小孩找到家人、协助“大头虾”群众

找回丢失的现金……国庆期间，九

江派出所共帮助群众30余人，用实

际行动赢得群众赞扬。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万里 摄

影报道）9月16日至30日，南海区

食品安全科普知识巡展活动走进

九江，为市民带去丰富、实用的食

品安全知识。

该巡展旨在让市民了解到食

品安全的重要性、科学饮食和健康

生活息息相关，也了解到如何预防

食物中毒、如何正确储存食物、如

何更合理提高膳食营养等常识。

历时半个月的巡展先后在九

江大型商超信基广场、家具龙头企

业林氏木业以及儒林初级中学开

设展位，展板内容主要包括南海区

“两个创建”亮点工作、食品安全科

普知识、健康知识以及食品政策法

规等，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充分体

现“小展板，大课堂”的宣传效果。

“选购土豆时要仔细辨别是否

发过芽，如果买回的土豆已发芽或

变色，应该丢弃不能食用……”在

信基广场，九江市民梁小姐边看边

读给身边小孩听，向孩子普及食品

安全知识，共同提高食品安全防范

意识。

“自从这个巡展活动进校园

后，我们积极安排师生，利用课余

时间自行组织观展，务必让每位师

生都能学到展板上的食品安全知

识和健康饮食习惯，提高对食品安

全的重视。”在儒林初级中学，该校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校十分注重培

养学生养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

文明就餐习惯，巡展有利于学校营

造安全健康的饮食环境。

按计划，从9月1日起至12月

底，南海区食安办还将在全区7个

镇街的学校、商超、广场、公园、企

业等地方进行巡展活动，将食品安

全知识、政策送进农村、进社区、进

学校、进家庭、进企业，让市民了解

更多的食品安全知识，促进广大市

民关心参与食品安全行动，营造食

品安全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

菲 通讯员/关文轩）网格员是

基层治理工作的“神经末梢”，

是群众之间的联系纽带，同时

网格员还发挥着调解群众矛

盾纠纷、构建和谐社区“润滑

油”作用，用行动打通矛盾纠

纷源头治理“最后一公里”。

近日，九江镇公资办管辖

的水南社区第一网格（公资

AB区网格）巡查员在沙头工

业园进行日常厂企巡查。巡

至某家具公司时，发现有工伤

事故赔偿问题纠纷。巡查员

经了解得知，该企业有一名员

工在工作期间意外被机器弄

断右手三根手指，当时由企业

出钱医治，其后伤者提出工伤

赔偿要求，但企业对赔偿事宜

有异议，继而双方就赔偿问题

发生纠纷。巡查员将情况上

报网格化平台，处置员接报后

迅速联同园区主管、镇人社

局、镇司法所等单位人员赶到

现场介入协调。经多个部门

的调解，该企业与受伤员工达

成赔偿协议，签订了调解协议

书，纠纷得到解决。

无独有偶，该巡查员在沙

头工业园巡查时，接到来自该

工业园内一楼盘生活区工地

的工人反映，称有14名工人

因工资和路费问题与工地包

工头发生激烈纠纷，希望网格

员帮忙调解。接报后，巡查员

迅速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得知

该工地包工头聘请了14名人

员到工地上班，但包工头发现

该批工人近段时间经常在宿

舍打牌，时常出现上班迟到和

工作怠慢等问题，包工头遂不

再让该批工人前来上班，然而

工人们要求马上结清工资和

报销来回路费，双方协商不成

因此发生争执。巡查员随即

将情况上报网格化平台，处置

员接报后，迅速联同派出所民

警和镇建设办工作人员赶到

现场协调处理。经协商，包工

头最终同意支付14名工人工

资和来回路费共计6300元，

工人也对协商结果无异议，双

方签订协议，包工头也当场发

放工资和路费，纠纷得到解

决。

九江部署第四季度安全生产、消防、道路交通工作

抓好出租房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南海区食品安全科普知识巡展走进九江

小展板带来食品安全“大知识”

九江镇公资AB区网格处理2起劳动争议纠纷

网格员发现纠纷 多部门及时化解

公资办第一网格（公资AB区网格）网格分工

片区

公资AB区网格

（沙头园区A区）

合计

负责路段

沙头园区内路段

1个网格

网格长

崔瑞仪

13927705353

1人

网格

处置员

龚文明

1人

网格

巡查员

邓石海

邓囯武

2人

智慧工作站

坐席员

明志荣13928625957

1人

社区

管理员

■九江镇领导带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市民正在观看展板。

■网格员及时协调化解劳资纠纷。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