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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

菲 通讯员/刘浩辉 摄影报道）

冬春季节，是火灾的高发季，

尤其是用电用火频繁的建筑

工地。11月18日，九江镇城

建和水利办公室（建设业务）

联合九江消防中队、镇消防

办在九江镇初级中学新建宿

舍楼举行2021年九江镇建筑

工地消防安全应急演练观摩

会，旨在提高建筑从业人员

消防安全意识，规范作业行

为，提高工程建设项目在发

生消防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

能力。

“起火了，请大家撤离到

一楼室外的安全地带。”伴随

着一声呼叫，演练正式开

始。演练模拟由于天气干

燥，施工建筑一层起火，浓烟

从现场尚未完工的建筑楼层

冒出，正在室内作业的工人

在专职安全员的指挥下迅速

利用安全通道疏散到安全区

域，但个别人员未能及时撤

离被困火场。事故发生后，

应急救援预案启动，消防组、

疏散抢险组和医疗救护组迅

速集合，开展救援。

人员疏散、火情侦察、紧

急灭火、拨打求助电话、救助被

困伤者等一系列演练过程紧

密衔接，事故报告有条不紊，人

员撤离井然有序，处置措施及

时合理，达到预期的效果。

“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

于救灾。”九江镇总工会主席

许淑娴表示，常态化疫情防

控形势下，要将安全生产真

正落到实处，强化消防、防疫

安全管理，保障各建设施工

工程安全生产；要着重预防

工作，提升建筑工人的安全

生产意识和消防意识；切实

增强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案例简介
王某（15岁）在某网吧上

网，但没带钱。该网吧管理

员唐某便怂恿王某拿砖头到

其他网吧实施抢劫。王某当

天去到另一网吧，持随身携

带的折叠刀威胁汪某并劫得

人民币185元。后来王某将

抢劫经过告诉唐某，称抢得

人民币80余元，唐某便让王

某请其喝饮料。对此，汪某

向法院起诉。

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

一、被告人王某犯抢劫罪，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并处罚金一万元；二、被告人

唐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

万元。

■部门说法
本案是一起教唆未成年

人实施犯罪的典型案件。未

成年人王某到唐某管理的网

吧上网，唐某因害怕王某在

其网吧偷东西，便怂恿王某

去别的网吧实施抢劫，而王

某便信以为真去实施唐某教

唆的犯罪。

根据《刑法》第二十九条

第一款规定：教唆他人犯罪

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

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

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

当从重处罚。

因此，唐某虽无具体实

施抢劫，但因有教唆未成年

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当从

重处罚。而王某经法庭教

育，对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

性有了深刻的认识，能够真

诚认罪、悔罪。法庭从挽救

失足未成年人角度出发，坚

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

原则，对其判处缓刑，给其一

次悔过自新的机会。

■相关链接
11月26日~12月5日，每

逢周五至周日，南海区普法

办、南海区司法局、南海区教

育局联合举办“党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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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南海普法

未成年人篇——

教唆未成年人犯罪
依法从重处罚

九江镇举行建筑施工消防安全应急演练观摩会

强化人员培训
把好消防安全关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讯员/关文轩）近日，九江镇南

金村第二网格（尚中先锋北）网格

员日常巡查时接到村民反映，指

南金先锋村大闸巷的一间弃置

房屋里，有村民私自在里面设立

鸡窝饲养家禽，饲养时间已持续

近2个月，每天气味难闻，鸡叫扰

民，希望社区解决。

接到群众诉求后，网格员及

时到场调查，发现村民私自搭建

鸡窝养鸡，家禽的粪便产生难闻

的气味，不仅使得社区环境大打

折扣，还对弃置房屋周边居民的

日常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

村民由此提出了两点疑问：

一是根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的乡村治理标准，家禽每天鸣叫

的声音分贝是否达到了噪声污

染标准？二是家禽排泄物气味

是否也超过了“畜禽养殖业污染

排放标准”？村民希望环境管理

的有关单位协助处理。

网格员将群众反映的问题

上报南金智慧社区工作站，工作

站处置员接报到场核实情况，同

时核对相关环境污染的管理法

规，确认该处设置的鸡窝确实影

响附近居民的生活质量以及该

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提升。

经过处置员和网格员多次

与当事人的沟通协商，鸡窝属主

最终同意将鸡窝拆除，同时将该

区域清理干净，现场私建鸡窝影

响环境的行为得到整治。

社区网格员持续做好巡查

和宣传工作，避免任何因素影响

公共环境卫生，保障居民健康和

社区美好环境容貌。

日前，南金村第一网格（新

兴工业园区）网格员在日常巡查

中，发现该村新兴工业区垃圾站

外被人放置了多件大型垃圾。

网格员察觉可疑便上前查看，经

检查这一袋袋包裹的大型垃圾

里面全是泡沫板和海绵，属于偷

倒工业垃圾事件。网格员随即

将问题上报网格化平台，南金智

慧社区工作站处置员接报后立

即跟踪处理，通过查看监控视频

录像，最终锁定了偷倒工业垃圾

的人员和所属厂企。处置员对

该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严厉教育，

责令其立刻安排人员将偷倒的

工业垃圾清走，并告诫该企业不

能再偷倒工业垃圾，否则将面临

处罚，偷倒工业垃圾行为得到了

整治。

违章养鸡扰民 私建鸡窝被清理

九江镇南金村社会治理网格化通讯录

村居

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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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078

8623

坐席员

谭晓珍

1379408

2313

■消防员紧急灭火。

■鸡窝被拆除后。 通讯员供图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万里

通讯员/老玉兰）“为切实保障水

产品质量安全，九江镇将水产品

质量治理工作作为食品安全中

的一项重点和长期工作来抓。”

今年以来，九江镇对水产品质量

安全开展一系列的专题研究和

整治，并制定相关规范统一水产

品养殖经营行为，落实水产品质

量安全长效治理。

统筹部署
落实监管工作

作为中国淡水鱼养殖名镇，

九江镇水产物流企业较多，在全

省范围内收购和配送水产品体

量大，水产品购进以佛山、江门、

肇庆产地为主，销售覆盖全国大

部分主要城市。九江镇也是广

东省淡水水产品的重要集散地，

关系到全省各产地乃至全国各

销售市场，既发挥促进产业兴旺

的作用，也承担着较大的社会责

任。

为此，九江镇高度重视水产

品质量安全工作，镇主要领导要

求农业部门牵头出台相关管理

规范，明晰行业管理要求，并要

求各职能部门依职责落实水产

品质量监管工作。九江市监所

所长彭学军统筹部署抓落实，并

多次对水产贩运企业、水产品生

产经营单位等开展带队检查，督

促企业、单位落实水产品溯源、

进货销售台账、活鱼自检等工

作。

开展专项行动
打击违法行为

今年年初，九江镇食安办牵

头组织九江市监所、农业农村

办、生态所、村居干部，以及水产

养殖户、水产品物流企业、水产

品生产加工和销售单位代表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水产品监管工

作。会议介绍九江镇水产品养

殖、监管情况，解读相关法律法

规，明晰水产品养殖户和生产经

营单位责任，并听取部门、村居

和与会单位代表对水产品监管

的意见和建议，针对水产品监管

存在的问题进行商讨研究，为进

一步规范水产品监管机制及行

业规范提供参考。

与此同时，九江镇开展专项

检查执法和专项抽检，对水产品

质量严格把关。2021年3月中

旬至4月中旬，九江市监所对辖

区内水产品贩运、水产品生产加

工企业进行排查，共出动22人

次，检查水产品单位23家次，重

点针对索证索票、进货销售台

账、企业是否落实自检等工作进

行检查，并对没有落实进货销售

台账的立案查处4宗。

上半年，根据前期排查情

况，4月23日，九江对水产品生

产经营单位、水产贩运企业开展

统一抽检行动，对13家水产经营

单位抽检共13批次，其中不合格

6批次，涉及4家水产品生产经

营或水产贩运企业，市监所对上

述4家水产经营单位按照有关规

定已进行立案查处。下半年，联

合区市场监管局于11月18日，

对水产品生产加工和水产品贩

运企业等开展专项抽检，共抽取

水产品10批次、水样7批次，检

测结果待检测机构出具。

狠抓质量安全
长效治理

为落实水产品质量监管长

效治理，九江镇出台水产品相关

管理规范，并加强对水产养殖、

水产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管执法，

采取专项与常态化监管相结合，

落实水产品质量安全长效治理。

为进一步加强水产品质量

监管，规范水产养殖、水产品销

售、活鱼贩运、水产品存储及物

流等单位的生产经营行为，经农

业、市监等部门反复商讨研究，

九江镇出台《九江镇水产品经营

者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和《九江

镇水产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管

理规范》。

今年9月1日，九江镇组织

水产贩运和水产生产经营单位

召开会议，镇食安办相关负责人

明确了食品安全重要性，要求各

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市

监所相关负责人进一步明确了

水产品监管要求，并与10家水产

贩运企业签订《食用水产品质量

安全承诺书》。

下阶段，九江镇将继续深化

水产品治理成果，不断完善行业

管理规范、强化监管执法，打击

水产品违法行为，并根据下半年

抽检结果，对不合格批次水产品

涉及的单位依法进行查处。

■九江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开展水产行业检查。 通讯员供图

九江镇切实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

水产贩运企业须落实产品溯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