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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强

通讯员/曾昭弘）目前，九江镇

中青年民乐演奏大赛正在接受

报名，奖金高达 2000 元，报名

时间截至本月底。

此次大赛由南海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南海区委宣传

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南海区文化馆指导，九江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九江镇宣传文体

旅游办公室、九江镇精神文明建

设委员会办公室、共青团九江镇

委员会、九江镇文化发展中心、

九江镇教育发展中心主办。20

岁至 55岁、在九江镇工作学习

和生活、有民乐演奏特长的爱好

者均可报名参赛。参赛者可自

选演奏一首民乐或者广东音乐，

演奏时长8分钟以内。

九江镇文化发展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次中青年民乐

演奏大赛，旨在发现和培养民

乐演奏人才，让民乐在群众中

普及，从而推动民乐的创作、演

奏和发展，传承和弘扬优秀的

民族文化。
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强

通讯员/黄结英）近日，按照全区

统一部署，九江打响专业市场

消防违建攻坚战。4月13日，

九江镇相关部门对鱼珠夹板市

场开展大检查，全面排查整治

市场安全隐患。截至4月19

日，该市场自行拆除了9500平

方米违建物。

4月13日，九江镇镇长罗

淮东带领镇消防办、应急办、九

江消防救援所等部门，来到鱼

珠夹板市场开展消防安全、安

全生产大检查行动。现场，只

见工作人员正在拆除消防通道

及防火间距乱搭建的建筑物。

“工人在施工过程中，有没有系

安全带？”“有没有人监管安

全？”检查组向施工方详细了解

各项安全工作落实情况。施工

方负责人介绍，施工人员在开

展高空作业时，都要求佩戴安

全帽和系安全带，并制定科学

合理的安全防范措施，做细做

实高空作业人员防护措施，提

高工人安全生产意识。

鱼珠夹板市场是一家专

业市场，主要经营范围为木

材、夹板装饰材料、五金灯饰、

家具等。市场内经营主体超

200家，由于历史原因，普遍

存在违规搭建、占用消防间距

等问题。

九江镇消防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建筑物之间搭建顶棚会

占用消防间距，一旦遇到火灾

会导致烟雾难以扩散，影响相

邻建筑，“鱼珠夹板市场存在占

用消防间距等消防隐患问题，

且消防间距用于堆放货物，违

反消防规定。”

为进一步加强批发市场、

专业市场消防安全管理，消除

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九江镇消

防办前期对200多个租户进行

全面排查摸底，共排查隐患

864处，同时发放限期整改文

书，并耐心细致地开展消防知

识与政策的宣传，鼓励业主自

改自拆，并对有需求的业主提

供上门指导、联系工班等帮助。

在镇相关部门的督促下，

鱼珠夹板市场的经营主体迅速

落实主体责任，聘请第三方公

司对占用消防间距部分进行拆

除。截至4月19日，该市场累

计拆除占用消防间距建筑面积

达9500平方米。

“经过九江镇相关部门的

安全教育与劝说，我们也意识

到这些遮阳棚存在消防安全隐

患。”鱼珠夹板市场有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市场方正积极配合，

拆除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建

筑，并尽快完成相关整改工作。

九江镇消防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阶段将继续督促全

镇企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

体责任，落实各项消防安全隐

患整改工作，进一步增强企业

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全面推动

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讯员/关文轩）“现在，问题说

开了，矛盾解决了，心情都变好

了。”家住九江下西社区的张先

生说。近日，下西社区第一网

格（翘南大稔）巡查员在巡查过

程中接到群众反映，该社区大

稔村内有两户村民发生了严重

矛盾问题，希望巡查员帮忙处

理。接报后，巡查员立即赶到

现场调解。

通过两家人的讲述，巡查

员深入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其中一户村民经常从自

家窗户向外扔垃圾和杂物，大

部分杂物垃圾落到了邻居张先

生房屋窗台上，张先生多次向

该村民反映无果，随即引起了

激烈的矛盾纠纷。

巡查员立刻将情况上报网

格化平台，并联同接报赶到的

处置人员对乱扔垃圾的村民进

行教育，向其说明维护辖区人

居环境的责任，要求该村民改

掉乱扔垃圾的习惯。经过耐心

的调解，该村民接受教育并对

自身行为表示歉意，同时承诺

不再乱扔垃圾和杂物，双方矛

盾得到了及时的化解。

“网格员”就地变身“调解

员”，充分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第

一道防线”的作用，切实打通了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无独有偶，下西社区第四

网格（洪圣乐只太平）巡查员在

巡查过程中接到下西太平村村

民的投诉，称村内某厂房在加建

厂房楼层过程中有大量的螺丝

钉散落到旁边的路面上，已有3

辆路过此处的车辆轮胎被扎穿，

村民多次向厂方投诉均无果，故

求助于巡查员。

巡查员赶往现场进行调查

后，发现情况属实，随即将情况

上报下西智慧社区工作站。处

置员接报到场，联同巡查员对

路面散落螺丝钉的情况进行取

证，并向厂方出示了取证照片

和投诉图片。经教育后，厂方

认识到错误，随即派人员将路

面的螺丝钉和杂物清理干净，

同时向处置人员保证施工期间

每天会派人员对该路段做好保

洁工作，村民的投诉问题得到

了完满解决。

■案例简介
刘大妈开了一家牛肉火锅

店，生意异常火爆。恰逢节假

日，店里人手更是短缺，刘大妈

临时招了几个伙计到店里帮

忙。由于时间仓促，即使没有

健康证，刘大妈也让他们直接

上岗。后来，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突击检查，刘大妈无法出示

这些员工的健康证明，便向执

法人员请求宽恕几天，忙完这

几天立即补上。执法人员立

即要求这几名没有健康证明

的员工停止工作，并对刘大妈

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部门说法
南海区食安办提醒：《食

品安全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

定，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

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当

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

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健康

证明是食品生产经营者经过

卫生监督部门的健康体检后

取得的证明文件。为了保障

消费者的人身健康安全，健康

证不能后补。

■相关链接
4 月 23 至 24 日、4 月 30 至 5

月 1 日，南海区食安办、南海区

普法办联合举办“食品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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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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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打响专业市场消防隐患攻坚战

督促检查抓得紧
市场自拆违建9500平方米

扔垃圾引发两家矛盾
网格员耐心帮化解

下西社区网格人员架构

九江中青年
民乐演奏大赛正接受报名

食品安全篇——

从事特定食品工作
需先取得健康证明

参赛对象
在九江镇工作学习和生

活的干部、职工、教师、村居群

众、企业员工、在校学生，专业

音乐工作者及业余音乐爱好

者均可参加，年龄要求 20 岁

至 55 岁。

演奏乐器
演奏比赛使用的乐器为

中国传统、常规民族乐器、民

乐特色演奏乐器。

演奏形式
演奏形式不限，独奏、合

奏均可，参赛作品由参赛者组

织进行演奏，独奏不可视谱，

演奏曲目请在填写报名表时

予以说明。比赛鼓励选手以

不同表现形式演奏，发掘创新

而不失韵味的演奏形式与风

格。

演奏曲目
自选演奏一首民乐或者广

东音乐，演奏时长8分钟以内。

比赛办法
本次比赛采用阶段赛的

方式进行，第一阶段：初赛（时

间 5 月 初）；第 二 阶 段 ：复 赛

（时间 5 月中旬），由主办方从

初赛演奏者中评选出若干名

优秀参赛者进入复赛（具体人

数按照报名参赛人数比例确

定）。初赛、复赛的具体时间、

比赛地点另行通知。

奖项设置
比赛不设年龄组别评奖，

设金奖 1 名，奖金 2000 元；银

奖 2 名，奖金 1000 元/名；铜奖

3 名，奖金 500 元/名；优秀奖:

若干名，奖金 200 元/名。凡获

奖者均颁发获奖证书一本。

报名办法
（一）参赛者关注“南海九

江”和“九江镇文化站”微信公

众号，点击关于举办“儒林乐

韵”——九江镇中青年民乐演

奏大赛的通知文件，扫描二维

码下载报名表格进行填表，提

交的报名表格请在文件名称

注明“民乐演奏大赛+姓名”

发 送 至 1534975862@qq.com；

也可以直接到九江镇文化发

展中心（吴家大院文化艺术

楼）二楼群文科报名。

联系：唐小姐，联系电话：

（0757）81862660

13711400605

收到资料后，主办方将以

报名表上自选形式（电话、短

信或邮件等）告知参赛选手确

认参赛资格。参赛者的车旅、

食宿等费用均需自理。

（二）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

扫描二维码

下载报名表

■检查组检查市场消防设施。

■市场违建整改后，地上的铁皮准备清走。

■网格员接到投诉到施工现场了解情况。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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