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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曾雯

通讯员/于方舟）日前，一名

年过百岁且长年卧病在床的

老人不慎遗失身份证。松岗

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口民警

上门为老人补办身份证。记

者从该中心获悉，老人的身

份证将于近期寄到。

7月2日，市民黎女士来

到松岗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

口求助，称家中年过百岁的

老母亲最近遗失了身份证，

导致相关业务不能办理。但

老人身体不便，常年卧床，无

法亲自前来办理，希望民警

给予协助。考虑到老人的实

际情况，民警孔秀梅承诺上

门为老人补办身份证。

7月6日，孔秀梅与同事

孔繁江两人准备好资料后来

到老人家中。“本以为像往常

一样几分钟就能搞定，谁知

这次却遇到了难题，老人因

年岁已高加之患病，听力上

存在很大障碍，也无法开口

表达，更别提签名确认了。”

孔秀梅说，只能拿着申请资

料，蹲在老人身边，扯着嗓子

向老人说明办理流程，遇到

需要老人回答的地方，还需

黎女士协助沟通。

“这还是第一次对着群

众‘吼’。”孔秀梅笑着说。平

日里柔声细语指导群众办理

业务的她，这也是第一次要

“吼”着办理户籍业务。签

字、按压手印，十几分钟后，

孔秀梅终于帮老人补办好了

身份证。

“真是辛苦你们了，老母

亲的身份证能这么顺利办下

来，真是解决了我们家一个大

难题，现在全家终于可以放

心了。”黎女士握着民警的手

连连道谢。

户籍民警上门 为百岁老人解忧
松岗行政服务中心户籍窗口民警上门为百岁老人补办身份证

■民警上门为百岁老人办理证件。 通讯员供图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

云 摄影报道）7 月 11 日上

午，狮山镇总工会组织在长

虹岭产业园区开展义诊活

动。

7月 11日上午，在长虹

岭职工·家服务中心，陆续有

产业工人前来就诊。本次坐

诊的医生是来自北京同仁堂

佛山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的主治医师刘雄辉，他为产

业工人提供内科、妇科、男

科、儿科等多种中医服务，满

足产业工人不同的需求。

广东喜派日化有限公司

职工苏先生一早带儿子过来

就诊。“小孩体质比较弱，容

易感冒，一直想带他去医院调

理一下，因为疫情拖延至

今。听说今天这里有义诊，

就带他过来看看。”苏先生

说，他公司就在义诊点对面，

几步路就可以免费看病。

除了中医现场把脉问

诊，本次活动还提供健康

咨询服务。产业工人周小

姐一直被妇科问题困扰，

当天，医生不仅给了调理

建议，还开了几味中药。

“服务很周到，得知我们不

方便购买和熬制中药，便

代为购买，煎服好后再寄

过来，让我们省心不少。”

周小姐说。

义诊服务设在长虹岭职

工·家服务中心多功能室的

阅览室，方便大家在等待时

间还可以翻阅书籍。李枝

凯是国东铜材制造有限公

司一名职工，已咳嗽几天的

他，当天也前来就诊。等候

时，他捧起一本书籍看了起

来。“这里很好，经常带孩子

过来看书，参加一些亲子活

动，让我们产业工人的业余

生活丰富不少。”李枝凯说。

长虹岭产业社区服务中

心主任吴伟财表示，这是推

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文明实

践活动走深走实的举措，为

园区各企业职工就近看病提

供便利，进一步提升企业及

产业工人的服务质量。同

时，还通过党群服务中心、长

虹岭职工·家服务中心、罗马

职工文化广场、小候鸟亲子

活动中心四个阵地，链接镇

总工会、镇妇联购买专业社

工服务等方式，开展九大类

服务活动，为产业工人及家

庭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不断

提升产业工人的幸福感。

狮山镇总工会在长虹岭产业园区开展义诊活动

义诊进园区 提升职工幸福感

■义诊现

场，医生

为产业工

人把脉问

诊。

他们热心救助的小鸟
竟是国家保护动物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慧 通讯员/南公

宣）“阿sir，我捡到一只小鸟，上网查了一下

好像是夜鹭，是国家保护动物。”日前，一位

热心市民捧着一只受伤的夜鹭求助。南海

公安警辅人员立即展开紧急救助，将受伤

夜鹭送到佛山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7月1日20时许，狮山派出所民警谢强

可、彭汉泉及辅警吴健文、吴焕勇正在颜峰

大道巡逻。期间，一名男子手捧一只受伤

的鸟儿来到他们面前，表示自己在散步时

捡到这只鸟，网上查询发现其疑似是国家

保护动物夜鹭，希望警辅人员帮忙救助。

警辅人员现场发现，蜷缩在男子手上

的鸟儿，羽毛呈灰色，颈较短，嘴尖细。鸟

儿的左翅膀受伤流血，已无法飞行。于是，

众人找来一个纸箱，小心翼翼地将鸟儿装

进箱子里，带回派出所，并对它进行简单的

止血处理。

7月2日早上，警辅人员将受伤的鸟儿

送到佛山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该中心工

作人员鉴别后确认，这只鸟儿是夜鹭，属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

无独有偶，在官窑也有人发现了一只

落单的夜鹭。7月6日10时许，狮山镇官窑

某门窗厂员工报警求助，称厂内有一只不

知名的鸟徘徊了两天，可能因为受伤一直

没有离开，希望民警助鸟儿归家。

接报后，官窑派出所民警李国德立即

通知农林部门工作人员前来处置。目前，这

只夜鹭已被送至佛山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现在是鸟的繁殖季节，活动很频繁。”

佛山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夜鹭的繁殖期在4月至7月，因此近期“出

镜率”较高。

市监篇——

创新开展食品抽检
群众呼声变掌声

案例简介
2020年南海区镇两级预算投入食品

抽检经费1641万元，覆盖35大项食品种

类，共抽检16803批次，其中有361批次不

合格，合格率97.85%。

自2020年6月起，南海区食安办、区市

监局联合区总商会、区消费者委员会共同

启动“你选我检 品质南海区”活动，诚邀市

民票选出他们最想抽检的食品品种。活动

主题紧贴热点，在市民代表的见证下，检测

人员分别对端午应节食品、茶饮雪糕、学校

饭堂、生鲜超市及食品相关产品，开展抽检

工作。5期活动共抽检了167批次食品及

与食品相关的产品。在第3期对学校饭堂

的抽检活动中，还通过视频进行全程直播，

加强与市民的互动。

部门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八十七条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食品进行定期或

者不定期的抽样检验，并依据有关规定公

布检验结果，不得免检。

南海区市场监管局在依法履行辖区内

食品及相关产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的职责

基础上，创新性开展“你选我检 品质南海”

食品抽检活动。市民普遍反映此类活动越

多越好，每期报名人数不断增加。目前活

动正在开展，有意参与的市民可关注“南海

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

相关链接
7月17日至18日，7月24日至25日，

南海区食安办、南海区普法办联合举办“尚

俭崇信 守护阳光下的盘中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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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市

场监管”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南海普法 南海组工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

右通讯员/李燕丽）近日，就狮

山镇欧阳某强、植某明非法占

用农用地建设厂房一案，南海

区人民法院审理结案。欧阳

某强、植某明均因犯非法占用

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一万元。同时，两人向狮山

镇人民政府退赔涉案土地的

强 拆 和 复 绿 款 项 共 计

660446.57元。

心存侥幸拖延整改
该违建厂房位于狮山镇

某经济社内，属于违法占用农

用地案件，最早于2019年10

月被发现存在违法建设厂房

现象。经查，涉案人员为欧阳

某强、植某明。2019年，两人

商量合作开发涉案用地，由植

某明提供土地，欧阳某强出资

建设厂房用于出租，收回投资

款后利润平分。同年9月，在

该农用地未取得任何许可建

设手续的情况下，欧阳某强委

托建筑承建商对涉案农用地

进行平整、硬底化，并用钢材

搭建厂房。

发现该违建后，狮山镇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以下

简称“狮山镇执法办”）即通

过约谈业主、查封施工现场

等方式，要求业主在限期内

停止违建行为。但业主心存

侥幸，仍然顶风作案，未停止

违建行为。其违建面积最终

达11000余平方米，总投资约

700万元。

对此，狮山执法部门多次

到现场督导和检查，并对业主

进行相关法律规定的宣教。

业主开始实施自行拆除，但总

以受疫情影响无法安排更多

人员施工为由，整改进度缓

慢。于是，狮山镇执法办于

2020年3月14日，联合国土、

公安、消防以及当地村委会等

部门组成130多人次的执法

队伍，对该违建厂房进行强制

拆除。

因涉案违建占地面积大，

给社会带来了严重恶劣影

响。据统计，涉案土地的强拆

和复绿款项共计 660446.57

元。

造成农用地严重毁坏
违建被拆除后，经广东省

生态环境技术研究所鉴定，违

建总面积达11789平方米，受

压占、压实和硬底化以及建构

建筑等人为活动的强烈影响，

原地块耕地种植条件被严重

破坏，不能进行农业耕种，已

造成农用地严重毁坏。

欧阳某强、植某明的行为

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三百四十二条之规定，

被南海区人民检察院公诉指

控，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南海区人民法

院公开审理此案，认为两人违

法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农

用地用于建设厂房，改变被占

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

农用地大量毁坏，其行为已构

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公诉机

关所控罪名成立。2021年6

月23日，法院分别判处两人

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同

时，狮山镇实施强制拆除及

复绿费用660446.57元由两

人退赔。

狮山镇执法办相关负责

人提醒，已产生违建行为或

正在进行违建的业主，应立

即停止该违法行为，主动纠

正违法行为、消除违法状态

的，可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于

行政处罚。否则，将依法严

肃查处，构成犯罪的，将依法

追究责任。

接下来，狮山镇落实南海

区“两违”整治精神，坚决实施

“两违”查治攻坚战，对违法建

设和违法用地绝不姑息。

狮山镇坚决实施“两违”查治攻坚战

违法占用农用地 两业主获刑6个月

■执法队伍对违建厂房进行强制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