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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云

通讯员/黄淑冰）刚过去的一周，

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怀德镇蔡

坳小学师生们看着焕然一新的

课室、崭新的桌椅和明亮的灯

光，欢呼雀跃。这个暑假，南海

照明协会将一批灯具、桌椅等物

资送到蔡坳小学，优化该校教学

环境。

该批物资，来自南海照明协

会第五届“送光明·献爱心”公益

慈善活动的爱心募集。今年，南

海照明协会开展学校改造计划，

打造“光明教室”，让山区学校的

孩子们拥有更舒适的学习环

境。经由前期调查筛选，最终选

定了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怀德

镇的蔡坳小学。

该校于2009年建成投用，

现有一至六年级学生132人，幼

儿32人，教职人员11人。学校

配7间课室，照明灯具、桌椅等经

过十余年的使用，已严重老化，

且改造前的学校无户外照明，存

在一定安全隐患。

针对蔡坳小学的情况，南海

照明协会于7月启动征集爱心物

资。截至8月31日，得到34家

爱心企业和2位爱心人士的积极

响应，捐资赠物总价值达15万

元，其中包括照明产品、太阳能

路灯、师生桌椅、LED台灯、消毒

台灯、学习用品、体育用品、图书

等。

暑假期间，在南海照明协会

与校方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教

室照明、办公室照明、校园照明

路灯、开关插座面板等安装，同

时完成的还有该小学内设幼儿

园课室的地板瓷砖铺设。

上周，蔡坳小学正式开学，

走进学校的学生、教职工和家长

们，收获了满满的惊喜与感动。

“我们准备了130个书包，

希望有需要的孩子能够背上新

书包上学，还有3盏消毒台灯，可

用于学校的日常消毒，协助做好

疫情防控。”佛山市南海联浦照

明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南海照明协会本次

“送光明·献爱心”公益慈善活动

收到的爱心物资中，还有小部分

物资捐赠到四川省自贡市富顺

县怀德镇大城九年制学校、广东

省云浮市云城区南盛镇横岗小

学、狮山镇光明新城小学和下柏

小学。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通讯员/陈昭文）开学之初，家长

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孩子吃

得怎么样？9月2日下午，2021

年南海区集体饭堂食材配送食

品安全知识培训在狮山举行，南

海各个镇街共30多家食材配送

企业参加培训，推进学校食品配

送企业食品安全规范化管理，护

航校园食品安全。

培训会由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狮山市场监督管理所联合狮

山食材配送行业协会举行。会

上，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

饮监管股副股长张吉结合在日

常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向参会

人员讲解学校及托幼机构食堂

食材配送日常监管最新的要

求，并对《广东省食品安全法实

施条例》、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

作规范、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

理的规定、食品采购检验方法

等内容进行详细解读，要求企

业在食品采购、运输、验收、贮

存、从业人员个人健康管理等

各个环节均要严格落实食品安

全各项责任。

会议还设置了互动解答环

节，方便狮山食材配送行业协会

会员企业就遇到的饭堂承包、食

材配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监

管部门进行交流，并得到了专业

解答和指导。

学校食品安全关系家庭的

幸福安康和社会稳定，是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的重要部分。在狮

山，依托中南市场的辐射效应，

周边共有大大小小配送企业200

多家，其中，加入狮山食材配送

行业协会的会员企业共承包各

类饭堂346个，配送学校及托幼

机构饭堂483个、企事业机关单

位饭堂593个。

狮山食材配送行业协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树立规范

管理的标杆，引导协会会员定期

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及时消

除风险隐患，严格管控原料采

购、留样管理、食品配送等关键

环节，严禁采购和使用无食品标

签、无生产日期、无生产厂家及

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及原料。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云通

讯员/杨玉美）为保障非本市户籍

人口合法权益，加强非本市户籍

人口服务管理，8月起，《佛山市非

户籍人口居住登记条例》（简称

《条例》）已经正式施行。

《条例》对狮山镇广大新市

民、出租屋屋主有很大的影响。

特别注意的是，居所报送人（房

东、企业等）不报送租客信息将面

临罚款。

根据《条例》，非本市户籍人

口应按照有关规定申报居住登

记，提供居所的单位或者个人作

为居所报送人，报送非本市户籍

人口居住信息。报送时，非本市

户籍人口需向居所报送人出示有

效身份证件，并提供姓名、身份证

件种类和号码、联系方式等个人

信息，以及居所地址、类型和入

住、搬离时间等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不按规定登

记将面临罚款。非本市户籍人口

向居所报送人提供虚假个人信息

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五百

元罚款；居所报送人虚假报送非

本市户籍人口居住信息的，由公

安机关责令改正，按照虚假报送

居住信息人数每人一千元处以罚

款；居所为用人单位宿舍，居所报

送人未按照规定报送非本市户籍

人口居住信息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按照未报送人数

每人五百元处以罚款。

居住登记如何报送？居所报

送人可通过公安机关、服务管理

机构提供的信息化自助申报平

台，报送非本市户籍人口居住信

息，也可以到非本市户籍人口居

住地镇（街道）或者村（居）民委员

会行政服务窗口办理。

居所报送人报送的非本市户

籍人口居住信息，经受理机构工

作人员核实后，录入居住登记服

务管理信息系统，视为非本市户

籍人口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申报

居住登记、居住变更登记。

如何报送租客信息呢？出租

屋屋主可关注“佛山新市民”微信

公众号，按照流程可线上办理。

南海照明协会打造“光明教室”，让山区学校的孩子们

拥有更舒适的学习环境

这个开学大礼包特别“亮”
珠江时报讯（记者/孙茜 通

讯员/罗慧玲陈会婷）“小小举动，

满满正能量，感谢！感谢！”9月6

日上午，狮山某货运司机麦卓坚

送来一封感谢信，对狮山镇综合

行政执法办公室小塘中队三位特

勤人员的及时相救表示感谢，这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9月1日10：20许，在

狮山工业园A区某金属有限公司

做货运司机的麦卓坚被公司派去

罗村送货，途经桂丹路下柏路段，

突觉身体不适，便掉头往南海经

济开发区人民医院小塘院区方向

去。途经上林苑销售部路口时觉

得手脚麻痹、心跳加速、头部出

汗，马上靠边停车。

恰巧路边停了一辆综合执法

巡逻车，狮山镇综合行政执法办

公室小塘中队小塘片区特勤队长

梁德荣，队员邓耀标、何家聪共3

人正开展综合执法工作，见麦卓

坚跑来告知突发情况后，立即让

麦卓坚乘坐巡逻车，鸣笛开道快

速送其前往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

医院小塘院区，仅用时3分钟左

右。

梁德荣三人将麦卓坚送往急

诊室，经过医生急救，化险为夷。

在处理好相关事宜后，梁德荣三

人默默离开，继续开展综合执法

工作。随后麦卓坚通过查询得

知，当时鸣笛开道的车是狮山镇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小塘中队的

巡逻车。

“当时未能当面感谢三位，今

天就到城管局当面感谢你们。小

小举动，满满正能量，感谢！”麦卓

坚多次致谢，还呼吁“让社会更加

温暖，和谐美好，团结友爱……”

梁德荣表示，赠人玫瑰，手有

余香，群众身边无小事，前锋特勤

队员必须用实际行动作出最好的

诠释，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办身边事，向社会传递正能

量。

2021年南海区集体饭堂食材配送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在狮山举行

食材配送企业把好食品安全关

珠江时报讯（记者/曾雯 通

讯员/于方舟）9月4日，记者从佛

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松岗派出

所（简称“松岗派出所”）获悉，9

月1日，松岗一事主陷入刷单赚

佣金骗局，为了完成最终“任务”

不断转账。松岗派出所民警以

案说法，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劝

说，成功打消其继续转账完成任

务的想法，避免其遭受更大的损

失。

“我妹妹可能被人骗了，但

她就是不相信，还要问家里借钱

继续转账，我们不知道如何劝说

她，所以就报警了。”9月1日晚，

宁先生一家人带着妹妹宁女士

来到松岗派出所报案，称其妹妹

疑似遭遇电信诈骗，请求民警协

助。

民警经了解得知，宁女士于

9月1日收到一条“抖音点赞”招

募短信，见到回报丰厚，宁女士

遂根据短信内容添加了微信好

友，并通过其介绍下载了“抖音

分享”APP开始点赞任务，当日

就赚取佣金100余元。

“只差最后三次任务，你就

可以获得本金最高 40%的工

资，但如果不做，本金将无法赎

回。”骗子的话紧紧抓住了宁女

士的“软肋”，见“有利可图”，

宁女士相信了骗子，为完成最

终“任务”不断转账。在分多

笔转账数千元后，宁女士因囊

中羞涩，不得不向哥哥借钱，

这才引起了家人的注意，于是

便有了全家人来到派出所报

案的一幕。

“群里有很多人都提现了，

只要向哥哥再借17000元，我就

可以完成任务。”宁女士笃定地

向民警出示“工资任务群”中其

他群友的提现截图，并声称自己

没有被诈骗。“如果这么好赚，为

什么他们不叫自己的家人朋友

去做，偏偏叫你去？最近松岗一

女子因参加所谓的‘抖音点赞’，

被诈骗近10万元。你如果转账

17000元，骗子就会继续让你转

3万、5万，直到把你拉黑删除。”

松岗派出所民警以案说法，通过

引述类似案例，经过近两个小时

苦口婆心的劝说，终于成功说服

宁女士，打消其继续转账完成任

务的想法。

“在不久前，派出所的民警

就已经来到我的单位教我们下

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APP，还

在现场开展反诈骗宣传活动。

当时我觉得软件没用，自己也不

会被骗，就卸载了APP，现在真

的十分后悔。”当晚，宁女士在民

警的指导下重新下载、注册了国

家反诈中心APP。

@狮山新市民
请及时报送居住信息

房东、企业等不报送租客信息将面临罚款女子以为生财有道 实则着了别人的道
警方提示：网络刷单十刷九骗，广大网民切勿相信高额返利

■9月6日，狮山某货运司机麦卓坚（右）送来感谢信。 通讯员供图

司机途中突感不适
执法人员出手相救

■孩子们用上崭新的桌椅非常开心。 通讯员供图

■民警“苦口婆心”劝说事主打消转账的念头。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