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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玲 通

讯员/戴结诗）“根据疫情防控要

求，本餐厅停止一切堂食行为，恢

复时间另行通知！”6月8日下午，

记者在西樵车站附近的商业区看

到，不少餐厅、酒楼等食肆响应疫

情防控的要求张贴了通告，只设

外卖，并禁止消费者进场堂食。

早在6月4日，南海区疫情防

控指挥部发布《佛山市南海区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分级分类

防控工作的通告》，其中提及“西

樵镇的餐饮场所禁止堂食，每个

包房不超过10人”的规定。

对此，西樵市场监督管理所

高度重视，迅速反应，对辖区内餐

饮场所落实“禁止堂食”的情况进

行了排查，严格压实疫情防控责

任。其中，自南海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升级管控要求规定

西樵镇的餐饮场所禁止堂食以

来，辖区大部分餐饮单位已严格

按照要求落实防控措施，并张贴

“禁止堂食”的告示。

但有部分场所仍存在侥幸心

理，没严格落实要求。对此，西樵

市场监督管理所连日来不断加强

巡查力度，对辖区内的餐饮场所

开展“地毯式”检查，重锤出击，连

环作战，全面整治违规开设堂食

的餐饮场所。

“必须落实‘禁止堂食’，并严

格监控食材来源，做好场所环境

消毒卫生工作。”6月7日晚，针对

多宗举报反映的大德市场周边宵

夜档涉嫌开设堂食的情况，西樵

市场监督管理所加班加点开展专

项检查，检查大德市场及周边宵

夜档16家，督促餐饮店经营者要

提高意识，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

项措施，严禁开设堂食。

此外，针对餐饮单位多为中

午和晚上时间营业，且多为宵夜

档违规开设堂食的特点，西樵市

场监督管理所组织工作人员开展

“夜巡”专项检查，出动三个巡查

组，对辖区内的轻纺城、民乐市场

周边、官山城区、西江片区等重点

区域开展晚间巡查。6月7日晚，

三个巡查组共巡查餐饮店铺105

家，劝告停止违规开设堂食餐饮

店铺35家，对1家经劝告仍开设

堂食的餐饮店进行查封。

西樵市场监督管理所相关负

责人提醒：广大餐饮场所经营者，

餐饮场所是此次传播病毒的重点

场所，请广大经营者务必要严格

按照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规定，

切勿违规开设堂食。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

玲 通讯员/张嘉宜 林婉怡 摄

影报道）6月6日，佛山市发布

了乘车扫（亮）码温馨提示：根

据佛山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关于

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分

级分类防控工作的通知》要

求，市民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需

扫（亮）码。”

那么老人和小孩等群体，

存在不会使用或没有智能手机

的情况时，该如何通过“亮码”

正确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呢？6

月8日下午，记者来到樵金路

公交枢纽站一探究竟。

“今天是6月8日，婆婆您

这个‘绿码’记得自己保存好，

是可以在7日内用来搭乘公共

交通工具时进行‘亮码’，但7

日后需再重新打印。”在樵金路

公交枢纽站的候车区，记者看

到，一个便民志愿服务点设有

打印机，有老人过来咨询，并在

志愿者的帮助下打印了一份

“绿码”凭证。

按照乘车扫（亮）码温馨提

示，市民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均

需主动出示“粤康码”，持“绿

码”方可搭乘。显示“红码”“黄

码”人员均不允许搭乘。此外，

老年人、小孩及不能熟练使用

智能手机的乘客，可由同行人

员按规定代为在线上申领“粤

康码”并出示，或持彩色打印的

“粤康码”绿码（7天之内有效）

乘车。

联新社区居民曹英芳表

示，自己没有智能手机，但又要

经常搭乘公交车，“亮码”成为

了她搭公交时的一个难点。“现

在有了这个‘绿码’，我搭公交

就方便了。”得知车站有彩色打

印“粤康码”绿码的服务，曹英

芳连忙将自己的身份证递交给

志愿者帮忙输入资料后进行操

作，不用5分钟，一张“绿码”彩

印纸便“出炉”。

曹英芳小心翼翼地将“绿

码”彩印纸折叠好后放在自己

的随身袋，并连忙感谢了志愿

者的帮忙。另一名乘客何时祥

也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打印了

自己的“绿码”。“疫情防控人人

有责，‘亮码’也是为大家的安

全着想。像我们这些老人家不

会使用智能机的，原来很担心，

但其实操作起来也不麻烦。”何

时祥告诉记者，西樵辖区的几

个车站也有志愿者引导“亮

码”，老人家按照指引来操作也

很方便。

为更好地宣传“亮码”搭

乘公交，引导老人和小孩“亮

码”，佛广公汽樵江分公司通

过公交车站以及车内张贴相

关告示，要求公交车司机提前

给每个站的乘客说明出示“绿

码”。同时，佛广公汽樵江分

公司还组织了党员志愿者到

西樵车站、官山二桥、南海中

学等各个站点开展“亮码”乘

车宣传志愿服务，提醒和引导

市民乘客在搭乘公交时主动

出示“粤康码”。

佛广公汽樵江分公司综合

办副主任彭海雁表示，老人和

小孩在不知如何“亮码”搭乘公

共交通工具时，可提前让亲人

或朋友帮忙打印“粤康码”绿

码，只需在粤省事中输入个人

资料即可操作。“家人可在粤省

事中输入家庭成员的资料，协

助老人和小孩进行‘亮码’，并

提前为他们准备好彩色打印的

‘粤康码’绿码，方便他们搭乘

交通工具。同时，除了向车站

的志愿者寻求帮助，老人和小

孩也可以向社区、村委求助。”

彭海雁也提醒道，确实无法提

供“粤康码”绿码的市民可选择

其他交通工具出行，配合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目前，西樵镇也加大了“亮

码”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宣传，

包括通过西樵镇智能广播定时

定候播出相关内容，以及加大

线上宣传告知市民，为老人和

小孩提供帮助。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

玲 通讯员/李韵晴）“一二三，

大家一起使劲推！”6月7日是

2021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

一考试的首日，在南海中学考

场周边却发生了这样暖心的

一幕。

原来在当天上午9时30

分许，位于南海中学考场周边

的道路管制点出现了公交车因

故障抛锚在路中间的情况，导

致当时路面交通缓慢。对此，

西樵镇综合行政执法办执法人

员立刻上前协助西樵镇应急

办、交警中队等相关人员，合力

将车辆推至路边暂时停靠，确

保为考场周边营造安全、安静

的环境。

西樵镇综合行政执法办

相关负责人介绍，高考期间，

西樵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开展

了护考行动，包括将城区巡

查车辆动态部署在考点周

边，为考生提供应急救助服

务。同时，持续加大考点周

边秩序管控力度，禁止噪音

扰民，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

复习考试环境，保障考生们

顺利考试！

早在高考前的重要节

点，西樵镇综合行政执法办

提前部署，出台《西樵镇综合

行政执法办公室 2021 年普

通高考保卫方案》，并成立领

导小组。按照方案，在6月1

日至6月9日期间，该办辖区

中队、值班组加强南海中学

和西樵高级中学周边路段巡

查，及时查处占道经营、超时

施工违法行为，创造良好的

考试环境。

此外，西樵镇综合行政

执法办公室还从5月底开始

深入推进校园周边、工地、

沿街商户及主次干道沿街

店面的排查整治，启动“静

音模式”护航中高考。其

中，西樵镇综合行政执法办

加强对辖区内学校周边在

建工地、沿街商铺提前进行

宣传引导，告知“禁噪”时间

管控及具体要求，引导市民

自觉减少、消除噪音污染源

头，让考生安静休息、静心

备考。同时，采取定时巡

查、全时监管的方式加大巡

查治理力度，对影响考生休

息、学习的商业噪音、工地

噪音等进行排查整治；严格

管控噪声污染源头，实行24

小时值班制度，及时处置建

设工地施工、高音喇叭产生

的噪声。

“数字城管中心还实行加

强噪音专项整治，24小时在

线监测学校周边的工地作业

情况，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

休息备考环境。”西樵镇综合

行政执法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执法人员还加大对校园周边

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等行为的

查处力度，做到发现一起，制

止一起，确保校园周边市容有

序、道路畅通。

早在高考前夕，西樵镇

综合行政执法办便向广大居

民朋友们提出倡议：各沿街

商户禁止使用高音喇叭或其

他发出高噪音的音响器材等

方式招揽顾客、宣传商品和

服务；广场娱乐、健身等集聚

性活动应暂停，在中高考期

间尽量选择其他健身方式；

建筑施工单位在高考考试期

间（6月7日-6月9日期间）

严格遵守作业时间，学校周

边的在建工地全面停止施

工；中午12点至14点，夜间

22点至凌晨6点，不得在住

宅区、居民集中区进行室内

装修、家居加工等造成噪音

污染的活动。

案 情 回 顾
2018年 3月，里水镇谢

先生因结婚证上身份信息与

现身份证上的信息不一致，到

南海区档案馆查阅本人的婚

姻档案，南海区档案馆的工作

人员核对其身份资料，为其打

印了结婚档案资料，并指引其

需带齐相关资料办理补领结

婚证手续。

部 门 说 法
根据《婚姻登记档案管理

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县级（含）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形

成的婚姻登记档案，应当在本

单位档案部门保管一定时期后

向同级国家档案馆移交，具体

移交时间由双方商定。

南海区档案馆提供婚姻档

案查阅服务，按照《婚姻登记档

案管理办法》第十五条婚姻登

记档案的利用规定，在南海区

登记结婚的人员凭本人身份证

可查询，婚姻当事人因故不能

亲自前往查阅的，需办理委托

手续；此外，婚姻登记部门、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和安

全部门、律师以及其他人员如

需查阅婚姻档案，也可按照《婚

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规定到

南海区档案馆查阅。

南海区档案馆提醒，

2020年6月20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自2021

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

档案法1988年1月1日施行

以来的首次修订，有助于进一

步发挥档案和档案工作在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中的基础性作用，为新

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法治保障。

相 关 链 接
6 月 9 日~6 月 12 日，南

海区普法办、南海区档案馆

联合举办“档案法知识竞赛”

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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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店开设堂食 整治！
广大餐饮场所经营者切勿违规开设堂食

市民搭公交需亮“绿码”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需主动出示“粤康码”，老人和小孩可寻求协助

考场周边“静音”
学生顺利高考

西樵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多措并举护航高考

档案篇——

婚姻档案应如何查阅？

南海普法

根据佛山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分级分类防

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市民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需扫

（亮）码。

一、自2021 年6月6日

起，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均

需主动出示“粤康码”，持

“绿码”方可搭乘。显示

“红码”、“黄码”人员均不

允许搭乘；

二、老年人、小孩及不

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乘

客，可由同行人员按规定

代为在线上申领“粤康码”

并出示，或持彩色打印的

“粤康码”绿码（7天之内有

效）乘车；

三、确实无法提供“粤

康码”绿码的市民，请支持

佛山疫情防控工作，选择

其他交通工具出行；

四、提倡使用支付宝、

微信、银联等移动支付扫

码乘车，或提前关注“广佛

通”微信公众号将公交卡

与手机号码绑定。使用现

金乘车请扫描车内二维码

登记。

乘
车
扫
（
亮
）
码
温
馨
提
示

■曹婆婆拿到了“绿码”，7天内搭乘公交时亮出即可。 ■乘客何时祥在搭乘公交时，亮出新鲜出炉的“绿码”。

■对辖区内的餐饮场所开展“地毯式”检查。 ■广大餐饮场所经营者切勿违规开设堂食。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