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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凤阳

凤阳街深入物流寄递企业开展禁毒宣传

提升物流从业人员识毒辨毒能力

信息时报讯（记者 曹婧云 通讯

员 梁家乐）

随着物流寄递行业快速

发展， 物流寄递已逐渐成为贩运毒

品的重要渠道之一，形成了“手机联

络、手机支付、物流送货”的人货完

全分离的贩毒新模式， 大大增加了

公安机关的监管查处难度。 为进一

步加强和规范物流寄递行业管理，

切实推动“五个 100%”制度的落实，

在去年“双十二”期间，凤阳街禁毒

办联合派出所、 市场监督管理所等

多个职能部门多次深入社区， 对物

流寄递企业及从业人员开展毒品预

防教育宣传活动。

活动中， 工作人员主要向相关

从业人员展示随身携带的仿真毒品

模型，详细讲解毒品的种类、形态及

识别方法， 要求从业人员要不断强

化责任意识， 不能存在麻痹大意的

错误思想， 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

公安机关， 从源头上堵截通过物流

寄递渠道贩运毒品和违禁物品。

“快递小哥”纷纷表示，有关部

门通过上门入户的形式普及禁毒知

识，不仅增强他们对毒品种类、特性

及危害的认识， 而且还提升自身识

毒、辨毒的意识。 在今后的工作中，

将提高警惕， 严防毒品流入寄递渠

道， 为全民禁毒工作贡献快递行业

的一份力量。

据了解， 物流寄递企业禁毒宣

传活动主要通过相关职能部门上门

入户的形式，给予物流寄递从业人

员毒品知识的普及， 通过强化对

“快递小哥”等物流寄递行业从业

人员的禁毒教育培训， 增强他们

对毒品种类特性及危害的认识，

提升识毒、辨毒、查毒能力，有效

遏制毒品的扩散， 阻击毒品贩运的

进行。

凤阳街开展体验式

校园禁毒宣传活动

信息时报讯（记者 曹婧云 通讯员

邓沛荣）

2018 年 12 月 10 日上午，由凤

阳街道办事处、海珠区凤江小学、海珠

区青年地带凤阳社工站联合举办的“毒

不可友”体验式校园禁毒宣传活动在凤

江小学校内火热开展。凤江小学五六年

级全体学生和家长志愿者共约三百余

人参与此次体验活动。与本次活动同时

开展的还有消防安全、扫黑除恶以及防

盗防诈骗宣传。

据了解，本次活动通过游戏互动的

体验形式对青少年进行禁毒宣传教育。

现场设置了不同的游戏摊位，有“看破

真相”“慧眼识毒”“穿越毒品禁区”等等

不同形式的毒品体验游戏，而且规定必

须通过三关才可换取礼品，从而确保每

位学生至少体验三个游戏，以便加深对

毒品种类、毒品形态以及对毒品危害的

了解。

活动现场， 凤江小学校长简细荣、

德育副校长陈敏清、凤阳派出所副所长

陈俊星、凤阳街禁毒办业务组长邓沛荣

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为学生进行不同方

式的讲解。家长志愿者则两两一组对游

戏进行把关， 协助学生更好的完成体

验。

据悉，学生们对这种类似闯关的游

戏充满兴趣， 大家排着队有序进行体

验， 都掩盖不住脸上显露出的迫不及

待。排在队尾的小东兴奋的说：“我太想

体验这些游戏了，看起来好好玩哦。 刚

刚听了邓叔叔的讲解，我对毒品了解了

好多，以前只是知道一点皮毛，远远没

有这么全面。 ”

据悉，本次活动的目的是吸引青少

年主动参与体验活动，从而体会到吸毒

的危害， 在以后的生活中提升其识毒、

辨毒的能力，能够做到拒绝毒品、远离

毒品。

街道专项整治

出租屋安全隐患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商铺、

档口等提出整改建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曹婧云 通

讯员 任雪菲 ）

为贯彻落实中央巡

视组对广东省“城中村” 整改意

见， 按照相关文件的工作要求，

2018 年 12 月 11 日晚， 凤阳街道

来穗中心结合出租屋隐患排查、

寄递物流行业重点整治、 群租房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城中村”

基础信息大排查、 安全生产大检查、

“五类车” 整治、 无证无照经营整治、

扫黑除恶、 禁毒禁黄禁赌、 “双防”

专项、 低端产业、 今冬明春火灾防控

等专项工作牵头组织了出租屋安全隐

患专项整治行动， 该行动在凤阳街润

翠社区展开。

据了解， 本次行动汇同了海

珠区来穗局、 凤阳派出所、 城管

科、 安监中队、 综治办、 南珠社

区居委等多个部门， 共出动 68 人

次分为 6 个小组分别对居民、 商

铺的消防、 安全隐患等进行排查。

活动现场， 凤阳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李锐、 海珠区来穗局科长吴汉

裕等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商铺、 档

口等提出整改建议， 并对消防器

材和安全出口进行检查。

据悉， 本次行动首先是开展

出租屋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按照

相关文件的要求， 结合街道实际

情况落实检查范围、 重点任务及

责任分工， 开展房屋排查整治工

作。 第二是开展群租房消防安全

专项整治行动工作。 对“群租房”

开展排查整治工作， 重点对房屋

内存在防火分隔不到位等问题进

行依法、 依规、 依程序进行事实

认定、 责令整改、 行政处罚、 强

制执行， 坚决予以取缔。 第三是

开展出租屋涉“五类车” 消防安

全隐患排查。 提醒五类车使用人员

“人离、 睡觉不充电”， 提醒来穗人员

必须畅通消防安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

口、 会报警和扑救初起火灾、 会自救

逃生的“一畅两会”。

此外， 开展无证无照经营行

为出租屋排查整治工作， 对存在

无证无照经营行为的住宅类出租

屋进行登记造册， 及时报送区整

无办， 并建立工作台账； 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工作， 在上门巡查过程中，

如有发现涉黑涉恶情况或相关线索，

立即做好线索收集， 按照相关工作流

程将线索移交至相关单位处理， 并做

好台账及建档工作； 开展禁毒、 禁

黄、 禁赌专项工作， 挤压以出租屋为

据点的涉黄赌毒的生存空间， 并做

好屋主及承租人的宣传工作； 开

展“双防” 专项工作， 重点对住

宅类出租屋进行摸查， 对存在燃

气安全及消防安全隐患的出租屋

做好巡查记录， 并及时告知相关

部门开展整改； 开展“低端产业”

专项工作， 对“低端产业” 的出

租屋做好巡查记录， 并及时告知

相关部门开展整改等均是本次行

动的重点内容。

据悉， 本次行动清查 148 套

次， 商铺 11 间， 排查涉寄递物流

出租屋 1 间， 消防隐患出租屋 23

处， 现场整改 15 处， 发出隐患告

知书 23 张， 派发 《出租屋消防安

全须知》、 燃气安全使用等宣传资

料近 205 份， 新登记来穗人员 55

人， 注销 35 人。

工作人员查看企业营业执照。 信息时报记者 曹婧云 摄

邓沛荣向学生讲解如何辨识毒品。

信息时报记者 曹婧云 摄

学生进行禁毒知识答题通关活动。 信息时报记者 曹婧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