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东街来穗中心联合多部门开

展出租屋燃气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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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东司法所开展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

法治“春雨”护“苗”长

信息时报讯（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柳

菁）

青少年如同“青苗”，其茁壮成长离不

开法治“春雨”的呵护。 3 月 14 日，广州市

侨乐小学迎来了“老朋友”。 当天，沙东司

法所工作人员及华南师范大学法志队的

“小老师”们，为二、三年级的“小苗”带来

别开生面的法治主题班会。

二年级的普法课堂上，法志队的哥哥

姐姐们通过生动的语言、 大量的图片、一

问一答的互动使同学们了解了什么是环

境、为什么要保护环境、如何保护环境等；

以案释法，告诉同学们破坏环境应承担的

法律责任。在“生活中的环保”小组讨论环

节，同学们积极开动脑筋，结合身边事，畅

所欲言，总结出不要随地扔垃圾、不剩饭

不剩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每个人都

力所能及的环保行为，并许下“爱护环境，

争当环保小卫士”的承诺。 三年级的普法

课堂上，书声琅琅，齐声诵读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中的相关法条，了解消费者享有安

全保障权、知悉真情权等权利。

“法律意识的增强非一日之功, 法治

观念的形成不能一蹴而就。 ” 沙东街司法

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还会继续在

侨乐小学其他年级开展法治课堂，力求让

各年级的同学们都能在轻松的学习环境

中，在分析问题、回答问题的过程中真正

学会明辨是非，将崇尚法治、遵纪守法的

理念根植于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使其成为

学法、懂法、守法的好少年。

70周岁以上长者请及时申领保健金

信息时报讯（记者 崔小远）

请沙东街辖内符

合相关条件的 70 周岁及以上长者，按时到社区居

委会，办理长者长寿保健金申领手续。 日前，为做

好辖内长寿保健金发放工作， 沙东街各社区居委

会再次公开发布长者长寿保健金申领指南， 提醒

辖内长者们按时申领。

记者了解到， 为进一步弘扬尊老爱老传统美

德，从 2011 年 7 月起，全市年满 70 周岁长者可领

取长者长寿保健金。据悉，长者长寿保健金发放对

象为具有天河区户籍、 年满 70 周岁及以上长者；

驻穗部队年满 70 周岁及以上由部队管理服务的

离退休干部，以及计划移交、尚未移交地方安置的

70 周岁及以上部队离退休干部。 其中， 70~79 周

岁长者，每人每月 30 元；80~89 周岁长者，每人每

月 100 元；90~99 周岁长者， 每人每月 200 元；100

周岁及以上长者，每人每月 300 元。

若长者户籍迁出市外或辞世，长

者或家属应在当月及时向户籍所在地

居委会报告，填写《广州市长者长寿保

健金停止发放报告书》，并附有关证明

材料以备查存， 其长寿保健金在下一

个月停止发放。 有关部门查实在领长

寿保健金的长者迁出市外或已经去世

时，也将即时停止发放。

申请程序

1.具有广州市户籍的老年人，在年满 70 周岁前一个月的 20 日

至月底（工作日），提供本人身份证、本人户口簿原件、以下 5 间银

行之一的本人有效活期存折（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

银行和广州农商银行）原件，到户口所在地居委会提出申请。

委托他人申办的，除提供上述材料外，还需出示代办人的身份证原

件。

申领人年龄、户籍等身份信息均以公安部门核发的居民身份证、户

口簿上记载的身份信息为准， 如申领人对年龄等身份信息有异议

的，建议向公安部门申请据实更改。

2.驻穗部队 70 周岁及以上长者，向所属部队离退管部门提出

申请，由离退管部门到广州市民政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处办

理（地址：广州市西湖路 99 号 8 楼，联系电话：83178745）。

3.办理申领手续后，长者长寿保健金将于每月 25 日前自动存

入长者的个人银行账户。

4.对长者户籍在本市各行政区域内迁移的，由迁出地所在居委

会开具《广州市长者长寿保健金发放迁移证明书》，附相关佐证材

料， 在广州市长者长寿保健金发放管理系统中提交传至迁入地所

在居委会，并主动将发放变更手续情况告知长者，避免长者“往返

跑”。

5.根据《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财政局关于规范广州市长者长寿

保健金发放管理工作的通知》（穗民规字[2016]7 号）精神，长者于

70 周岁以后办理申领手续的，不补发批准申请前的金额。

沙东街来穗中心全力开展集中清查行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张亚枝）

3 月 14 日晚， 沙东街来穗中心

联合街道城监执法中队等部门在辖内开

展集中清查行动。 此次行动重点对出租

屋燃气安全隐患进行集中清查， 当晚共

排查安全隐患 3 处， 签发限期整改通知

书 3 份。

据介绍， 此次清查行动结合出租屋

“八查” 工作和城中村基础信息大排查，

以社区为单位展开。 由来穗中心成立督

导检查小组， 重点对辖内所有出租屋燃

气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整治。行动中，

出租屋管理员严格排查房屋安全隐患，

面对面向用户宣传燃气常识。 对排查发

现的安全隐患问题，开具整改通知书，

并安排专人跟进督促整改；对整改不

及时或拒绝整改的，及时告知有关职

能部门并协助整改， 确保能有效消除

隐患。

此次行动沙东街来穗中心出动检查

力量 47 人次， 共检查出租屋 478 套，排

查安全隐患 3 处， 签发限期整改通知书

3 份，共核查来穗人员 754 人，其中新增

60 人， 注销 48 人， 派发各类宣传资料

500 余份。 接下来，沙东街来穗中心将持

续做好出租屋安全检查工作。

安全用气

市民请牢记

城市燃气能给我们的生活带

来极大的便利， 但是一旦使用不

当或者疏忽大意， 极易引发燃气

安全事故。 据悉，绝大多数燃气安

全问题发生在出租屋民房内。 在

沙东街的范屋、濂泉、天平架等社

区， 均有众多外来务工人员居住

在出租民房内。 日常生活中，如何

才能做到安全用气？ 各位房主和

租客务必牢记以下燃气安全知

识：

1.租房时，要留意检查，看看

燃气灶具上是否有两个针头，一

个点火针，一个感应针。 一定要使

用正规品牌的燃气具， 并在有效

期限 8 年内的燃气具， 如果燃气

具过于老旧，出现生锈、变形的问

题，记得和房东好好沟通，及时更

换。

2.已经被禁用的直排式燃气

热水器可谓“浴室第一杀手”，燃

烧后的废气会直接排放到室内，

很有可能造成一氧化碳中毒。

租房前看看热水器的型号，

浴室内须安装平衡式热水器，因

平衡式热水器进气与排气都通过

特设的平衡烟道作调节， 运行时

所需要的空气取自室外， 燃烧后

也排到室外。 浴室内严禁安装强

排式或烟道式热水器。 强排式、烟

道式热水器燃烧所需的空气取自

室内，使用时易导致室内缺氧，甚

至产生一氧化碳。

3.燃气胶管的建议使用年限

为 18 个月。 租房前，记得问清燃

气软管使用了多久， 观察胶管外

表是否有破损，比如裂纹、起泡，

以及热源灼伤、利器划伤的痕迹。

胶管连接灶具的胶管长度不能超

过两米。 建议安装使用年限更长

（

6~8

年）

、更安全的不锈钢波纹管

代替胶管。

4.房屋出租人

（业主 ）

应确保

房屋燃气安全。 在租赁前，出租人

应检查管道燃气设施， 如有安全

隐患应进行整改后才能出租；出

租人有义务对租客进行安全用气

教育，并承担安全用气责任；房屋

出租人应将天然气有关手册等管

道燃气安全使用知识资料移交给

租客， 同时向租客讲解管道燃气

安全使用知识。

5.在租客退房时，出租人应检

查管道燃气系统的完整性和严密

性等有关安全事项， 防止租客退

房时随意拆掉管道上的阀门、旋

塞阀及其他设施，引发火灾、爆炸

等事故。

信息时报记者 崔小远 整理

法治宣传进课堂。

普法课堂上小朋友们积极回答问题。 通讯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