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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街开展出租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现场整改出租屋隐患58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袁琳）

3 月 4 日起，建设街来穗人员和出

租屋服务管理中心开展了为期 19 天的

第一季度出租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

动，进一步提升建设街“人屋”登记纳管

率和数据的鲜活性， 确保出租屋各类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针对春节后人员回流量大、“人屋”

信息变化大的特点， 建设街重点对来穗

人员居住信息变化较大的宿舍进行人员

清查， 突出对屋内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危

险物品、“群租房”、“二合一”“三合一”

“三小”场所违规住人、出租屋内电动自

行车违规停放及充电、 安装使用直排式

燃气热水器、乱拉乱接电线和电器设备、

紧急逃生口不通畅等问题进行大检查。

要求做到出租屋内“人来登记， 人走注

销”，从根本上杜绝漏登漏管，切实有效

消除出租屋安全隐患， 防止和遏制出租

屋事故发生。

行动共出动出租屋管理员、 社区专

职社工、 社区民警等 224 人次， 检查出

租屋 5224 套， 核查来穗人员 6209 人，

新登记来穗人员 449 人， 注销来穗人员

496 人， 开具整改通知书 149 份， 备案

通知书 114 份， 现场整改隐患 58 宗，

派发消防安全宣传单张、 来穗人员一本

通 1279 份， 行动并无发现涉毒、 制毒

场所。

据悉， 建设街通过定期开展出租屋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构建常态化“人

屋”服务管理机制，在行动中对来穗人员

加强宣传教育，普及用电、用气和消防安

全常识， 提高来穗人员安全意识和防范

技能，将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宣传

到每一名来穗人员。

如何防治结核病？ 社区医师话你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袁琳）

3 月 26 日下午 3 时，建设街在建设

街道办事处二楼会议室举办“结核病防

治知识”健康讲座，由建设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防保科医师李贞华主讲，共有 60

人参加。

讲座主要围绕结核病的概况、 流行

特征、 临床表现以及如何有效地防控等

方面展开。李贞华医师讲课通俗易懂，有

目的性地讲授重点知识， 最大程度地激

发听众的兴趣。 讲座上还派发了结核病

相关宣传折页，增进听众的了解。许多居

民都提前来到讲座现场，全程认真听讲，

记下有用的授课内容。大家表示，此次讲

座举办得非常有意义。

此外，3 月 26 日上午 9 点半，建设街

在榕树头广场开展结核病防控宣传活

动，主题是“开展终结结核病行动，共建

共享健康中国”。 本次活动形式多种多

样，现场设有义诊咨询、测血压、宣传资

料派发、海报宣传和有奖知识问答。一百

多名社区居民前来参加活动。 居民咨询

了许多结核病方面的问题， 工作人员均

作出详细解答。

建设街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

参加活动学国家安全知识，居民点赞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袁琳）

每年的4月15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 4月17日上午，建设街结合综治（

平

安建设

）宣传月推广工作，在榕树头文化

广场开展“增强国家安全意识，自觉维护

国家安全”主题宣传活动，提升社区居民

国家安全意识，共筑国家安全防线。建设

街综治科、 司法所、9个社区综治社工等

有关工作人员、 居民群众等近180人参

加。

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发

放宣传资料、 社区法律顾问现场解答等形

式， 向广大居民群众耐心讲解国家安全

的相关的法律法规，解答群众疑难问题。

活动共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150余份。

“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是每个

公民、 组织应尽的义务”“切实加强国家

安全工作， 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

罪行为” ……国家安全的基本法律精神

在活动中得到广泛普及。 不少居民群众

表示， 通过这次活动认识到了公民对于

维护国家安全、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积

极作用，受益匪浅。

此外，工作人员还在辖内9个社区橱

窗宣传栏张粘“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 宣传海报， 并发放国家安全宣传资

料， 潜移默化地向居民群众宣传维护国

家安全的重要性。

据介绍， 此次活动切实增强了居民

群众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意识，

充分调动了群众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积

极性， 为维护国家安全打下了坚实的社

会基础，对不断提高居民群众的安全感、

幸福感起到积极作用。

法治园地

未签劳动合同，

如何主张双倍工资？

于某于 2013 年 4 月 16 日

入职某公司，担任销售总监。 双

方签订的第一份劳动合同期限

为 2013 年 4 月 16 日至 2014 年

4 月 17 日， 合同约定于某的月

工资为人民币 12000 元。 2014

年 4 月 17 日合同到期后， 于某

继续在该公司上班，工作岗位仍

为销售总监，但公司并未与其签

订劳动合同。 2015 年 4 月 15

日，双方劳动关系终止。 于某认

为合同到期后，某公司未与其签

订劳动合同， 应支付双倍工资，

故于某于 2015 年 6 月 16 日向

上海市金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某公司

支付 2014 年 4 月 16 日至 2015

年 4 月 15 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

双倍工资差额 132000 元、2013

年至 2015 年未休年休假工资

49655.17 元。该仲裁委员会裁决

某公司支付于某 2014 年 6 月

17 日至 2015 年 4 月 15 日期间

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对

于某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某公司不服上诉至法院，法

院审理后认为， 于某于 2015 年

6 月 16 日申请仲裁， 其要求某

公司支付 2014 年 6 月 17 日之

前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已超过

一年的仲裁时效，故某公司应支

付于某 2014 年 6 月 17 日至

2015 年 4 月 15 日未签劳动合

同双倍工资差额。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

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

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

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

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二十

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

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

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

由此，律师提醒：1.用人单

位超过一个月未与劳动者签订

劳动合同，劳动者有权要求用人

单位支付双倍工资。 2.劳动者要

求支付双倍工资有时效限制，时

效为 1 年，自劳动者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

算，劳动者应及时行使权利。 3.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应及时

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

同到期后应及时续签劳动合同，

防止面临仲裁及诉讼风险。

建设大马路社区法律顾问：

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曾宪辉

信息时报记者 张玉琴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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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供图

建设街在榕树头广场开展结核病防控宣传活动。 通讯员供图

建设街开展 “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主题宣传活动，许

多居民到场参加。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