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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唐硕 通讯员

前进街道执法队 ）

2019年7月至8月

期间，前进街道根据属地自查，燃气

行业分布情况和餐饮行业安全用气

情况，组织街道城管科、执法队、安

委办相关工作人员开展了5次安全

检查联合执法活动。

对辖内燃气便民服务部开

展全面检查

前进街道根据燃气管理相关规

定，在联合执法活动中，对辖内 5 家

燃气企业： 广州九丰燃气有限公司

东圃加气站、 广东普华能源连锁有

限公司前进燃气便民服务部、 广东

韶能新能源有限公司石溪分公司、

广州许标燃气有限公司前进分公司

燃气便民服务部、 广州市喜燃能源

有限公司莲溪南服务部的燃气使用

规范、消防安全设施、经营用气情况

开展了全面检查， 并将发现的问题

通知企业，责令企业限期整改。

加强对辖内餐饮场所燃气

安全检查

7 月，前进街道切实加强餐饮场

所燃气安全检查， 将餐饮场所燃气

使用安全作为餐饮场所消防安全的

一部分纳入日常监管范围。 在本月

开展的 5 次安全检查中， 组织餐饮

场所消防安全检查以及燃气安全检

查，重点检查了商户、企业内液化气

瓶放置、使用情况，燃具连接管有无

超长、龟裂、老化情况，消防设施、器

材配备情况以及安全出口、 疏散通

道情况等。 在检查餐饮门店时，莲溪

东路部分企业存在软管过长、 穿墙

的问题， 检查组当场下达了责令整

改通知书， 要求其务必在期限内整

改完毕。

据悉， 下一步前进街道将继续

强化燃气安全管理制度， 加大监管

力度，做到防患于未然，确保辖区内

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信息时报讯（记者 唐硕 通讯员 前

进街道安委办）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来

临之际，7 月 23 日下午， 前进街召开深

入开展“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专项行

动全面落实社区消防工作措施推进会，

天河区消防大队大队长李仕龙、街道办

事处主任唐德成、 街武装部部长张耀

荣、员村消防中队指导员戚日柳、街党

政领导班子成员、 街消安委成员单位、

社区居委会主任、社区民警、前进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经济社社长及辖内物业

服务单位负责人、住宅小区安全负责人

等 70 余人参加会议。

面对重要纪念日，街道办事处主任

唐德成提醒：要层层落实责任，强化责

任追究，不遗余力除隐患。 突出重点领

域，杜绝时紧时松，要持之以恒抓落实。

强化安全防范措施，进一步完善应急预

案，加强演练，强化应急处置。 做好自检

自查，对本行业的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整

治。 进一步提高辖区内居民小区的火灾

防控能力，充分做好高温季节的防火工

作。 与此同时加强宣传培训教育，营造

良好的安全氛围。

街武装部部长张耀荣就此次会议

重点围绕“迎大庆”，严格按照《前进街

关于开展“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专项

行动推动社区落实消防工作措施》的 20

条工作措施要求，各消安委成员单位认

真抓好落实工作， 做好统筹安排部署，

加大排查力度和联查整治，完善排查记

录和整改台账，制定好检查的问题清单

和整改清单， 明确任务要求和时间安

排，建立健全监管单位消防安全排查档

案，及时信息上报。

天河区消防大队大队长李仕龙则

表示， 要深刻认识辖区内消防安全形

势，各类场所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增强

消防安全工作的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

迫感， 各单位、 各部门不断提高消防

安全管理水平和火灾防控能力。 认真

履职尽责， 积极推进火灾隐患排查整

治， 各部门、 各物业服务单位加强对

人员密集场所、 电动车违规停放和违

规充电等的监督检查， 及时消除火灾

隐患。 进一步普及消防宣传教育， 扎

实抓好每个工作环节， 全力推动年度

目标任务落实。

会上，员村消防中队指导员戚日柳

对参会人员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通

过分析国内几起较大的火灾，指出各场

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在消防安全管理

方面存在的不足，要求各负责人要高度

重视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落实消防安全

主体责任， 彻底排查整治火灾隐患，严

防火灾事故的发生，为持续做好当前火

灾防控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前进城管及安委联合开展燃气安全检查

消除安全隐患 保障用气安全

前进街召开全面落实社区消防工作措施推进会

防风险严整治 保平安迎大庆

前进街召开全面落实社区消防工

作措施推进会。

前进街开展

燃气安全检查联

合执法活动。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雨琦 通讯

员 前进街道来穗中心 ）

为落实“防

风险保平安迎大庆” 专项行动工作

要求， 从源头下功夫抓好政策法规

宣传、事前服务管理和消防培训，前

进街道于 8 月 8 日至 8 月 15 日在

东泰学校礼堂及前进街消防体验中

心连续召开 12 场出租管理及消防

培训会。

前进街道相关领导， 街道来穗

中心、 市场监督管理所、 前进派出

所、车陂税务所有关负责人，辖内各

园区商圈、住宅小区物管负责人，以

及规模以上出租屋房东等 1130 人

参加了培训。

为提升培训会的参与度， 街道

前期进行广泛动员， 采用逐一电话

通知、微信群广泛告知、短信平台全

面邀请三者结合的方法， 对辖内相

关物业管理人、办公商务楼、城中村

住宅出租人及二手房东等近 1500

人展开全面宣传。

在培训开始前的签到时间，街

道同与会人员签订了消防安全、

治安管理等相关责任承诺书 4900

多份， 派发学习宣传资料 7300 多

份， 既压实了责任又做到了精准宣

传。

每一场培训都由两部分内容组

成。第一部分由街道来穗中心、市场

监管所、 税务所和前进派出所分别

开展人物查验识别、 出租屋常态管

理、消防隐患排查、防诈骗、税收等

知识宣讲， 并对扫黑除恶、 禁毒知

识、反恐反邪教、电动车充电管理等

重点方面进行强化宣传。 在培训的

第二部分， 与会人员前往街道消防

体验中心，学习生活环境防火、灭火

方法以及火场逃生技能。 大家纷纷

表示受益匪浅。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雨琦 通讯员 前进

街道民政科）

7 月 31 日上午，在“八一”建军

节来临之际，前进街举办了 2019 年“八一”

建军节座谈。 辖内现役军人家属、60 岁以上

农村籍退役士兵、伤残军人、参战退役军人、

病故军人遗属、军烈属、无军籍职工等 80 余

名优抚对象参加了座谈。

座谈伊始，前进街道首先对军人保家卫

国的奉献精神致以崇高敬意，为军人们对街

道发展的关心与支持表达了真诚的感谢：

“军队不会忘记大家的贡献， 祖国和人民不

会忘记大家的付出和努力，希望大家始终保

持革命军人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始终保

持对党忠诚、对事业负责的坚定信念。 ”

接着，街道询问了现役军人家属的基本

生活情况，并表示作为基层政府，会解决好

优抚对象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做好后勤保

障，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座谈中，大家纷纷回忆起服役时的峥嵘

岁月和美好时光， 畅谈各自的工作生活经

历，并表示今后将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坚持

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为社会建设奉献自己

的力量。

前进街举办

“八一”建军节座谈会

前进街连开12场培训会

前进街开展出租屋管理及消防培训。 通讯员供图

为了做好出租屋管理与消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