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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无小事

建设街双管齐下

筑好出租屋消防安全“防火墙”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通讯

员 黎婉颖）

进入秋冬季节， 风高物

燥，出租屋内用火、用电、用气增多，

是一年中火灾易发多发季节。 连日

来，建设街双管齐下，宣传与整治相

结合， 筑好出租屋消防安全“防火

墙”。

10 月 30 日上午，建设街来穗人

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在辖内人

流量大的榕树头广场开展出租屋消

防安全宣传活动，利用有奖竞猜、派

发宣传折页等喜闻乐见的方式吸引

出租屋主和来穗人员前来接受教

育， 通过触目惊心的真实案例和图

片唤醒广大出租屋主和来穗人员的

消防安全意识。 活动共派发《致广大

来穗人员、 出租屋主和社会各界的

一封信》《包租公、 包租婆们别只顾

着收房租，消防安全先做好！ 》等宣

传资料 200 份，派发宣传品 80 多份。

当天下午， 建设街来穗人员和

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联合建设派出

所民警、 消防专职辅警和街城管中

队执法人员在全街范围开展出租屋

消防安全整治专项行动， 重点纠治

违规停放、充电电动自行车，堵塞、

占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违规使用

直排式燃气热水器， 超标存放燃气

等突出问题。 行动共出动力量 13

人，整治外卖平台员工宿舍 3 间，由

建设派出所民警要求搬离违规住宿

人数 5 人， 现场扣留电动车充电电

池 4 个、 电动车充电设备 11 个，派

出消防安全宣传单张 40 多份，有效

压实了出租屋主和承租人的消防安

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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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 引导失业人员再就业

建设街举办公益现场招聘会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通讯

员 黎婉颖）

每年九、十月是人才招聘

高峰期。 10 月 23 日上午，建设街劳

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在榕树头广

场举办“建设街 2019 年秋季公益现

场招聘会”，邀请广州酒家、顺丰速

运、粤华物业、胜佳超市等 20 多家信

誉良好、 用工量大的企业来现场招

聘，提供就业岗位超过 300 个。

招聘会吸引了建设街辖区和周

边地区近 300 名求职人员踊跃参与，

前来应聘的群众络绎不绝。 求职者

仔细了解岗位需求，积极应聘；招聘

单位耐心解答求职者的问询， 详细

介绍招聘情况。 活动现场， 有 14 人

与用人单位达成了工作协议。 此外，

招聘会场当日还设有政策宣传服务

区，为求职者和社区居民提供就业、

医保、公租房等政策咨询服务。

据了解， 这次招聘会缓解了部

分失业人员、“4050”下岗人员及应届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并为他们

提供了职业指导和就业政策咨询，

引导失业人员尽早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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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通讯

员 黎婉颖）

11 月 1 日上午， 建设街

禁毒办联合建设六马路小学、 北斗

星越秀禁毒社工及禁毒志愿者，在

建设六马路小学操场开展主题为

“识辨拒绝毒品， 争做阳光少年”

———建设街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

活动现场， 建设街分管领导向

建设六马路小学的学生讲解毒品的

危害，让师生了解毒品的危害，做到

自觉抵制毒品。 随后，禁毒社工结合

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 设置了禁

毒体验小游戏、 有奖知识问答等宣

传活动， 让学生们在游戏中亲身体

验毒品成瘾者、 吸食毒品后意识模

糊的精神状态， 并向

师生们宣传禁毒工作

方面的政策法规以及

防毒拒毒的基本知

识， 教育师生们做到

识毒、防毒、拒毒，抵

御毒品的侵害。 活动

现场增设“我为禁毒

代言”留言区，让学生

一起做禁毒“代言

人”。

本次活动， 现场参与的学生约

500 人，街道禁毒办派发禁毒宣传资

料 500 余份， 师生学习互动热情高

涨，体验兴趣浓厚，营造了浓厚的校

园禁毒氛围， 进一步增强了师生自

觉抵御毒品诱惑的能力， 鼓励师生

积极投身禁毒宣传活动， 取得了良

好的禁毒宣传效果。

建设街禁毒宣传进校园

小学生为禁毒“代言”

建设街禁毒办来到建设六马路小学， 开展禁

毒宣传进校园活动。

事件回顾：

南京市某房屋所有权人为曹某。 2011

年 5 月 23 日，曹某亲笔书写遗嘱，将该房

产及一间储藏室（8 平方米）以及曹某名下

所有存款金、 曹某住房中的全部用品无条

件赠给妻子陈某。后曹某于同年 6 月 22 日

在医院去世。 2011 年 7 月 22 日，陈某经江

苏省南京市南京公证处作出公证， 声明接

受曹某的全部遗赠。 8 月 3 日，陈某携带曹

某遗嘱、房产证、公证书等材料前往南京市

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设的房地产交易中

心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被拒绝。 10 月

10 日，陈某向南京市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其依法为其办理房屋所

有权转移登记， 南京市某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于 10 月 27 日书面回复，以“遗嘱未经公

证，又无‘遗嘱继承公证书’”为由不予办理

遗产转移登记。

法治园地

房屋遗嘱继承

需公证才可过户吗？

律师分析：

律师认为， 上述案例的争议焦点是南

京市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强制公证的做法

是否符合我国《继承法》《物权法》《公证法》

的规定，以及司法部、建设部《关于房产登记

管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的效力问题。

首先，根据《物权法》第十条，也只是规

定了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 并没有规

定相关的房屋过户需要进行强制公证。 而

《继承法》规定了公民个人通过遗嘱继承办

理房屋所有权转移手续可取得房屋所有

权，并没有规定房屋遗嘱继承必须进行公证

之后才能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手续。 另《房屋

登记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发生下列情形之

一的，当事人应当在有关法律文件生效或者事

实发生后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一）买卖；

（二） 互换；（三） 赠与；（四） 继承、 受遗赠

……”。 根据以上规定，《房屋登记办法》并

无规定遗嘱受益人须持公证机关出具的遗

嘱公证书才能办理房屋转移登记。

其次，上述案例中，司法部、建设部《关

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

是由司法部和建设部联合发布的政府性规

范文件，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或规章的范畴，其规范的内容不得与《物

权法》《继承法》《房屋登记办法》 等法律法

规相抵触。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能时必须

符合法律规定，行使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

其不能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之外创设新的

权力来限制或剥夺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

利。 行政机构以此为由干涉行政相对人的

合法权利， 要求其履行非依法赋予的责任

义务，是违法行为。 所以，南京市某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依据《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

强公证的联合通知》 的规定要求陈某必须

出示遗嘱公证书才能办理房屋转移登记的

行为与法律法规相抵触， 对该涉案房屋不

予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具体行政行

为违法。

建设大马路社区法律顾问、 广东启源

律师事务所 曾宪辉

信息时报记者 张玉琴 整理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