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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村政务

员村小学开展消防演练培训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通讯员

杜思茵）

在疫情防控期间，为进一步

巩固校园安全防线， 提升师生的消

防安全意识和应急技能，近日，员村

小学开展了一次消防演练培训。

当天下午 2 点，伴随着一声长长

的尖厉消防警报声， 只见教学楼全

体师生从教室奔涌而出，过楼道、穿

浓烟，冲出教学楼各个楼口，众人沿

着一定的线路向操场集中， 留在楼

道的老师迅速清场。 同学们在跑道

站定后， 各班代表跑步到操场前方

舞台，向主任报告本班到位人数。 整

个过程用时 2 分 40 秒， 现场秩序有

条不紊。 这是员村小学在开学复课

之后开展的第一次大型活动的真实

场景。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由员村街消

防安全委员会联合员村派出所、新街

社区居委会为员村小学开展的一场

疫情期间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活动分

为疏散演练、 消防安全知识讲座、油

桶灭火实操多个环节，逐一向同学们

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

消防宣传员还通过家庭和学校

火灾故事案例， 讲述如何预防火灾、

发生初期火灾应采取的措施，火场逃

生自救等日常消防知识，并给同学们

布置了家庭作业，让同学们回家寻找

消防安全相关资料，与家人一起学习

消防安全知识。活动通过专业人员的

热情讲解、 演示和参与者的亲身体

验， 进一步增强了师生们的安全意

识，从小培养了孩子们抵御火灾和逃

生自救的能力，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

迎。

员村街山顶社区创建充分就业社区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通讯

员 谢绮雯）

为积极推进员村街创

建充分就业社区工作，近日，广州

市就业中心主任黄庆生与天河区

人社局就业中心主任李文燕等一

行，来到员村街山顶社区就创建充

分就业社区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市就业中心检查组一行人首

先听取了相关工作汇报，了解山顶

社区各项工作落实情况、各项指标

完成的进展情况、 采取的措施、办

法和突出的特点等。他们还现场查

阅了社区开展就业服务工作台账

建立情况和各项指标完成的进展

情况， 并检查了社区工作场地、设

备等硬件设施配备等。 随后，检查

组展开座谈交流， 就当前就业形

式、面临困难、下一步计划等展开

探讨。

黄庆生表示，疫情以来，今年

的就业难度加大，无论如何都要保

证就业资金按时发放，并要求基层

工作人员对失业人员必须做到及

时摸清信息、及时推送、及时通过

各种渠道宣传政策等。 同时，邀请

辖区内企业代表介绍吸纳、帮扶辖

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方式和方

法，就目前的困难和就业工作开展

提出建议。

据悉，员村街下一步将根据市

就业中心的指导意见，继续推进责

任、政策、工作的落实，将创建充分

就业社区作为解决就业困难人员

就业的重要手段，全面落实就业创

业扶持政策，加大对就业困难群体

的就业援助， 拓宽社区就业渠道，

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努力实

现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

员村街联合整治校园周边出租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

讯员 何淑敏）

为保障疫情防控和

复学复课的安全秩序， 全面筑牢

校园安全防护墙， 解决校园周边

出租屋安全隐患， 9 月 30 日下

午， 员村街来穗中心联合员村派

出所、 街道安监中队、 新街居委

会在辖内松岗园开展了出租屋安

全隐患综合排查整改行动。

据了解， 此次行动对松岗园

附近的幼儿园、 中小学周边出租

屋集中、 流动人口聚居、 安全隐

患突出的区域开展了集中清查整

治。 工作人员重点对消防安全、

用气用电、 治安问题等 3 个方面

的隐患进行检查。 在消防安全隐

患方面， 重点整治使用不符合消

防要求的建筑、 装饰材料， 电动

车违规停放充电， 消防设施设备

配备不达标， 出租房屋存放危化

品、 易燃易爆品， 房屋公共通道

和安全出口不畅通、 堆放可燃物

等情况。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能

当场整改的， 工作人员协助其当

场整改； 不能当场整改的， 下达

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 并提出整

改意见， 督促限期整改， 确保学

校附近的来穗人员居住安全。 本

次行动采取“边检查、 边宣传”

的方式， 执法人员在检查的同时，

对出租屋房主开展消防宣传教育，

增强出租屋房东消防安全意识，

提升出租屋房主日常消防安全管

理能力。

据悉， 此次行动共出动 56 人

次， 派发宣传单张 120 余份， 共

清查城中村出租屋 18 栋 74 套，

临街商铺 6 家， 核对来穗人员

115 人， 注销 6 人， 排查出存在

消防安全隐患共 3 处， 发出整改

安全隐患告知书共 3 张， 不仅提

升了辖内校园周边出租屋的消防

安全系数， 还有力地推动了员村

街城中村出租屋专项整治工作的

落实。

民法典宣讲进社区

离退休党员来学习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

员 王卉 ）

为做好民法典在广大离

退休干部、 党员中的学习宣传和推

动实施， 引导老同志做学习、 遵

守、 维护民法典的表率， 近日， 由

天河区委离退休干部党工委、 天河

区关工委、 天河区司法局、 员村街

党工委主办的“天河霞光 普法生

辉” ———天河区离退休党员民法典

宣讲活动的首场讲座， 在员村街绢

麻社区举行。

据了解， 此次活动邀请了国信

信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玉东进行

授课， 天河区属各单位离退休干部

党组织及党员、 区各级关工组织骨

干、 社区离退休党员等参加了学

习。 刘律师从民法典编纂的背景、

核心要义与制度创新等几个方面对

民法典进行了讲解， 并结合与中老

年日常生活相关的内容， 如物权、

继承、 财产分割、 侵权责任等热

点， 用鲜活生动的案例， 帮助老干

部工作者加深理解民法典在日常工

作生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大家学习热情高涨， 反应热

烈， 现场就各类案例展开了深入讨

论。 会上， 员村街党工委副书记管

力强代表主办单位作讲话， 他要求

各单位各支部接下来要开展不同形

式的宣传活动， 掀起学习宣传热

潮， 让民法典切实走进群众心里，

并希望广大老党员带头做学习、 遵

守、 维护民法典的表率， 积极参与

到宣传推广中， 带动群众深入了

解、 遵守、 运用民法典。

广州市就业中心督导检员村街山顶社区

就创建充分就业社区工作。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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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村街出动

56

人次开展了出租屋安全

隐患综合排查整改行动。 通讯员供图

工作人员在核对来穗人员。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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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邀请律师向离退休党员宣讲民

法典。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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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宣传员向讲述如何预防火灾和消防

灭火技能。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