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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街开展秋冬季疫情防控出租屋巡查工作

每周夜巡5次 让疫情防控“无死角”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廖小运 ）

为全面扎实做好常态化和秋

冬季疫情防控出租屋巡查工作， 近

日， 建设街结合出租屋消防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工作， 加大巡查力度， 做好

来穗人员信息报送、 轨迹核查、 健康

登记等相关工作， 及时查漏洞、 补短

板， 坚决防范疫情及各类安全事故发

生， 全力保障出租屋和住户的健康安

全。

为适应当前疫情防控最新形势，

有效应对出现的疫情新情况， 巩固疫

情防控前期阶段性成果， 进一步落实

好“四早”要求，抓好出租屋常态化防

控措施。 日前，建设街来穗人员和出租

屋服务管理中心对全街出租屋、 群租

房及重点地区来穗人员出租屋开展

“洗楼”行动，采取“错峰巡查+周末走

访”措施，每周开展五次夜间巡查，夯

实“人屋”检查登记和核查纳管，确保

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临近岁末年初， 出租屋流动人口

多， 建设街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

理中心联合应急办、综治科、城管科、

安监中队、城管中队、消防专职员及各

社区居委会成立检查小组。 针对出租

屋、群租房和“三合一”等场所开展排

查摸底， 围绕出租屋内堆放易燃易爆

物品危险物品、 建筑物内电动自行车

违规停放及充电、 违规安装使用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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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出租屋安全大检查。 与此同时，各检查

小组还逐个区域、 逐个场所摸清房屋

数量、租户人数、建筑消防设施状况及

消防安全管理等情况。 期间出动了检

查人员力量 212 人次， 排查住宅出租

屋、群租房、沿街商铺和“三合一”等场

所 2272 间次，排查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669 宗。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在严管

出租屋的同时也严抓疫情防控工作，

建设街通过上门派发、 在楼道及社区

宣传栏张贴《出租屋疫情防控海报》

《疫情防控温馨提示》《出租屋防火安

全小知识》等宣传资料，上门入户着重

开展出租屋疫情防控、 出租屋火灾事

故防范常识、 逃生自救技能等知识的

宣传普及， 进一步提醒来穗人员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推动疫情防控和消防

安全宣传全覆盖。

近日 ， 建设街

结合出租屋消防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工

作。 通讯员供图

建设街推进平安建设系列活动

派发宣传资料 激发群众参与平安建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廖小运 ）

1 月 10

日，建设派出所联合建设街综治办、社区法律顾问、社区

居委会、榕树头平安志愿者队伍，在建设街文化站榕树头

广场开展“一心为民 110，砥砺奋进新征程”暨平安建设

系列宣传活动。 建设派出所为强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

设，深入推进社区平安建设，全面加强综合治理和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

活动中，派出所专区民警、社区法律顾问及街道、居

委会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平安

建设宣传资料等形式宣传，向居民群众重点宣传反邪教、

扫黑除恶、禁毒、防诈骗、扫黄打非等知识，来往的群众纷

纷到咨询点进行咨询和了解， 平安志愿者队伍以流动形

式派发平安建设宣传资料， 进一步提升了居民群众对平

安建设工作的知晓率， 激发广大群众积极主动地参与平

安建设中来，营造了深厚的平安建设宣传氛围。

本次活动共向广大居民群众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15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20 余人次，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居民

参与平安建设的意识，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平安建设起到

了积极作用。

建设街文化站榕树头广场开展平安建设系列宣传活动。

通讯员供图

改造户外供水设施 业主不用再掏钱了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廖小运 ）

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不少

地方会出现供水不足、 高峰期用水小

等问题； 甚至还会出现老旧二次供水

设施清洗不及时，水污染问题突出，水

质安全得不到保障。 近日，广州市印发

《广州市住宅项目配建户外供水设施

移交供水单位管理维护办法》

（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

，鼓励业主将住宅配建

的户外供水设施移交供水单位管理维

护。 住宅项目配建的户外供水设施移

交供水单位管理维护后， 其管理维护

费用和总分表差额水量由供水单位承

担。

住宅项目配建的户外供水设施，

是指从市政给水总表或者项目红线，

到业主专用管入墙前的管道和设施，

包括供水加压设施、储水设施、管道、

阀门仪表等， 但住宅项目配建的深度

水处理设施、 消防系统及其附属设施

（含消防管道、管网、水池等）

除外。

《管理办法》明确，已投入使用的

户外供水设施想要移交供水单位管

护，需满足相关条件，比如配有加压设

备和泵房， 水泵机组运行的噪声不高

于 45 分贝；消防、环卫、绿化等公共用

水具备分类装表计量条件； 总分表计

量差额水量占市政给水总表计量水量

的比例在 8%以下等。

《管理办法》明确，对于 2000 年 1

月 1 日前已投入使用的住宅项目配建

的户外供水设施， 纳入政府改造名单

且已安排改造资金的， 由区供水行政

主管部门统筹， 供水单位负责组织实

施改造。 其他户外供水设施，由区供水

行政主管部门统筹， 属地居委会组织

业主自筹资金改造。 满足物业维修资

金申请条件的， 可以按程序申请使用

物业维修资金改造。

法制园地

王师傅入职某公司时， 为了节

省每月几百元的社保费支出， 主动

向公司提出不参加社保， 公司同意

了王师傅的申请， 并要求王师傅在

一份写明自愿放弃参保的《承诺书》

上签名。临近退休时，王师傅因社保

缴费年限不足， 面临无法领取养老

金的问题，由此与公司发生纠纷。王

师傅向公司提出辞职， 不但要求公

司补缴全部社保， 还要求公司根据

《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支付经济补

偿。公司则认为，当初是王师傅自愿

放弃社保购买的， 公司不需要缴纳

社保和支付经济补偿。

王师傅的经历其实时有发生。

有些是用人单位为节省用人成本劝

员工放弃社保； 有些是员工为增加

现金收入，主动要求不购买社保。这

些做法常常会引出补缴社保费、支

付经济补偿等纠纷， 此时用人单位

和员工分别应承担怎样的责任？ 员

工放弃购买社保， 对用人单位或员

工是不是一个好选择？

律师认为，根据我国《社会保险

法》《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为员

工参加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

务。因用人单位掌握资金、专业知识

和管理能力， 员工往往属于偏弱势

的一方。据此，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对

参加社会保险负有更大的责任，不

得因为员工主动放弃而不为其买社

保，否则，在员工和公司力量不对等

的情况下， 必将会出现员工“被自

愿”放弃的现象，不利于保护广大员

工的合法权益。所以，员工自愿放弃

购买社保的，即使签署书面承诺，都

不一定能免除用人单位购买社保的

责任。其次，员工作为具有独立判断

能力的人，也应诚实守信，不能利用

法律对员工的保护随意出尔反尔。

律师表示，综上所述，员工主动

放弃社保， 不能必然免除用人单位

为员工参加社保的义务， 员工或相

关部门要求补缴的， 用人单位必须

补缴；另一方面，员工也不能利用自

己未参保的情形， 随意和用人单位

解除劳动合同、 要求额外的经济补

偿。

虽然法律对各方的合法权益均

予以保护，但律师认为，无论是对于

员工还是对于用人单位， 都不建议

放弃购买社保。依法依规参加社保，

无论对员工还是用人单位， 都是利

大于弊的， 切莫因小失大、 得不偿

失。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蓝荣富 张葭咏

信息时报记者张玉琴整理

员工放弃买社保

公司应该如何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