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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情报站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赖凤珠 ）

近日，为规范辖内出租屋安全

管理工作，石牌街道综合保障中心加强

辖内出租屋巡查，做好人屋登记工作和

屋内消防安全检查，同时对九小场所等

重点场所多次开展上门检查，派发宣传

资料及告知消防安全防范知识。

综合保障中心加强巡查，人屋信息

核对，保证数据鲜活。 结合疫情常态化

防控工作情况对辖内出租屋巡查，对近

期新搬进来的人员查验行程码，同时现

场登记时对人员户籍地址、电话号码等

相关信息做好核实工作，对同时居住的

人员信息，电话核实，避免造成办事人

员的不便，已搬走人员及时注销并注明

离开时间，1 月共检查出租屋 1653 栋

17661 套，核查来穗人员 17934 人，新登

记 2853 人，注销 3682 人。

加强出租屋消防检查，重点场所进

行阶段性复查。 根据八查要求，重点对

石牌村内开展九小场所、出租屋内直排

式热水器安全隐患、各场所电线是否私

拉乱接或老化、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设

置数量及形式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按要

求配备灭火器材和必要的逃生工具、是

否违规使用明火做饭等消防安全排查。

1 月排查发现九小场所 1179 家，已上报

309 家，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存在的

隐患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 43 份。

消防安全知识情况理一理，屋内安

全有保障。 在日常巡查中，管理员向屋

内居住人员派发消防宣传单 1515 张，

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和安全防范知识，督

促出租屋屋主或代理人定期开展自查

自排，要求商户要按要求整改并及时消

除场所内存在的火灾隐患。 同时，要求

商户认真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严格

用气用火用电管理，保障疏散通道和安

全出口畅通，提高自防自救能力，共创

安全宜居环境。

石牌街加强出租屋巡查和消防安全宣传工作

核对人屋信息 排查九小场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赖凤珠）

根据国家、省市有关疫情防控工

作要求，为第一时间掌握 2021 年春节来

穗人员流动情况， 石牌街道综合保障中

心积极部署， 全面开展了春节期间来穗

人员流动情况摸查。

根据石牌街来穗人员密集情况及人

员流动大的情况，2月1日-7日七天时间，

中心全体管理员通过白加黑双班制对在

册104236人通过上门核查、电话访查、房

东主动申报等多种方式全面排查， 对来

穗人员留穗地址、离穗时间及目的地、返

穗时间等几项信息详细做好登记， 其中

留穗过年人员45446人； 离穗过年人员

41464人； 家属来穗过年94人， 注销7152

人，联系不上或待定离穗10174人。 街道

持续跟进， 确保对辖内来穗人员春节流

动情况清晰明了。

在摸排工作过程中， 同时加强疫情

防控宣传，引导来穗人员非必要不返乡、

非必需不外出、非必需不聚集，做好自身

健康监测，做到疫情防控人人参与。 按照

非必要不举办的原则，严控庙会、宗祠联

谊、展销促销等活动；暂停宗教场所、民

间信仰场所聚集性活动。 同时加强出租

屋巡防控工作， 努力为留穗群众营造一

个安定祥和的春节节日气氛。

同时， 进一步健全疫情防控应急预

案，明确 8 类重点人群防疫工作责任，细

化人员排查、转运隔离、医疗救治、密接

者判定隔离综合防控措施。 提前做好应

急人员、物资、场地、设备准备，确保一旦

发现涉疫情况做到快速响应、快速管控、

快速流调、快速筛查、快速隔离、快速救

治、快速消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袁婵 黄冠柽 ）

营运近 20 年的百佳

超市天河北店要撤场了， 不少市民街

坊表示惋惜。近日，记者走访百佳超市

金田花苑店走访发现， 超市门口已经

张贴出醒目的“闭店清货”通知。

广东百佳永辉超市回应称， 门店

将于2021年3月31日结束营业。租约到

期不续约的原因是租金过高， 属正常

商业行为。结业后，该门店员工将分流

到周边门店。永辉坚持全国化布局，今

年珠三角地区仍将有新店开业。

现场清仓打折，部分商品被买空

近日， 记者来到了位于天河北路

金田坊的百佳永辉超市金田花苑分

店， 发现在一楼入口处该商场已经贴

出了“闭店清货，部分商品 5 折起”的

公告。在超市 2 楼和 3 楼，大部分货架

上都贴上了“闭店清货 部分商品 5-8

折” 的降价促销标语。 糖果巧克力 5

折，早餐奶 6 折，袜子、内裤等衣物通

通 5 折起，清货折扣力度非常大。不少

街坊向店员询问折扣优惠， 有的货架

已经被“扫空”。

“如果月底还没有卖完，这些商品

到时候就清仓转走。”一名在整理货架

的导购员告诉记者， 在超市工作已有

5 年了，如今看到这样真的挺遗憾的，

但也没办法，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喜欢

逛超市，线下生意越来越难做。

据了解， 百佳永辉超市金田花苑

分店于2001年7月28日开业。广东百佳

永辉超市方面表示， 金田花苑门店的

租约合同从2001年开始签订， 租期共

20年。由于租金过高，出于业务长远发

展考虑， 到期后将不续约。 如公告所

示， 门店将于2021年3月31日结束营

业。这属于正常商业行为。同时金田花

苑门店员工将分流到周边门店。 永辉

坚持全国化布局，深耕区域市场，今年

珠三角地区仍将有新店开业。

百佳永辉超市方面表示， 金田花

苑门店结业后， 顾客可选择到附近的

天娱店、正佳店购物消费，持有百佳永

辉购物卡和充值卡的顾客可前往百佳

永辉任何一家门店消费。

有市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惋惜

记者在现场看到， 尽管是在工作

日， 也有不少市民来到百佳超市金田

花苑店进行消费购物。 有的市民在门

店打卡留念， 有的市民则是希望赶着

最后一波优惠折扣。“听到这个消息，

觉得很可惜。因为超市开在市区里，非

常便利。我们平时下班的时候，都会赶

着来超市买东西。”家住的附近的李阿

姨对记者说。

“在 3 月 31 日结业， 从我读小学

开业到现在，过了这个月，就停业了，

希望永辉再开分店！ ”“自搬过来这区

就有的百佳超市， 终究难逃曲终人散

了的命运，难免令人唏嘘……”不少市

民在社交媒体上， 对百佳超市金田花

苑店月底结束营业表达不舍。

专家视点： 行业整合属于自

然淘汰的过程

对于百佳超市天河北店撤场， 现

代流通中心执行主任陈海权表示 ，

在电商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 近

年大型连锁超市的生存空间发生

了巨大变化， 特别是城市中心的大型

超市同时面临租金成本提升等压力，

大型店铺的网络体系会进入一个整合

期。 这样的行业整合， 属于自然淘汰

的过程。

“之前就听说过天河北这个项目

要进行改造， 如今停止了这个大卖场

超市的经营， 似乎更是证实了天河北

要进行大调整的预测。”广东省商业地

产投资协会会长黄文杰表示， 近几年

来零售卖场的销售形式在悄悄发生一

些变化， 传统的大卖场已经不太具备

优势了， 取而代之的是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电商赋能的店铺，该超市在租赁

期到期的时候选择终止经营， 是非常

合适的选择。

开了20年的百佳天河北店结束营业

持有购物卡和充值卡的顾客可前往百佳永辉任何一家门店消费

石牌街开展春节期间来

穗人员流动情况摸排工作

确保掌握来穗人员

春节流动情况

石牌街道综合保障中心摸排来穗

人员流动情况。 通讯员供图

一楼 “闭店清货 ，部分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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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公告。 信息时报记者 袁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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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商场内“扫货”。

荩

百佳永辉超市金田花苑分

店结业公告。

信息时报记者 黄冠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