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李冬

华

）为进一步加强辖内寄递物流行业管理，近

日， 员村街道禁毒办联合员村派出所深入辖

内城中村内街小巷，对藏匿于其中的士多店、

超市、连锁店兼营快递业务的代收点，和不具

备备案条件的末端服务网点进行排查整治。

根据要求， 各快递企业要依法依规办理

经营许可和末端网点登记备案，未经许可、备

案或登记，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快递业

务。行动中，工作人员共检查快递企业代寄点

5 家，其中有 4 家已提交相关资料，完成快递

末端网点登记上报；1 家为某母婴用品店兼

营快递业务， 该代收点因不具备备案条件且

被工作人员多次督促整改但仍未落实， 故责

令其停止一切寄递业务。

检查中， 工作人员还对各经营业主和从

业人员进行了禁毒知识宣传， 讲解毒品的种

类和危害， 重点讲解如何识别、 辨别可疑邮

件。 要求从业人员必须要严格落实“五个

100%”制度，提高对寄递物品的警惕性，严把

收件各个环节，杜绝寄运违禁物品。 下一步，

员村街道将持续跟进各网点落实情况， 促进

寄递物流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员村街道开展寄递物流企业无证经营专

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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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村街道多措并举加强临江大道周边精细化管理

“管治”齐抓 江边美景焕新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

讯员 王卉 ）

近日，走在临江大道带

状公园附近，不难发现这里的道路

更宽敞整洁了、 花草更娇艳动人

了，江边美景吸引了不少市民在此

散步赏春、休闲娱乐。 但让人侧目

的是， 江边也出现了非法垂钓、单

车乱停放、广场舞音量过大等不文

明行为。

为进一步提高员村街道临江

大道周边的市容精细化管理水平，

给广大市民一个良好文明的休闲

娱乐环境。 连日来，员村街道综合

行政执法办多措并举，加大管理执

法力度， 成立临江大道管理专班，

对临江大道进行常态化巡查、监

管。 工作人员通过劝止市民群众江

边垂钓、设置帐篷露营、共享单车

及电动车乱停放等不文明行为。 经

过一段时间整治，达到了良好的管

理效果。

自临江大道管理专班成立以

来，员村街道执法办以精细化理念

重构工作机构， 定期召开专题会

议，梳理出休闲娱乐秩序、共享单

车及电动车规范摆放、市容市貌提

升等几方面整治重点。 在专班成员

组成上， 充分发挥部门联动机制，

在派出所、 执法队成员的基础上，

号召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社工站

志愿者及居民志愿者积极加入，有

效补充了常态化巡查人员力量。

据统计，三月以来，员村街道执

法办共出动 371 人次， 宣传劝止临

江大道不文明行为共 679 宗。 其中

劝离江边垂钓人员 229 人次，劝导

市民降低娱乐分贝 159 宗， 向市

民宣传文明养犬 59 宗 ， 整治六

乱 11 宗 ， 整治共享单车及电瓶

车乱停放 44 辆 ， 规范露营人员

31 人次，劝阻吊床人员 46 人次，劝

离违章停放车辆 95 辆，劝离流浪乞

讨人员 5 人。

在工作机制上， 专班组分早晚

班，从早上 7:30 至晚上 10:00，保证

足够人员在岗。 工作人员对各类不

文明现象及时劝阻， 对市民耐心劝

导教育。 虽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不

理解的市民屡教不改， 但在工作人

员耐心引导教育下， 市民们逐渐从

反感抗拒转变为自律配合， 大多数

不文明行为得到有效纠正。“管”

“治”齐抓，如今，临江大道带状公园

周边的市容市貌焕然一新。

下一步， 员村街道综合行政执

法办将加强联动机制， 完善工作方

式， 用心用力用情解决好市民关切

的问题， 让城市运行更有序、 更安

全；让居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员村街道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排查安全隐患 净化城中村环境

信息时报讯（记者 崔小远 通讯

员 李冬华

）为进一步深化城中村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 提高村民及租户

安全防范意识， 营造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3 月 31 日~4 月 2 日， 员村

街道综治办牵头组织员村派出所、

街应急办、街综合保障中心、社区居

委等单位和部门开展为期三天的城

中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本次行动由员村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林晓刚带队，共出动力量 80 余

人次。行动涉及辖内程界东社区、程

界西社区、南富社区三个社区，重点

检查城中村内的按摩店、发廊、小旅

馆、 棋牌室等容易滋生违法行为的

营业场所， 以及违规经营的寄递物

流代寄点。

行动中， 检查人员逐一对场所

营业执照、经营业主、从业人员身份

信息进行仔细核查， 责令存在无证

经营、 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的商户

及时整改。同时，工作人员还向经营

业主及场所从业人员进行禁毒、防

诈、防范邪教、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让居民和租户扫码号关注“穗安防

诈” 微信公众号， 提升民众防范意

识。 本次行动有力震慑违法犯罪分

子，净化社会治安环境、有利维护辖

区社会和谐稳定。

员村街道狠抓安全生产工作

“同堂听课”提升职场新人自救互救能力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崔小远 通讯

员 杜思茵

)为进一步做好辖内各项

安全生产工作， 确保安全生产形

势的稳定，3 月 22 日下午， 员村

街道应急办深入湖景金阁（

珠江

新城店

） 开展新入职员工安全教

育“同堂听课”活动，严把日常工作

安全生产关， 抢抓隐患和事故防范

的“黄金时间”。

当天， 员村街道应急办人员到

场与湖景金阁的负责人、 安全管理

人员和一线新入职员工一起学习、

一起“同堂听课”。 培训由企业安全

负责人进行授课， 重点讲解了安全

知识、安全隐患排查方式、防火安全

知识等相关内容， 通过典型的事故

案例分析和宣讲， 进一步提高企业

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

最后， 企业负责人保证会做到

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全覆

盖， 保证一线员工具备必要的安

全生产知识， 熟悉相关的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提高自

我保护和自救互救能力。 同时做

好安全培训教育台账， 强化隐患

排查整治， 坚决杜绝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

(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

员村街道开展寄递物流企业无

证经营专项整治

“五个 100%”

促进寄递物流健康发展

员村街道禁毒志愿者走进省禁

毒科普馆

在互动体验中

提升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李冬

华

）为进一步加大禁毒宣传教育力度，提高人

民群众识毒、 防毒、 拒毒的意识和能力，3 月

29 日下午，员村街道禁毒办组织 60 余名志愿

者赴广东省禁毒科普馆参观学习。

广东省禁毒科普馆有序厅、禁毒史话、领

导重视、毒情形势、禁毒斗争、毒品知识、毒品

危害、拒毒方法、戒毒模式、禁毒你我同行等

十个展厅， 每一个展厅都突显出不同的毒品

教育知识。

志愿者们跟随场馆讲解员浏览不同主题

展区，认真阅读图文资料，积极参与互动体验

等，从中学习禁毒基础知识，了解毒品的本质

特征以及毒品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

性。特别在声光电体验区，多种模式的体验震

撼着每一位体验者。

活动结束后， 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远离毒

品、珍爱生命，并将向自己身边的群众和亲戚

朋友进行宣传， 共同增强远离毒品、 抵制犯

罪、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

街道领导带队督导临江大道市

容整治工作。

员村街综合行政执法办多措并

举加强临江大道周边精细化管理。

员 村 街

道开展城中

村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专

项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