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不文明驾驶违法行为

严查违停、加塞、实线变道、连续变

道、机动车不按规定礼让行人

2.

非机动车、行人违法行为

严查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不按规

定车道行驶、违法载人、不戴头盔；行人

闯红灯、不走人行道、跨越护栏

3.

摩托车违法行为

严查不戴头盔、无牌无证、在禁行区

域行驶

4.

涉酒违法行为

严查酒驾、醉驾

5.

机动车“飙车”违法行为

严查追逐竞驶、违法改装、噪音扰民

6.

机动车涉牌违法行为

严查无牌上路、遮挡号牌、假套牌

7.

货车、泥头车违法行为

严查货车、 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超

限超载、违法改装、违反通行时间和范围

规定通行

8.

占道施工违规违法行为

严查未经审批占道施工， 未按许可

的位置、面积和期限施工；未按规定设置

标志、未采取安全防护设施及围蔽作业；

未安排人员维护交通秩序

五山街联合农科院动科所召开第三季度第二次安全工作会议。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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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五山

五山街综合保障中心联同派出所开展专项行动

全面清查出租屋 消除隐患保平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林志挺）

8 月 6 日至今， 五山街综合保

障中心联同派出所，每周开展流动人员

和出租屋整治专项行动。 行动以来，累

计出动穗管员 382 人次， 检查出租屋

10420 套次， 发现各类安全隐患 52 处，

其中当场整改 39 宗， 签发整改通知书

13 份， 登记来穗人员 1639 人， 注销

3167 人，派发宣传单张 1000 余份。

行动旨在落实市、 区流动人员和

出租屋管理专项行动要求， 进一步做

好出租屋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确保

“人屋” 信息登记鲜活准确。 行动主要

围绕三大重点。

一、加强核查“人屋”信息。围绕详细

核实登记在册的出租屋、承租人及流动

人口信息，夯实“人屋”基础数据。对未如

实申报“人屋”信息、不自觉履行租赁房

屋管理义务的屋主或承租人，根据《广

东省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和“出租

屋主责任制”有关规定责令限期整改。

二、全面排查隐患整治。 行动中，穗

管员深入出租屋、商铺、旅业宿舍等重

点场所，对出租屋安全隐患开展细致排

查。 重点检查了出租屋疏散通道、逃生

口等安全出口是否通畅；应急照明和疏

散标志是否完好有效；居住房间和楼梯

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区域是否

存在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充电的行

为。 此外，还检查了消防器材和设施是

否配备齐全及正常使用，出租屋内是否

违规使用燃气器具、拉接电线和超荷用

电等。

三、加强出租屋宣传教育。 结合疫

情防控工作，对时租日租房、涉外出租

屋、重点人员居住的出租屋，告知经营

者规范其经营名称，安装相应系统及配

备专职管理人员，同时向出租屋主（

二

手房东

）及来穗人员宣传反诈、防毒、防

范传销等知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

员 刘伟权）

9 月 7 日下午， 五山街道

办事处联合广州市农科院动科所， 召

开第三季度第二次安全工作会议。 五

山街武装部部长胡光裕、 市农科院动

科所副所长李春雨及动科所各部门

（

企业

） 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通报了动科所近期安全生产

工作情况， 并组织参会人员观看安全

生产及消防安全培训视频。 胡光裕强

调， 要高度重视， 以强烈的责任感抓

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深刻汲取近期

火灾事件教训， 强化安全责任落实，

做好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改。

李春雨要求， 各部门 （

企业

） 要

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安全工作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 克服麻痹思想和侥

幸心理， 要把安全工作作为一项极其

重要且长期艰巨的任务来抓， 上下齐

心， 全员发力， 全面组织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并落实整改， 坚决防范和遏制

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要进一步

加强实验室内部管理， 规范操作流程，

杜绝因操作不当引起的安全事故。” 李

春雨表示， 要加大安全投入， 重视安

全设施改造与硬件升级， 加快推动电

线老旧线路改造及建设 3 个电动车充

电点。

会后， 检查组一行到广州飞禧特

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动科所实验室开

展安全大排查， 重点检查了消防器材、

电器线路、 实验室建设材料、 实验室

内部情况等安全问题， 要求及时整改

隐患， 严防事故发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曾虹雁 陈柔铮）

文明出

行，你我同行！ 8 月 3 日，五山街

应急办联合五山司法所、 华农

社区居委会，在华农开展“奋战

三百天，全力保畅安”道路交通

秩序大整治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引导社区居民自

觉遵守交通法规， 提升广大市

民群众的文明、安全出行意识，

活动中， 工作人员向社区居民

发放宣传单张， 面对面宣讲文

明交通安全知识、 安全出行常

识等， 大力普及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 日常出行中如何行

走更安全？应注意什么事项？工

作人员讲解了相关知识， 并向

广大交通参与者倡议， 牢固树

立安全意识， 杜绝交通违法行

为，做到谨慎驾驶、文明安全出

行。

此次宣传活动， 受教育群

众达 300 余人次， 进一步强化

了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实效和精

准力度， 有效提高了华农社区

居民、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营

造了文明参与交通的良好氛

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康达文）

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营造绿色无毒的校园环境，9 月 3 日，五

山街禁毒办在广东省新闻出版高级技

工学校开展了“新学期起航无毒青春”

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中，禁毒专干引导学生们参观

仿真毒品并讲解禁毒知识，从而提高学

生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 工作人员给

学生派发禁毒宣传画册， 指导他们阅

读、了解禁毒相关知识。 同时，禁毒专干

在现场告诉同学们，近期将举行徒步禁

毒宣传活动，欢迎同学们报名参加。 有

学生当即表示， 对这个活动很感兴趣，

愿意报名参加。

本次宣传活动共吸引了 500 多名

在校师生参与，整体氛围融洽，效果良

好。 师生们纷纷驻足细看仿真毒品，了

解毒品的危害性， 有效提高了自身识

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 不少学生

拿着禁毒手持牌拍照留念，表达了“拒

绝毒品”的决心和信心。

禁毒宣传进校园 无毒青春新起航

五山街联合农科院动科所

召开安全工作会议

交通宣传进社区 安全意识入人心

工作 人

员发放宣传

单张 ， 宣讲

文明交通安

全知识。

通讯员供图

“八大类”违法行为不能有

▲

五山街开展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专项行动。 通讯员供图

荩

穗管员排查出租屋安全隐患。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