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吉街道
为切实应对好暴雨多发季节，保障辖区汛期安

全，连日来，布吉街道迅速行动，周密部署汛期各类安
全隐患的排查和整治工作，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4月 12日，该街道主要负责人召集相关职能部
门召开汛期安全工作紧急会议，传达上级有关会议
精神，强调要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及时部
署防御工作，督促相关企业和单位在恶劣天气到来
前及时停工停产。会后，该街道领导班子成员分别
率队到辖区各河道施工现场、老旧房屋、地质灾害
点等场所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要求相关责任部门和
单位要迅速整改存在隐患，及时落实警戒和提醒措
施，引导居民提升防范意识，及时避开安全隐患。

（聂朦）

横岗街道
4月12日，横岗街道领导班子兵分多路，率队检

查了辖区河道综合整治工程现场、消黑工程施工区
域、水库等重点区域，全力以赴做好暴雨等极端天
气防御工作，保障汛期安全。

本次暴雨期间，该街道工作人员时刻关注水库
雨情和水情，每隔 2小时汇报一次雨情和水位。雨
后对大坝进行巡查监测，共出动60余人次查看水库
大坝是否存在隐患。另外，出动20人次对四联河及
塘坑支流进行雨后隐患排查，排查中发现位于四联
河礼耕路商业大厦河段因 11日暴雨导致施工模板
冲至暗渠入口，形成阻洪隐患，立即联系施工单位
对阻洪模板进行清理。 （何小娟 李郢辉 彭东伊）

区住建局
雨季来临，区住建局近日迅速反应，第一时间落实

各项防御措施，并强化值守，提高各项目工地工人应急
抢险自救能力，全力确保住建领域安全形势平稳可控。

据了解，该局提前部署了三防工作，第一时间落实
各项防御措施。4月 12日上午，区住建局向各街道办、
各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印发了《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
关于极端天气期间做好建设工程安全施工的紧急通
知》，要求全区所有建筑工地立即停工，开展安全隐患大
排查大整治。当日，该局共出动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人员 95人次，检查工地 27项次，发现 15处隐患并全部
完成整改，全区在建报建受监工地已按要求全部停工。

（姚兰 唐永国）

区水务建管中心
4月12日上午，区水务建管中心组织中心在建水务

项目负责人，召开安全生产排查部署工作会议，强调各
项目参建单位要高度重视暴雨后的安全生产工作，做好
防御措施，及时组织力量排查河道隐患。

会后，区水务建管中心各项目组、各治水提质抽调
干部立即组织各项目召开安全生产专题部署会议，部署
现场防洪度汛相关事宜，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执行市、区
政府的停工及安全检查指令，彻底排查安全隐患。截至
当天16时，区水务建管中心检查在建项目40个，对全区
641个项目全部排查完毕，出动 1010人次，发现安全隐
患 176个，现场整改 173个，剩余 3处安全隐患责令 3天
内整改完毕。 （张祥 朱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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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筑牢水务安全防线
龙岗区各部门各街道全面加强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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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侨报融媒记者 张祥 通讯员
尹磊） 4月 11日晚，深圳突发瞬时强降雨，
造成福田区、罗湖区多处暗渠、暗涵出现人
员遭遇洪水淹溺死亡。龙岗区高度重视，立
即对在建水务工程安全生产和度汛措施落
实情况进行检查，要求各单位深刻汲取“4·
11”惨痛事故教训，严格按照市通知要求停
工整顿，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认真落实
度汛方案，加强工程监管和安全教育，做好
自我防范措施，决不能有侥幸和冒险心理，
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的发生。

“4·11”事故发生后，区水污染治理指挥
部立即发文至各水务工程建设单位指导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4月12日全天，区水
务局、区水务建管中心等相关单位、部门分
别前往在建工地检查安全生产及度汛措施
落实情况；11个街道办事处及两个区管水库
管理处逐一至辖区内水库排查安全隐患；龙
岗区河道管养项目全力组织人员清理河道
内的垃圾及杂物，并积极组织人员对暴雨期
间被破坏的河道设施及河道管养范围内的
建筑物进行抢修；各排水运营单位加大了积
水点排水管网的巡查力度，对安全隐患点重
点排查，切实保障排水畅通。

记者从区水务局了解到，接下来，全区
对在建水务工程等将继续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重点针对水务工程易受恶劣天气影响
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进行重点排查整治，
加强对涉河项目的管理，坚决避免因河道行
洪通道受阻导致漫堤情况发生；进一步强化
汛期值班值守，及时掌握并传达预报预警信
息，提前落实好重点部位的防汛工作。同
时，大力加强应急能力建设与安全宣传教
育，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防范汛期
水务工程安全事故的发生。

平湖街道
记者昨日从平湖街道获悉，针对连日来的暴雨天

气，该街道高度重视，紧急部署开展汛期河道安全隐患
排查，由街道班子成员和处级干部带队分别到各自挂点
社区检查三防、地质灾害防护及安全生产工作。

4月 13日、14日，平湖街道相关负责人带队检查山
厦河玄武观段、平湖部队段、木古河良白路段、鹅公岭河
河道综合整治工程防汛备汛等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检
查中，该街道相关负责人要求，各部门各社区要全面加
强雨季河道、边坡、挡墙、低洼地等安全巡查，认真排查
隐患，特别要督促提醒河道施工单位安全规范文明施
工，做好汛期暴雨洪水安全应对措施，全力杜绝安全事
故的发生。 （张星 李上彪）

认真落实度汛方案
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根据《深圳市坪山区地铁14号线工程（坑梓段）项目工作实施方案》的相关规定，我办事处已对本项目范围内房地产进行了相关确权工作，现将确权结果予于公示：

注：上表中“权利人性质”是指原村民、华侨、非原村民、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相关单位和个人如对本公示存有异议，可在公示发布之日起5日内将意见反馈到本办事处，本办事处将对提出异议的房地产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果书面通知提出异议的

相关单位和个人，未提出异议或逾期提出异议的，视为对确权结果无异议。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土地整备中心
联系人：卢焱炬 联系电话：0755-89999156 联系地址：坑梓人民西路1号土地整备中心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办事处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深圳市坪山区地铁14号线工程（坑梓段）项目房屋权属情况确认公示

序号

1

2

3

权利人

赖泽强、罗艳华

赖泽稳、邱桂芳

赖泽稳、邱桂芳

测量编号

ST-53

ST-78

ST-79

房产地址

沙田社区沙田北路43号

沙田社区昂俄路12号

沙田社区昂俄路12号

房屋结构及用途

框架、住宅

框架、住宅

混合、住宅

总楼层

3

4

1

面积（㎡）
380.80

416.71

14.16

擅改商业面积（㎡）
58.51

无

无

权利人性质

原村民

原村民

原村民

是否符合“一户一栋”

是

是

否

房产建成时间

1999年3月5日之前

1999年3月5日之前

1999年3月5日之前

河道管养单位员工开展河道检查。区三防办供图 工作人员检查施工工地。侨报融媒通讯员 陈展扬 摄

今年的 4月 15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
以来的第四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14年
4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中央国安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
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总体国家
安全观”的重大战略思想，为新形势下维护国
家安全工作确立了重要遵循。

《国家安全法》第二章依次明确了政治安
全、人民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
金融安全、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文化安
全、科技安全、网络与信息安全、社会安全、生
态安全、核安全、外层空间及国际海底区域和
极地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领域的重点任务。

根据《国家安全法》第 77条规定，公民和
组织应当履行下列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一是

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
定；二是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
三是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
动的证据；四是为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提供便利
条件或者其他协助；五是向国家安全机关、公
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
助；六是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七是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八是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得向危害国家
安全的个人或者组织提供任何资助或者协
助。《国家安全法》第80条规定，公民和组织支
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的行为受法律保护。因
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本人或其近亲属的
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公安机关、国家
安全机关请求予以保护。

全国国家安全举报电话：12339。

维护国家安全是
公民的神圣义务
今年4月15日是我国第四个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吉华街道
记者从吉华街道了解到，深圳市“4·11”强降雨

亡人事故发生后，该街道第一时间安排部署安全工
作，各级领导齐抓共管、各部门迅速联动，在辖区内
广泛开展汛期安全大检查行动。

4月 12日以来，该街道领导班子成员分别下沉
至各社区，开展河道巡查、边坡检查等安全隐患排
查工作。各检查小组要求相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刻
吸取事故教训，高度重视汛期河道安全工作，积极
完善防汛预案，严查安全隐患，并立即整改落实；同
时，科学、合理开展河道安全施工，一旦有突发情况
要立即撤离人员，严防事故发生。 （聂朦）

园山街道
为应对本次强对流天气，4月12日，园山街道先后召开

了安全部署会、2019年三防工作部署会、老屋村隐患整治讨
论会，安排部署强对流天气安全工作，要求各社区、各部门
履行自身职能，立即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全面排查工作。

在内涝风险防控工作中，园山街道努力做到“五个提
前”，即提前开展低洼地、易涝点及排水管网的巡查工作，
提前安排防汛物资和抽排设备，提前落实抢险应急队伍，
提前落实转移路线和转移机制，提前落实受灾人员的安
置和救助措施，确保及时处置内涝积水灾情，尽量降低内
涝对城市交通和市民生活造成的影响。 （尹萌 沈云刚）

龙城街道
为保障汛期辖区生产安全，4月12日上午，龙城街道

召开汛期安全生产部署会，并在辖区开展安全大检查。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该街道各三防成员单位将在近期

加强汛期值班值守，各单位加强灾害高发地区隐患排查工
作。4月11日、12日，龙城街道各主要领导分别带队前往
挂点辖区进行走访排查。检查过程中，检查组要求施工工
地在暴雨天气立即停工，相关部门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并
要求施工单位加强安全生产，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待天气
好转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后再开工。 （姚兰 连振庭）

宝龙街道
为落实市、区关于做好汛期安全防范的要求，4月12

日上午，宝龙街道组织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安排在全街道
范围内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会后，主要领导会同相关部
门负责人，冒雨来到辖区河道重点区域开展整治排查。

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三棵松水同庆路段和同乐河同
心路桥段进行安全排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有关
领导要求施工单位全线暂停施工，开展人员安全教育；想
尽办法扩大该段河道行洪断面，保证水流顺畅，防止内涝
发生；做好三防应急预案，严格抓好安全工作落实；严格
落实值班制度，抓好重点部位的安全防范，强化对施工现
场关键部位和环节的检查。 （刘芳菲 陈展扬）

坪地街道
昨日，记者从坪地街道了解到，为做好暴雨期间预防

河道作业安全事故的发生，以及做好河道安全隐患排查
工作，坪地街道对黑臭水体治理施工现场进行全线巡查，
确保施工安全作业无事故。

4月 12日，坪地街道主要领导组成检查组，前往各
河道施工现场进行巡查，巡查黄沙河左支流石壁西路内
涝点，现场调研丁山河起点截污总口，还对施工现场安
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调研期间，街道主要领导要求施
工方管理人员要立即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组织班前教
育，教育施工作业人员要加强安全意识，保证安全文明
施工。 （张臻斐 王毅龙）

施工人员在维护围挡。侨报融媒记者 张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