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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招聘导诉员、专职调解员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导诉员1名及专职调解员2名。
一、招聘条件
1.应聘导诉员岗位的，需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

学专科以上学历，专业不限，法律相关专业优先，能
熟练操作电脑等办公室设备。年龄在28周岁以
下，其中，男性要求身高170cm以上；女性要求身
高160cm以上。大方得体，举止优雅，有良好的表
达语言能力。

2.专职调解员面向法院、检察院、基层法律服
务所、司法局等司法部门的退休干部中聘请。

二、工作内容
导诉员负责接待当事人，根据当事人办理事项

指引其前往对应的工作窗口办理业务；指导并协助
当事人进行网上立案、使用诉讼服务中心内的智能
化设备。

专职调解员对本院管辖的符合调解要求的一
审民商事案件主持诉前调解工作，可兼任信访接待
员。

三、报名具体要求
1.报名时间：2020年7月1日-15日（周六、日

除外），上午8:30-11:00；下午3:00-5:00
2.报名要求：请持身份证、学历证书原件及复

印件、近期一寸免冠照片，到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政治处报名。专职调解员另需提供本人退休证。

四、薪酬待遇
1.本次招聘的导诉员，实行“政府购买服务、劳

务公司派遣、用人单位使用和管理”的合同管理模
式，采用劳务派遣的方式聘请。

2.工资待遇标准按照省、市有关司法改革配套
政策落实，并根据工作年限和工作表现按有关规定
晋升工资。

3. 其他福利。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五险一
金）单位缴纳部分，按不低于省统一缴费标准执行。

详情请登录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门户网站查
阅。

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6月29日

云浮市恒达文化用品有限责任公
司、云浮市恒泰丰实业有限公司根据
股东决定，同意进行云浮市恒泰丰实
业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云浮市恒达文化
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合并形式为吸收
合并。吸收合并后，“云浮市恒泰丰实
业有限公司”存续，该公司原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0万元人
民币；“云浮市恒达文化用品有限责任
公司”注销，该公司原注册资本20万
元人民币，实收资本20万元人民币。
合并后存续的“云浮市恒泰丰实业有
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2000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2020万元人民币，
各方的债权债务由存续的“云浮市恒
泰丰实业有限公司”承继。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云浮
市恒达文化用品有限责任公司、云浮
市恒泰丰实业有限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云浮市恒达文化用品有限责任
公司

联系电话：13927110010
联系人：李杰华
联系地址：云浮市云城区兴云东

路77号之二A区三楼
云浮市恒泰丰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27110010
联系人：李杰华
联系地址：云浮市云城区兴云东

路77号之二（A区）
云浮市恒达文化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云浮市恒泰丰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7月6日

吸收合并公告 遗 失 声 明
本单位因不慎，遗失名称

为：云城区石代潮流广告装饰
设计部，经营者：冯志礼，注册
号为：445302600254475 的
营业执照副本。现声明作废。

挂失单位：云城区石代潮
流广告装饰设计部

2020年7月6日

遗 失 声 明
本单位因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一份，注册号：
445381600084737，执照副
本编号：8400402422，经营
者姓名：陈琼贤。现声明作
废。

挂失单位：罗定市绿仙
楼酒家

2020年7月6日

各界群众：
因六都镇冬城村委茅坪村整

体拆迁，需对云安区六都镇冬城村
委茅坪村征地桩线范围内的坟墓
（包括骨坛）迁移，根据国务院《殡
葬管理条例》、《广东省殡葬管理办
法》和《云浮市殡葬管理规定》的有
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云安区六都
镇冬城村委茅坪村征地桩线范
围内(具体四至以征地桩界及红
线图为准)。

二、迁坟时间：请有关坟主在
2020年7月24日前到云浮循环经

济工业园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办
理迁坟手续，并于2020年7月31
日前自行迁移完毕，逾期不办理迁
坟手续的将作无主坟处理。

三、注意事项：迁移坟墓不得
安葬在“三道两区”（指铁道、国道、
省道公路两侧及城市周边区域、风
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范围内。

联系人：刘生 13302372805
廖生 13927175633
云浮循环经济工业园
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

2020年7月6日

迁坟公告

每位普通市民，作为疫情防控“第
一责任人”，在日常生活中，该注意哪
些细节？就医时，又该掌握什么原则？

近日，记者邀请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传染病防治科医师 ，为大家详细介
绍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防控细节。

◆问：市民应该如何配合，做好疫
情防控?

答：市民应持续强化防护意识和
健康管理，牢固树立个人是疫情防控

“第一责任人”意识，养成“常通风、勤
洗手、勤消毒”的良好卫生习惯，自觉
做到少出门、不聚集、不聚餐。

每天关注省、市政府网站和主流
媒体公布的病例信息和活动轨迹，进
行自我核对，如发现曾在相近时间，去
过病例出现过的公共场所，立刻与疾
控部门联系，配合做好相关调查工作。

◆问：相关单位及公共场所，要做
好哪些防控?

答：要开展常态化的爱国卫生运
动，用好测温、扫码、戴口罩“三件宝”，
加强公共防疫，规范公共交通工具、医
疗机构、餐饮企业等重点场所的消杀
工作。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有关规定，
严禁商超、农贸市场（菜市场）人员扎
堆拥挤，严禁复工复产人员过度密集，
严禁家庭聚会、聚餐、聚集性娱乐。

◆问：住院患者和陪护人员，要做
哪些检查?

答：住院时，提倡减少陪护，轻症
不陪护，重病一人陪护。住院患者和
陪护人员，必须做到“四件套”，即核酸
检测、抗体检测、肺CT、血常规检查检
测正常;出院患者做到“两必查”，即核
酸检测、抗体检测正常。

◆问：为做好防控，医院采取了很
多措施，那么，市民就医时，要掌握什
么原则?

答：疫情期间，广大市民要科学就
医，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或急危重症情
况，如慢性病患者，药如果够吃，不建
议到医院去，尽量减少到医院的频
次。同时，市民在去医院前，可事先通
过电话或网络，了解准备就诊的医疗
机构情况，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前往医院。

◆问：在医院就诊时，市民该注意
什么?如何做好防护?

答：在医院内，患者与陪同家属，
均需全程正确佩戴口罩，尽可能与他
人保持 1.5米以上的距离。全程保持
手卫生，避免用手接触眼睛、鼻孔、嘴，
咳嗽、打喷嚏时用纸巾、手肘捂住口
鼻。不要随意触碰公用设施，接受流
调人员流调之后，要及时洗手。

◆问：如果出现了咳嗽、发热，该
怎么办?

答：如果出现发热、乏力、干咳等
症状，并不一定是感染了新冠病毒，但
要及时向所在单位报告，并正确佩戴
口罩，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向医生详
细告知个人症状和近期活动情况，配
合卫生部门开展调查。

◆问：为什么人员聚集，会让病毒
传播迅速?

答：新冠病毒最主要的传播途径
是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其中，近距
离呼吸道飞沫传播，通过一到两米的
短距离，就可以传播给身边的易感
者。聚会、聚餐时，面对面交流频
繁，在同一容器里，你一筷、我一
筷，给病毒传播创造了最佳环境。此
外，根据现有对新冠病毒特征的认
识，有些病例在潜伏期有传染性，如
我们常说的无症状感染者，没有任何
症状，却有传染性。因此，在日常的
接触中，我们无法判断聚集的人，是
否有传染性。

◆问：戴口罩，哪些细节需要注
意?

答：咳嗽、讲话、打喷嚏时产生
的飞沫，是急性呼吸道病毒的重要传
播载体。在对流感病毒、SARS病毒

的研究中发现，病毒主要通过飞沫传
播。

对于普通人来说，医用外科口罩、
医用防护口罩、医用护理口罩以及工
业用颗粒物防护口罩（如N95），都可
使用。

此次疫情中，首选医用外科口罩
或医用防护口罩。而棉口罩、海绵口
罩、活性碳口罩等，这类口罩材质多为
棉布、纱布以及帆布等，材质不够细
密，缝隙较大，不能有效起到防护作
用，不推荐使用。

◆问：口罩越厚，预防效果越好
吗?

答：不是。医用外科口罩摸上去
比较薄，但过滤效率却很高。阻水层、
过滤层、吸湿层这三层有效阻挡了病
毒入侵，只要是正规的口罩，戴一层就
够了，而市面上的一般棉布口罩，虽然
厚实，但基本上不具备预防传染病的
作用，不可靠。

提醒：“常通风、戴口罩、勤洗手、
不聚餐、不聚会”，这些防护手段很平
常，但请别小看这些防护手段。每位
市民都是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只
有将这些防控方法落到实处，认真贯
彻到生活中，成为习惯，在疫情防控时
期，才能保护自己，保护他人。

（来源：《大庆晚报》）

绷紧疫情防控安全弦 这些“知识点”你要掌握

安全用气

1、液化气钢瓶使用期限为
8年，使用过程中第 4年检验一
次，8年后必须强制报废；

2、燃气设施在不用的时候必
须关闭所有阀门，以防泄露；

3、燃气灶具使用年限不得超
过 8年，使用的胶管必须使用专
业胶管，不得穿墙，埋墙，长度不
得超过2米，中间有接头，胶管老
化、龟裂应立即进行更换。室内
燃气管禁止悬挂物品，保持室内
环境经常通风；

4、不得私自拆除、安装、改装
天然气设施，如要进行施工，必须
找燃气公司专业人员；

5、安装燃气设施的房间禁止
住人；

6、家中使用钢瓶气或管道燃
气必须安装燃气报警器；

7、发现燃气漏气时，切勿恐
慌，迅速关掉燃气所有阀门，打开
门窗，通知燃气公司专业人员前
来处理。

安全用电

1、不要用铜、铝、铁丝等代替
保险线，保险丝的大小要与用电
量匹配；

2、不得在带电情况下更换保
险丝；

3、不要随意将三眼插头改成
两眼插头，造成接地（或接零）线
空挡；

4、不要用医用胶布或药膏片
代替绝缘胶布；

5、未断开电源前，不用湿手
触摸电器，不用湿布擦拭电器；

6、使用电加热淋浴器应采取
必要的措施防止漏电，如加装漏
电保护器，应经常用电笔测试金
属外壳是否带电；

7、灯泡及电热器具不能靠近
易燃物，防止因长时间使用或无
人看管时发生意外；

8、使用电熨斗、电吹风、电炊
具等家用电器时，人不要离开，不
能用电加热设备烘烤衣物；

9、检查、修理或移动家用电
器时，必须先断开电源；

安全消毒

一、酒精消毒安全使
用注意事项

1、注意通风。在室内使用酒
精时，需要保证良好通风，使用过
的毛巾等布料清洁工具，在使用
完后应用大量清水清洗后密闭存
放，或放通风处晾干。

2、正确使用。使用前彻底清
除使用地周边的易燃及可燃物，

使用时不要靠近热源、避开明
火。给电器表面消毒前，应先关
闭电源，待电器冷却后再进行。
如用酒精擦拭厨房灶台，要先关
闭火源，以免酒精挥发导致爆
燃。酒精每次取用后，必须立即
将容器上盖封闭，严禁敞开放置。

3、适量储存。酒精是易燃易
挥发的液体，居民在家中用酒精
消毒时，建议购买民用小包装的
医用酒精，单瓶包装不宜超过
500毫升，绝不要在家中大量囤
积酒精，以免留下安全隐患。

4、安全存放。酒精容器应首
选玻璃或专用的塑料包装储存，
并必须有可靠的密封，严禁使用
无盖的容器。剩余酒精存放时特
别要注意盖紧盖子，避免挥发，要
避光存放在阴凉处，不要放在阳
台、灶台、暖气等热源环境中。

5、加强教育。有幼儿的家
庭，酒精应该放在小孩触摸不到
的地方，避免误服。对于年纪稍
大的孩子，家长可以给孩子讲解
酒精的特性，教育孩子不要玩弄
酒精，更不能用火点燃。

6、应急处置。如果酒精遗
撒，应及时擦拭处理。酒精意外
引燃可使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
碳灭火器等进行灭火，小面积着
火也可用湿毛巾、湿衣物覆盖灭
火。如在室外燃烧，可以使用沙
土覆盖。

二、含氯消毒剂安全
使用注意事项

1、采取防护。含氯消毒剂一
般具有很强的刺激性或腐蚀性，
如果长时间直接和人体接触，对
人的皮肤和粘膜有较大的刺激，
调配及使用时必须佩戴橡胶手
套。

2、正确使用。含氯消毒剂严
禁与其他消毒或清洁产品混合使
用。如84消毒液与洁厕剂混合，
会产生有毒气体，刺激人体咽喉、
呼吸道和肺部而引发中毒。

3、规范用途。含氯消毒剂的
漂白作用与腐蚀性一般较强，严
禁与酸性物质接触，最好不要用
于衣物的消毒，必须使用时浓度
要低，浸泡的时间不要太长。

4、安全存放。含氯消毒剂应
储存于阴凉、通风处，远离火种、
热源，避免阳光直射，并应该放在
小孩触摸不到的地方，避免误服。

5、应急处置。皮肤沾染含
氯消毒剂原液时，必须立即用大
量流动清水冲洗，眼部溅到含氯
消毒剂时要用清水或生理盐水连
续冲洗，并迅速送医院治疗。误
服者可立即喂食牛奶、蛋清等，
以保护胃黏膜减轻损害，然后进
行催吐，并马上送往医院进行救
治。

疫情防控期间居家
生活安全小常识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陈聪 张泉）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局一级巡视
员贺青华3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说，应从农贸市场的环
境、物品、人员三方面来重点防范这
一场所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贺青华说，在农贸市场环境方面，

要加强日常管理，农贸市场要做好工
作人员健康监测，农贸市场物品要分
类进行管理。要完善农贸市场环境卫
生设施，加强室内空气流通，合理使用
空调，规范使用厕所、垃圾收集、洗手
等设施设备的日常管理。由专人负责
市场公共区域环境卫生、货物运输、保

洁用品等的消毒、清洁工作。特别是
门把手、电梯按钮、扶手和公平秤等高
频接触物品表面，要定期进行清洁消
毒。此外经营者要自觉维护摊位内环
境卫生，做好自家砧板、刀、工作服等
的卫生清洁工作。

贺青华说，要建立农贸市场产品

溯源制度，市场开办者或经营者应落
实有关部门进货查验和追溯管理制
度，不得采购无合法来源的各类产品。

贺青华说，农贸市场从业人员和
顾客要做好个人防护，养成戴口罩、戴
手套，保持手卫生、1米以上社交距离
的良好卫生习惯。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三方面着手防范农贸市场
再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权属于罗定市苹塘镇大虾
村民委员会集体所有的夏至塘
水库与 大虾水库，由于前期的
承包期限届满，从 2018年年 10
月01日起由罗定市苹塘镇大虾
村民委员会收回经营管理；
2020年 07月已投放鱼苗发展
水产养殖业。现向社会发出声
明：“未经罗定市苹塘镇大虾村

民委员会许可，不得擅自进入
库区进行捕捞活动，对违法进
入库区野游、乘渡、垂钓、电鱼、
炸鱼…其他非法活动的，本村
委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对
所产生的风险由行为人承担。”

特此公告
罗定市苹塘镇大虾村民委员会

2020年7月6日

罗定市苹塘镇大虾村民委员会夏至塘
水库与大虾水库经营管理权属公告

禁止

防控知识知多D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