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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店主装修门面私挖地下室？
东方紫薇城物业：已勒令店主暂停施工
本 报 讯（九 江 报 业 融 媒 记 者 张 新
红 袁海飞 文/摄）近日，东方紫薇城 5
栋的居民听到楼下门店传来阵阵施工的
响动，不由又担忧起来。原来，早在半个
月前，就有业主发现店主装修时私自向
下深挖，向服务小区的九江兴胜物业公
司反映后，该店面被勒令停工。如今，店
主再次施工，5 栋居民才放下的心又提了
起来。九 江 兴 胜 物 业 公 司 工 作 人 员 回
复称，在没有整改到位前是禁止再施工
的，而且他们也没有通知店主可以继续
施工。
22 日，东方紫薇城业主胡先生向九
江报业融媒中心反映，他住在 5 栋 202 室，
楼下有家原名为紫薇家纺的门店被转让，
新的店主 3 月初动工装修，却悄悄地挖地
下室，从 20 厘米挖到一两米深。他说，这
会影响到房屋的安全，所以楼上的居民都
很害怕。为此，业主们把问题反映给了服
务小区的九江兴胜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接到业
主们的反映，公司请了专业师傅现场查
看，根据实际情况给店主下发了停工通知
书，因为物业公司没有执法权，所以又将
情况反映给了濂溪区物饰办、质监站、城
市管理局等单位。
24 日，记者来到东方紫薇城 5 号楼，
在 107 号铺面处看到一个残破的“紫薇家
纺”门头。只见此处门店被围挡包围，里
面不时传来敲打声。自围挡缝隙处进入
门店，只见里面有几名男子。其中一名姓
李的男子说，他们在装修，并否认在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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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送锦旗感谢社区关爱

违规门店被围挡包围。
违规门店被围挡包围
。
下室，
说只是切割了地面瓷砖。
对于店面再次施工，九江兴胜物业公
司工作人员称，他们并没有通知对方恢复
施工，而且他们也与门店的房东取得联
系，房东也认为不能挖地下室，在没有解
决这个问题前不能再施工。同时，工作人
员强调，物业公司没有执法权，应由政府
监管部门来处理。
对此，濂溪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验
站工作人员说，他们监管的是建筑工程或
在建工程施工的质量问题，改变房屋结
构、增加或扩张容纳面积则不在他们的监

社区动态

管范围之内。濂溪区城市管理局的工作
人员则回复说，针对规划设计以外的违章
建筑，如加盖屋顶、围栏，院子外围之类归
属他们监管，而规划设计以内的室内违章
建筑则不归属他们监管，没有相关法律条
例做支撑，他们也没办法执法。
濂溪区房管局物饰办也做出了相应
回复。据工作人员介绍，物饰办只有相关
监管权，没有执法权。这种违章改造的现
象，必须经由执法部门才能执法。另外，
该工作人员透露，室内违规改造行为只能
联合执法，但需要有牵头部门。

本报讯（李国芳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袁
海飞）
“十分感谢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对
我们的帮助，感谢你们在困难时期对我们无
微不至的照顾，保障了我们的日常生活。”3 月
24 日下午，九龙新城社区 B18 栋一名居民代
表为九龙新城社区送上了“疫情无情人有情，
社区关爱有温暖”的锦旗，以感谢疫情防控期
间社区居委会对 B18 栋全体住户的帮助。
2 月 4 日，九龙新城社区 B18 栋一户居民
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为了防止疫情扩散，保
障全社区居民的身体健康，根据防疫要求决
定对 B18 栋楼共 56 户居民 202 位居民采取居
家医学隔离观察 14 天的措施。隔离观察开
始后，该社区及时建立了 B18 栋配送物资群，
社区工作人员经常在配送物资群中关心居民
的健康情况，分享疫情防治知识，安抚 B18 栋
56 户居民的情绪。并成立了物资配送志愿者
服务队，每天下午 1 时，志愿者穿上简单的防
护用具，进入 B18 栋为这些住户配送日常生
活必需的生活物资。
居民代表感慨道，
“真的太感谢社区的工
作人员了，居家隔离期间，很长一段时间内处
于惊慌之中，是社区的工作人员积极为我们
排忧解难，不光每天为我们供给生活必需品，
还时常关心我们身体和心理状况，一面锦旗
不足以表达我们对社区的感激之情！”面对锦
旗，社区徐书记表示，
“ 十分感谢 B18 栋住户
为我们送来的锦旗，这是对我们这两个月防
疫工作的认可和肯定。同时，我们只是做到
了每一个社区工作者应该做的工作，我们将
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继续保障好社区
居民的正常生活和生命健康安全。
”

九江石化社区

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志愿者

坚守卡点
毫不松懈
3 月 25 日，白水湖街道九针社
区内衣厂防控点，市生态环境局的
志愿者在为出入人员测量体温和扫
赣通码。连日来，广大志愿者们身
着“红马甲”，戴着“红袖章”始终坚
守在社区街道的防疫卡点，在做好
自我防护的同时，还做好宣讲防护
知识、为居民量体温、扫赣通码、个
人信息登记等相关工作，用实际行
动诠释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服务精神。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顾伟东 摄）

社区助他找到人生第一份工作

“能减轻家庭负担，我真的特别开心”
本报讯（汤恒阳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吕安琳）
“特别感谢社区的帮助，让我在家
门口就能上班，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现
在我既能陪伴父母，又能减轻家庭负担，
而且工资待遇各方面都挺好的，我真的特
别开心！”赛城湖管理处张家渡社区城西
港安置小区居民吕磊高兴地说。近期，通
过社区宣传企业招聘信息，他找到了人生
中的第一份工作，
感到十分开心。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吕磊去年高中
毕业，
父母均是务工人员，
由于家里经济条
件有限，
加上考试成绩不太理想，
所以他早
就萌生了外出找工作，贴补家庭的想法。
吕磊说，
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让他觉

得更应该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多陪
陪父母，所以很期待在家门口找份工作。
在小区封闭管理的日子里，他每天经过社
区卡点，在看到卡点的值守工作人员在宣
传发放城西港区工业园企业的招聘信息
后，他便把想要找工作的想法及联系方式
告诉了社区发放宣传单的工作人员。
3 月 10 日，吕磊接到了张家渡社区黄
主任的电话，告诉他说园区的一家企业准
备安排面试。面试当天，辖区 8 人参加了
面试，吕磊和另一居民顺利通过面试和笔
试，当天他俩就进行了体检，并签订工作
合同正式录用上班。吕磊说“现在我已经
正式工作 10 余天了，我进的这家公司是

一家生产 LED 贴片专业厂家，里面工作
环境是全自动化设备生产，无尘车间，车
间里面恒温，常年保持 25℃左右，工资及
待遇对于我们新进员工也不错，我一定要
好好工作，争取尽快转正。
”
据了解，张家渡社区在疫情期间积
极开展宣传活动，让辖区内正在待业又
符合条件的居民都能有参加面试的机
会，利用在卡点宣讲、微信网格群、朋友
圈、张贴传单、上门入户宣传等多种方
式，让辖区居民应知尽知，并分批次安排
专车将有意向的居民送往园区企业面试
地点，为企业输送人才，助力企业在疫情
期间有序复工复产。

本报讯（孙红梅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张
新红）日前，通过网格、电话、卡点严检和走访
居民等办法，金鸡坡街道九江石化社区排查
出 6 名回国人员，并进行了集中隔离。据了
解，九江石化社区自 3 月 12 日以来，全面开展
外籍人士疫情防控排查工作，在守好当前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据悉，为确保疫情防控不出现死角，石化
社区加大电话摸排力度，精准掌握境外人员
信息。社区工作人员分别与东郊分局、小区
楼栋长、九江石化企业建立密切联系群防机
制，快速掌握本辖区内境外居民、留学和工作
人员的相关信息，建立境外人员信息摸排表。
同时，
加强境外人员网格化排查，
确保
“不
漏一人”。石化社区共有五个网格，每位网格
员分别排查本网格内的境外情况。他们利用
楼栋长、党员的群防群控作用，对境外人员再
次进行拉网式排查，针对重点对象逐户、逐人
上门摸排、
登记、
管理，
告知居民如果本人或近
亲属在境外且近期有返浔计划的，
务必将返程
信息在其入浔前 3 天主动向社区报备。
此外，社区还通过在小区防疫卡点入口
处、宣传栏、单元楼防盗门点等明显位置张贴
《关于防范境外疫情输入措施的公告》、
《江西
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
挥部令第 18 号》以及居民微信群等线上线下
方式告知返回石化社区的境外人士，使其了
解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石化社区工作人员还
经常深入走访在居民群众间，通过与居民“闲
聊”、
“ 唠家常”等方式，一方面向居民传达境
外防疫资讯；另一方面向居民了解信息，打听
身边有无境外返回人士。
小区进出口是社区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
线，也是外防输入最有效的防线。因此，石化
社区持续加强小区疫情卡点监管，所有值守
干部每天都到卡点为进出居民扫码登记、测
量体温。截至 3 月 21 日，石化社区排查到辖
区有境外关系的居民共 23 户 25 人。目前已
有 6 人回国并实施集中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