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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晗昕 秋冰

本报讯 天宁区金水岸花园
1 幢乙单元的两户业主，近日对
违规改装的厨房等空间按原有格
局进行恢复。

这两家业主分别将自家住房
擅自分隔成 9 个和 10 个小空间，
并增设了厨房。市住建行政执法
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行为
已严重违反《商品房屋租赁管理
办法》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因此，该支队
发现这一情况后，要求当事人拆
除增设的厨房；原设计为厨房的
空间不得住人，每户住宅内最多
只能设置 5 个房间用于出租。“今
年已接到 4 起类似的群租房违规
装修案件，现都进入自行整改阶
段。对拒不整改的，我们都将对
当事人进行依法查处。”该负责人

说。
据介绍，我市的违规群租房

主要存在两大共性问题：一是擅
自改变房屋结构，将房屋分隔为
多间，增加房间、厨房、厕所数量，
并将原有厨房、客厅、餐厅改成房
间出租；二是内部隔墙未采用轻
质不燃材料，存在严重消防安全
隐患。

据了解，根据《商品房屋租赁
管理办法》规定，出租住房的，应
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
位，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
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
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
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住宅室内
装饰装修管理办法》规定，住宅室
内装饰装修活动，禁止将没有防
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
间、厨房间；拆除连接阳台的砖、
混凝土墙体。据此，市住建执法
部门对于逾期不改正的当事人，

将依法处 5000 元至 3 万元的罚
款，并进行公示；如拒不整改的，
将由公安机关介入，采取强制措
施。

记 者 了 解 到 ，群 租 房 租 金
低廉，虽能满足一部分低收入
人群的生活需求，但由此带来
的扰民问题、矛盾纠纷层出不
穷，群租现象本身存在的严重
消防、治安隐患，更给公共安全
带来严重威胁。有关群租房的
安全问题，上月底，市第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

《常州市租赁住房安全管理条
例（草案）》。

下一步，市住建部门在继续
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将通过与
辖区住建部门以及公安、街道等
部门联动整治，探索多部门联动
整治机制，进一步规范我市群租
房租赁市场，消除安全隐患，保障
群众住房居住安全。

我市探索多部门联动整治群租房乱象

我市各地认真贯彻落实
全国和省、市自建房安全专
项整治相关会议精神，深入
开展全市自建房等既有建筑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图
为昨天在新北区三井街道汇
丰社区，来自江苏城工建设
科技有限公司的专业检测人
员正对社区内的自建房进行
安全检查。

■高岷 强健 图文报道

我我市各地全面开展
自建房安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毛翠娥 尤佳 教宣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全
市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控和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回
头看”工作，市教育、科技、公
安、民政、文广旅、市场监管、
体育等部门 8 日采用“四不两
直”的方式，对天宁区和钟楼
区的部分学科类、艺术类、科
技类、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开
展随机检查。

督查组采取现场查看、询
问交流、查阅资料等方式，重
点对各培训机构场所管控、师
生管理、扫码登记、环境消杀、
物资储备、防疫宣传等情况进
行了督查。

督查过程中，针对培训机
构在疫情防控方面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督查组提出了整改

意见，要求机构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疫
情防控机制。同时，还要求当
地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培
训机构工作人员摸排及管理，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确保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落实
落细。

目前，我市学科类校外培
训机构已统一登记为非营利
性机构，其预收的培训费用全
部纳入我市资金监管平台。
市教育局提醒，学员或学员家
长须通过登录“常州终身学习
在线”网站或微信公众号选择
学科类培训机构和培训课程，
并通过该平台交纳培训费用，
所交纳的培训费进入银行的
资金监管账户，切勿以交现
金、微信转账或银行转账至机
构指定的其他账户等方式交
费，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校外培训机构开展督查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有关规定，经综合研
判，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决定，自 2022 年 5 月
11日零时起，解除以下封控
区、管控区、防范区的相关
管控措施：

一、封控区
钟 楼 区 ：凯 纳 商 务 广

场、尚郡公寓东侧商铺、飞
龙菜市场及周边商铺。

二、管控区
钟楼区：机械一村、机

械二村、芦墅广景苑、晋陵
文禧、西新桥三村、春天花
园、锦江丽都、金润家园、五
星新中大村、小村、王家村、
新农、殷家塘、查村、邵家

塘、吴家塘、芦墅新苑。
三、防范区
钟楼区：北新巷小区及

散居楼、金禧园小区、西新
桥二村、新城首府、深业华
府、万福花园、五星新中上
村、北新巷村、后庄村。

“ 解 封 ”不 等 于“ 解
防”。请广大市民朋友进入
公共场所主动扫码、亮码、
测温、戴口罩，不聚集，不扎
堆，继续绷紧疫情防控之
弦，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和健
康生活方式，做好自己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

常州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

2022年5月10日

常州市疫情防控2022年
第57号通告

（解除局部区域管控）

一、省内无疫情地区回
常人员要如何进行健康管
理？

答：14日内无中高风险
地区和社会面本土疫情所
在省内设区市旅居史的来

（返）常人员，持 48 小时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可自由流
动，并在抵达我市 12 小时
内进行 1 次核酸检测；不能
提供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的，应在“两站一场”、
公路查验点现场进行 1 次
核酸采样后方可有序流动；
上述人员如需驻留我市，应
在抵达后 72 小时内再进行

1 次核酸检测（两次核酸检
测至少间隔24小时）。

二、目前，省内哪些城
市来（返）常人员持 48 小时
核酸阴性证明可自由流动？

答：目前，省内包括南
京、徐州、淮安、盐城、连云
港、宿迁、南通、镇江在内的
城市，来（返）常人员持 48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即可自
由流动。但城市管控政策
措施将随疫情形势动态调
整，会根据 14 日内有无中
高风险地区和社会面本土
疫情及时更新，请市民及时
关注。

疫情防控·网民关注面对面
（十八）

■刘一珉 李彦

本报讯 10 日，市人大常委
会《关于倡导使用公筷公勺的决
定》（以下简称《决定》）起草工作
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启动
我市倡导使用公筷公勺立法。据
悉，《决定》是市人大常委会取得
地方立法权以来，首次自主起草

的法规性决定。
《决定》是市人大常委会今年

的正式立法项目。传统合餐共食
的饮食文化所带来的病毒细菌感
染风险和健康隐患不容忽视，在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更是引起
了 全 社 会 的 关 注 。 商 务 部 于
2021 年发布了《餐饮服务单位新
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技术指
南》，对使用公筷公勺提出要求；

上海、北京、重庆、杭州等地相继
出台了涉及使用公筷公勺的地方
性法规。我市在防控新冠肺炎疫
情的背景下进行立法，契合常州
实际、符合群众期待，具有重要意
义。

市人大常委会经济工委、法
制工委负责人，市司法局、商务
局、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参加
会议，并进行交流发言。

使用“公筷公勺”，我市拟立法倡导

■庄奕

本周二阳光依旧隐身。
市民到户外走一走，暮春的
风挟着轻微的凉意，吹在身
上、脸上十分温柔，人体感觉
不冷也不热，分外舒适。

根 据 最 新 气 象 资 料 分
析，从 12 日到 14 日，我市以

阴雨天气居多，由于没有阳
光，最高气温维持在 25℃左
右。15 日我市雨止转阴到
多 云 ，16 日 以 云 系 变 化 为
主。

有 关 暮 春 的 诗 歌 有 不
少。既有韩愈的“草树知春
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
作雪飞”；也有于谦的“暖风

吹雨浥轻尘，满地飞花断送
春。莫上高楼凝望眼，天涯
芳草正愁人”；还有黄公度的

“缓步春山春日长，流莺不语
燕飞忙。桃花落处无人见，
濯手惟闻涧水香”。春天即
将逝去，市民不妨诵读几首
暮春诗词，将春天最美好的
画面收藏在记忆里，期待下
一个春天。

暮春将尽，天气很舒适小编 天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