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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政经

为进一步加强道路货物运输源头超限超载治理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广东省道

路货物运输源头超限超载治理办法》（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01号）和《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市源

头治超工作的实施意见》（珠府函〔2015〕145号）要求，现将我市重点货运源头单位名单予以更新并公示

（见附件）。

各货运源头单位要切实承担车辆合法装载主体责任，不得为车辆超标准装载、配载；不得为无牌无

证或证照不全的车辆装载、配载；不得为超限超载的车辆提供虚假装载证明；不得放行未经称重或者超

限超载的车辆，从源头杜绝非法装载安全隐患。一要建立货物装载工作制度，明确货物装载、开票、计重

工作人员职责。二要在货物装载场地安装称重设备，并确保称重设备计量性能准确。使用强制检定称

重设备的，应当定期向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申报检定。三要维护本单位视频远程监控系统设备正常运

行。四要对经营性货物运输车辆，登记道路运输证和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对非经营性货物运输车辆，登

记车辆行驶证和驾驶员的驾驶证。五要对货物源头装载情况登记、统计，建立货物装载台账。六要接受

执法人员的监督检查，并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请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共同加强对货运源头单位的监督，发现有违规装载行为，可及时向市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举报，监督举报电话：8986981。

附件：珠海市重点货运源头单位名单

珠海市治理车辆超限超载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7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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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重点货运源头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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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源单位

珠海市智海混凝土有限公司

珠海市金益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珠海市江河混凝土有限公司

珠海市嘉润混凝土有限公司

珠海公交信禾物流有限公司

珠海市成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西域（珠海保税区）物流有限公司

珠海港洪湾港务有限公司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洪湾）有限公司

珠海百安货运市场有限公司

珠海建龙沙石有限公司

珠海市南屏中大堃砂石经营部（个体）

珠海市南屏建湾沙场（个体）

珠海市华祝沥青有限公司

珠海飞天利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珠海市宝城混凝土有限公司

珠海澳砼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珠海市经济特区中港混凝土有限公司

华润混凝土（珠海）有限公司

珠海市振业混凝土有限公司

珠海市方力源建材有限公司

中交集团珠机城际搅拌站

中铁十八局港珠澳连接线搅拌站

珠海市华成达化工有限公司

珠海凌宇混凝土有限公司

珠海文冠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珠海润濠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珠海三润混凝土有限公司

珠海市志腾建材有限公司

珠海市志隆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珠海市斗门区龙基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
（南门油库）

珠海市弘基石油制品有限公司

珠海市兆丰混凝土有限公司

珠海市金禾砼混凝土有限公司

珠海市斗门明洋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联发商品混凝土公司

双威管桩（珠海）有限公司

珠海市华力混凝土有限公司

中材天山（珠海）水泥有限公司

珠海市斗门区新力管桩有限公司

中化珠海石化储运有限公司

珠海经济特区华南联合石油有限公司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一德石化有限公司

珠海联成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珠海宝塔石化仓储有限公司

珠海华南洁能石化有限公司

珠海中南汇化工有限公司

百富洋新海能源（珠海）有限公司

珠海市高栏港务有限公司

珠海国际货柜码头（高栏）有限公司

番禺珠江钢管（珠海）有限公司

珠海华润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珠海市华峰石化有限公司

珠海长炼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珠海碧辟石化有限公司

长兴化学材料(珠海)有限公司

壳牌(珠海)润滑油有限公司

中油(珠海)石化有限公司

新海能源（珠海）有限公司

珠海龙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珠海金湾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

珠海粤裕丰钢铁有限公司

珠海市智海建材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市汉基混凝土有限公司

珠海市锦龙混凝土有限公司

珠海汇通物流有限公司

货源地址

珠海市唐家湾后环路警备区后勤部西侧

珠海市唐家镇后环渔村农科站工业用地

珠海市唐家淇澳岛南芒角警备区营房

珠海市淇澳南茫角三号营房

前山明珠北路383号上冲货场

珠海市前山翠屏北路33号

洪湾港区

洪湾港区

洪湾港区

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屏北一路11号

南琴路泊湾村对面 长大石料加工厂

洪湾港中大沙场

洪湾港深港建材城内

南屏洪湾建屏石场西

珠海市南屏科技园屏工一路11号

珠海市南屏科技园屏工西路15号

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屏东六路5号

珠海市南屏镇双石村白沙坑建屏石场北

珠海市香洲区南屏洪湾工业区兴湾三路10号

珠海市香洲区洪湾工业区兴湾四路9号

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红东村南洪湾港区内

南湾大道加油站对面

南湾大道加油站对面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矿山大林南路西侧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矿山工业园区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矿山工业区大林西路

红旗镇小林新围仔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小林联合水闸旁

珠海金湾区红旗大林工业园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湖滨路47号

斗门区斗门镇两耳岭西侧

斗门区斗门镇大濠冲大王前

斗门区斗门镇大濠冲南门油库侧大王前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工业开发区港源路18号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新沙工业区二路

珠海市斗门白蕉科技工业园虹桥一路11号

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永利工业永昌西路3号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科技工业园新港区（八顷村）

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泗和围

斗门区莲洲镇永利工业区

斗门区莲洲镇永利工业区

高栏港区

高栏港区

高栏港区南迳湾

高栏港区南迳湾F区

高栏港区碧阳路

高栏港区

高栏港区

高栏港区南迳湾石化仓储区

高栏港区

高栏港区

高栏港区

高栏港区

高栏港区

高栏港区

高栏港区

高栏港区

高栏港区

高栏港区

高栏港区

高栏港码头仓储区

高栏港码头仓储区

高栏港码头仓储区

高栏港石化区

高栏港南水作业区北顺岸

高栏港精细化工区

高栏港精细化工区

珠海市平沙镇北水路551号

平沙镇迎雁西路36号二幢310

主要货物种类

预拌混凝土

预拌混凝土

预拌混凝土

预拌混凝土

普通货物

预拌混凝土

集装箱

集装箱

集装箱

普通货物

沙石

沙石

沙石

沥青

预拌混凝土

预拌混凝土

预拌混凝土

预拌混凝土

预拌混凝土

预拌混凝土

预拌混凝土

预拌混凝土

预拌混凝土

硫酸、盐酸等

预拌混凝土

预拌混凝土

预拌混凝土

预拌混凝土

水泥管桩

预拌混凝土

汽油、柴油、煤油

柴油

重质燃料油

预拌混凝土、
水泥管桩

预拌混凝土

预拌混凝土

预拌混凝土

水泥管桩

预拌混凝土

水泥干粉

水泥管桩

石化制品

石化制品

石化制品

石化制品

石化制品

石化制品

石化制品

石化制品

石化制品

集装箱

集装箱

钢材

包装材料

石化制品

石化设备

化工产品

化学材料

润滑油

石化制品

LPG液化石油气

LPG液化石油气

LNG天燃气

高级涂布白纸板

钢铁

混凝土、粉末

预拌混凝土

预拌混凝土

货运站经营

关于更新珠海市重点货运源头单位
名单的通告

本报讯 记者赵岩：6日，
记者从珠海银隆集团获悉，11
月3日，《中国汽车报》在澳门
举办中国客车工业60周年回
顾及颁奖典礼，银隆新能源荣
获“十大新能源客车品牌”、

“十大新能源公交车型”两项
大奖，以实力证明银隆在新能
源行业的领军地位。

在活动现场，众多行业专
家、业内人士汇聚一堂，一起
见证这个收获的时刻。恰逢
中国客车60周年，中国自主
生产客车伴随着中国汽车工

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银隆新能源同时斩获‘十大
新能源客车品牌’和‘十大新能源
公交车型’大奖，可谓实至名归。”
珠海银隆相关人士介绍，其中，

“十大新能源公交车型”大奖由银
隆18米纯电动城市公交斩获，作
为银隆新能源2017年旗舰车型，
目前该车已在北京1路公交线路
运营，承担起“门面线路”的使命，
以实力向国内外乘客展示“硬实
力”。该车型搭载了目前世界领
先的钛酸锂电池——银隆钛，还

有智能安全行车系统和首创的
PM2.5空气净化系统，使它成
为新能源公交的新标杆。

该人士介绍，作为新能源
行业的创新先锋，银隆通过自
主研发和兼并整合，打造了从
材料到电池、电机、电控、充电
设备、储能、整车等在内的新
能源循环产业链。目前，银隆
纯电动城市客车已经成为多
个城市新能源公交车的首选，
在全国各地践行着银隆与绿
色同行，打造绿色公交之道的
理念。

银隆再获两项国家级大奖
以实力证明在新能源行业领军地位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
为加快推进洪湾渔港建设，确
保渔港按时投入使用，市海洋
农业和水务局组成检查组赴洪
湾渔港施工现场督办，研究加
快推进渔港建设工作等问题。

检查组一行实地考察珠海
洪湾渔港建设施工现场，了解
相关进展情况，并召集、会同香
洲区征拆办、南屏镇政府、洪湾
渔港公司等单位座谈，听取汇
报并现场协调解决工程建设中
遇到的问题。

据了解，珠海洪湾渔港动
工兴建以来，工程稳步推进。
目前，工程涉及对澳供水河改
造工程（二期）建设，渔港吹填
围堰区涉及用地清场，渔港岸

上生产及生产辅助建筑需要推进
报批报建等多项工作。

检查组要求香洲区、南屏镇
政府严格按照市领导组织召开的
洪湾渔港工作专题会议提出的时
间节点和要求，确保11月上旬完
成对澳供水河改造工程（二期）两
边的用地清场；11月中旬完成渔
港吹填围堰区的清场工作。同
时，洪湾渔港公司要做好进场施
工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清场工作
完成后，及时进场施工；要做好围
堰区的勘探、测绘及设计，把堰体
基础做扎实，确保工程质量和围
堰区的安全。检查组还强调，要
加快推进岸上生产及生产辅助建
筑的报批报建等各项工作，尽快
完成招标工作。

珠海洪湾中心渔港项目是
我市为衔接香洲渔港功能调整
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高标准
设计，按国家中心渔港标准进
行建设，将集渔船避风、后勤补
给、国际化水产品交易、水产品
精深加工、冷链储藏配送、物流
运输、海洋渔业文化及科技研
发、休闲旅游度假等多产业于
一体，成为辐射港澳地区和粤
西的中心枢纽渔港。记者了解
到，目前在建的洪湾渔港首期
工程，为整个渔港的核心区，总
投资约12亿元。建成后可满
足800艘大小渔船停泊，实现
年渔货卸港量8万吨，满足我
市渔业、渔港营运等需求，也将
成为城市又一新地标。

洪湾渔港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建成后可满足800艘大小渔船停泊

□本报记者 张大勇
见习记者 戴丹梅

“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
有机易腐垃圾、有害垃圾、其他
垃圾四大类，记得分类投放
哦！”11月5日，在北京理工大
学珠海学院，通过PPT讲座、
动画视频、话剧演绎以及试点
实地参观等方式，250多名大
学生志愿者上了一堂别开生面
的垃圾分类培训课。

珠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培训会议由珠海市市政和林业
局主办、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
院承办，第一场首先走进校园，
开展环保宣传教育和生活垃圾
分类知识培训。现场还举行了
全市10所高校志愿者授旗仪
式，接下来，参加培训的来自我
市10所高校的250多名大学
生志愿者将充当先行者，在各
个高校内拉起垃圾分类大旗，

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入校园，
乃至下一步进入社区打通知识普
及关卡。

据悉，本月内市市政和林业
局还将分别在香洲区、金湾区、斗
门区安排三堂培训课，覆盖市、区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联席会议
成员及镇村垃圾分类基层工作人
员300多人，通过培训进一步增
强居民垃圾分类知识，提升环境
保护意识。

2020年全面实现生活垃
圾分类100%全覆盖

记者获悉，珠海市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启
动，目前，配套政策、设备投放、宣
传发动等工作均稳步推进。

南屏北山社区是我市最早开
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试点的
社区之一。记者在现场看到，北
山社区垃圾房采取房间通风、机
器全封闭式设计，房内一台绿色
的大型卧式滚动型垃圾处理设备
相当显眼，社区内所有堆放有机
易腐餐厨垃圾的绿色垃圾桶都回
收至此处，通过生物发酵降解厨
余垃圾，基本不会产生臭味、污染
问题。据了解，11月份，市市政

和林业局在全市试点居民小
区、公共场所和市直部门投放
了一批垃圾分类设施，包括居
民分类垃圾桶、智能分类设备、
电动垃圾收集车等设备，总金
额超过258万元。

此外，细心的市民如果经
过公交车站、公共自行车租赁
站点可以看到，“垃圾分类、利
国利民”为主题的公益宣传栏
遍布我市主要公共场所，其中
36块72面宣传栏设置在公交
车站，25块 50面宣传栏设置
在公共自行车租赁站点。同
时，市垃圾分类办充分利用传
统媒体播放垃圾分类公益宣传
公告，还建立了“珠海垃圾分
类”微信公众号，实时宣传垃圾
分类工作的措施和内容。

市市政和林业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市市政和林业局将严
格按照《珠海市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方案》（珠 府 办 函

〔144〕号），继续加大力度推进
全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力
争明年生活垃圾分类覆盖面达
到30%，到2019年达到60%，
2020年全面实现生活垃圾分
类100%全覆盖。

垃圾分类进校园
珠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稳步推进

为提高市民的参与度和积
极性，市市政和林业局还推出
了垃圾分类摄影（手抄报）作品
征集活动。活动面向全市居民
和青少年，分为成人摄影作品
和儿童创意手抄报两个组别，
作品需围绕“环境保护、垃圾分
类”主题，可以是反映珠海环境

保护、公益环保的行为举措，或展
现垃圾分类成果、垃圾分类进行
时的照片。作品征集时间为即日
起至11月25日，活动最高奖金
为1000元现金，优秀作品还将在
12月举办的珠海垃圾分类启动
仪式上展出。

投稿方式：以电子版形式发送

到443090686@qq.com邮箱，
或者关注“珠海垃圾分类”微信
公众号后台投稿。注：摄影作品
需注明“真实姓名+手机号码+作
品名称”，手抄报作品完成后拍
照（要求清晰完整），以电子版形
式注明“真实姓名+学校+联系方
式+作品名称”进行投稿。

垃圾分类摄影作品征集 千元奖金等你来拿

看话剧？学垃圾分类！近
日，由市市政和林业局联合市

“乐派蜗牛”教育打造的原创大
型公益童话剧《垃圾，去哪儿》正
在火热排演中，初定于11月中旬
在珠海市城乡开展6场巡回演
出，以吸引市民关注垃圾分类。

演出安排如下，市民可免费
前往观看。

第一场 11 月 19 日 联安文
化广场

第二场 11 月 19 日 高新区
文化广场

第三场 11 月 24 日 柠溪文

化广场
第四场 11 月 25 日 金湾

区三灶镇伟民广场
第五场 11 月 25 日 斗门

区体育馆广场
第六场 12月3日 华发中

演大剧院

6场大型公益童话剧 轮番上演等你来看
公益演出

有奖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