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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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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及旅游交通

海况良好，适宜海上
作业及旅游交通

海况良好，适宜海上
作业及旅游交通

海况良好，适宜海上
作业及旅游交通

扫一扫获取更多预报信息海岛预报

港口预报

国家海洋局珠海海洋环境预报台发布国家海洋局珠海海洋环境预报台发布

区

香洲区

金湾区

斗门区

横琴新区
高新区

万山区

高栏港区

街镇

狮山
湾仔
拱北
吉大
香湾
梅华
前山
翠香
南屏
三灶
红旗
白藤
井岸
白蕉
斗门
乾务
莲洲
横琴
唐家湾
桂山
万山
担杆
南水
平沙

万人违法
警情宗数
0.509
1.438
1.615
0.346
1.45
1.648
1.25
0.691
0.968
0.885
0.423
1.077
1.191
0.274
0.116
1.432
0.435
1.333
0.671
0
0
0

0.356
0.121

万人消防
警情宗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万人交通
警情宗数
1.526
2.396
2.07
3.112
1.289
2.702
2.973
2.004
2.258
0.737
1.185
1.077
0.936
1.438
0.347
0.771
0.652
2

1.239
0
0
0

0.178
0.971

平安
指数
90
70
70
90
75
70
70
90
90
100
95
95
100
90
100
80
100
70
95
100
100
100
100
95

平安
提示

平安提示：本日全市平安状况良（优秀镇街12个、良好镇街6个、平稳镇街6个），无红色预警地区。
提醒市民做好家居安全防范，在公共场所注意保管财物，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珠海平安指数
(数据发布：珠海市平安办)

颜色贴士：■优秀 ■■良好 ■平稳 ■预警

国内主要城市天气
气象台气象台特报特报

零星小雨转多云

今天：气温：14℃-19℃，湿
度：65%-95%，风向：偏北风，陆
地风力：3级，海面风力：4到5级
阵风6级。

北京 晴转多云 -4℃~4℃
上海 晴 8℃~17℃
广州 多云 13℃~18℃
重庆 多云 8℃~15℃
武汉 晴 4℃~18℃
长沙 多云转晴 7℃~17℃
哈尔滨 多云转晴 -19℃~-9℃
海口 阵雨 15℃~20℃

2017年11月26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蔡斌 美编：于仁智 校对：刘刚艺

05 民生

前山大桥南侧钢便桥明起封闭
北侧钢便桥同时启用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通讯
员杨小江报道：自明日起，前山
大桥南侧钢便桥开始封闭。
北侧钢便桥同时开通。北侧
钢便桥较南侧钢便桥通行能
力更强。

前山大桥南侧的钢便桥，
是南屏互通中心城区的重要通
道，分担了前山大桥车流压力，
主要承载了华发新城、天朗海
峰、中信红树湾、中珠新村、北欧
森林等小区住户的回家之路。
从11月27日零时开始，由于明

达路扩宽工程的需要，这座南侧钢
便桥将实施封闭管制，只供施工车
辆使用，社会车辆禁止通行。同时
开通的北侧钢便桥西侧对接华发
社区的无名路，东侧对接前河东
路，从南屏片区往来中心城区的司
机可通过新桥通行。新桥上设置
双向两车道和非机动车、行人通
道，中间还加装了护栏，大大提高
通行的安全性。

北侧钢便桥开通后，市民过桥
的路线有所变化。南屏往中心城
区的车流之前从南侧钢便桥西侧

（南屏）通往东侧（中心城区），下
桥时不能左转，只能右转；新桥
启用后，司机同样是右转进入前
河东路，通往拱北、夏湾片区。
中心城区往南屏的车流从前河
东路想上南侧钢便桥，不能直
接左转上桥，需直行到前面的
掉头口掉头，才能右转上桥；新
桥开通后走法依然一样，中心
城区往南屏方向的司机按原路
行驶即可，唯一要注意的是，周
一到周五上午7时到9时，新桥
中心城区往南屏方向实施交通

管制，车辆禁止通行。
南北侧的钢便桥功能大体

相似，主要承担华发新城、天朗
海峰周边市民的交通出行，为
前山大桥减压。随着珠海机动
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多，尤其到
了早晚高峰期，车辆排队上下
桥现象愈发明显，有时高峰期
车辆排队要等待半个小时以
上。警方提醒，白石桥的通行
能力较好，家住中信红树湾、华
发世纪城以及拱北片区的市
民，可以通过白石桥回家。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
25日下午，“乐享盛世 与爱同
行”2017首届珠海垂直马拉松
公益跑在横琴总部大厦33楼
盛世国际广场举行。来自珠海
及珠三角城市的280多名选手
参赛，角逐冠亚季军。记者获
悉，本届垂直马拉松公益跑共
计筹集善款20000余元，全部
用于帮扶怒江贫困地区儿童防
治结核病。

记者采访了解到，2017首
届珠海垂直马拉松公益跑由市
扶贫办、市慈善总会、珠海驻怒
江扶贫工作组、中冶国际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及中冶置业、珠
海合壹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等共同主办。活动旨在搭建赛
事平台，为广大户外运动爱好
者创造竞赛机会。作为慈善公
益赛事，主办方首次将垂直马

拉松概念引入珠海，并与珠海对
口帮扶怒江工作结合，帮助贫困
地区的贫困人群加强结核病防治
工作开展，缓解怒江贫困地区群
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

首次珠海垂直马拉松赛形式

新颖，极富创意，吸引了众多珠
三角跑步爱好者的关注。据
悉，本次赛事网上报名十分踊
跃，总计282名专业选手、垂直
马拉松爱好者以及在校学生等
积极参与。经激烈角逐，赛事

最佳、最快选手以4分09秒完
成从横琴总部大厦1楼至大厦
33楼，抵达高158米的云端观
光厅。

据悉，垂直马拉松是1978
年起源于攀登美国帝国大厦的
大众体育运动。发展至今，成
为一项跨越年龄、性别，不受场
地、时间、天气限制的国际流行
的健身运动，全球有数百万人
参与。今年，广州塔和上海中
心先后举办了垂直马拉松比
赛，其中上海中心赛道终点设
在119层，共计3398级台阶，
刷新国际垂直马拉松纪录。

首届珠海垂直马拉松公益
跑开启我市垂直马拉松赛新历
程。目前，珠海垂马赛事已升级
为TWA40（世界高塔竞速协会
Towerrunning World Associa-
tion，简称 TWA），比赛的冠军
选手最高可获40分TWA国际
积分。主办方介绍，此项赛事
有望在珠海长期举办。珠海中
心等高楼大厦未来都可能成为
赛事的举办最佳选点。

筹款帮扶怒江贫困儿童防治结核病

首届珠海垂直马拉松公益赛开跑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选手们正在热身。 本报记者 雁行 摄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报
道：面对毒品，永远不能有第
一次。11月 21日下午，香洲
禁毒大队宣讲团成员联合香
洲区禁毒办、翠香街道办、翠

香派出所以及康宁社区居委
会等单位走进珠海市第五中
学，为学子送上了一节内涵丰
富的禁毒知识讲座。

本次讲座以“无毒青春·
健康生活”为题，针对青少年
易成为毒品侵害人群等特点
设计课程安排。民警结合
PPT向同学们讲解了毒品的
定义、种类、危害后果，同时通
过播放禁毒警示教育片让同

学们深刻认识到毒品带来的
只有鲜血和泪水；而精彩互动
环节则再次将整场活动推向
了高潮，两名学生代表先后上
台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表示
这次禁毒知识讲座收获良多。

最后，民警寄语同学们：
勤奋学习，展望未来，在加强
课本知识学习的同时，一定要
加强毒品预防知识的学习，学
会拒绝诱惑，向毒品说“不”。

香洲禁毒大队宣讲团走进珠海五中

对毒品永远拒绝“第一次”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
11月 25日，南水工友驿站在
南水社区开展“悦读阅潮”亲子
共读绘本分享活动，南水社区
职工家庭20多人参加。活动
旨在促进儿童思维、语言、情感
的和谐发展，引导更多家庭关
注亲子阅读。

活动中，主讲老师精心挑
选了绘本故事《肚子里有个火

车站》，引导孩子注意画面中的
细节，看看肚子里的火车站是
如何运作的，哪些食物是对消
化不好的……在老师的引导
下，孩子们兴趣盎然地猜测故
事的发展，感受画面中的精灵
想要向我们表达什么，尽情遐
想画面以外的世界。通过绘本
故事讲述，家长也从孩子的视
角参观了肚子里的火车站，以
一种极其有趣的方式和孩子一
起了解自己的消化系统。活动
最后环节，老师通过健康饮食
小蛇棋的游戏，让孩子与家长

一起参与，引导大家养成健康
的饮食习惯。

活动结束后有家长表示，
我们给孩子买了不少绘本，但都
是简单地当成睡前故事书。听
完老师的讲课，才知道在阅读中
该给孩子讲什么、怎么讲、怎样
陪伴孩子阅读；了解了原来读完
绘本还可以进行“精读体验”，可
以通过游戏、编故事等形式，在
玩的过程中，使孩子对绘本的内
容更加入脑入心，对书中的内
容有更大程度的延伸理解，绘
本打开了认识孩子的一扇窗。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
11月24日上午，随着一阵阵尖
锐的警报声，平沙镇福泰花园某
栋住宅楼冒出滚滚浓烟，一个个
居民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急匆匆
跑了出来……这是“2017年平
沙镇住宅小区消防疏散演习”活
动中的一幕。为了提高平沙镇
居民消防安全意识，掌握疏散正
确方法，提高消防人员抗击突发
事件的应变能力，平沙镇安委
办、镇消安委办举行了这次活
动，吸引了周边200多人观看和
学习消防安全内容。

本次演习内容丰富，有小
区居民疏散撤离、心肺复苏术学
习、消防器材使用与逃生自救技
巧、有奖问答及设摊咨询。其
中，心肺复苏和消防器材使用由
平沙镇卫生服务中心、森林防火
队的专业人员分别向居民讲解，
有效提高了居民面对突发情况
时的处置能力。

本次演习使广大居民认识
到，只有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
逃生技能和扑灭初期火灾的技
能，才能更好地保障生命和财
产安全。

平沙镇举办社区消防演练

手把手教居民
疏散逃生技能

珠海奥园广场部分住宅交楼通知
尊敬的珠海奥园广场业主：

我司开发的位于珠海市香洲区梅界路住宅1、2、3、4、5栋现
已符合约定的交付条件，于 2017年12月30日起交付使用。

珠海奥园广场住宅1、2、3、4、5栋的业主应自上述告知开始
交楼时间之日起15日内办理住宅交付手续。否则，自上述期限届
满之日起，视为我司已全面妥善地向业主履行了住宅交付义务。
为使尊贵的业主获得更好的服务，请业主参照上述交楼时间，提
前二天拨打电话预约。

预约收楼电话：0756-8508667
集中办理收楼地点：奥园广场营销中心

珠海市梅溪置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通 告
现决定从2017年11月27日零时起，开通前山

大桥北侧钢便桥，其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00-9:
00，北侧钢便桥实施西往东(南屏往前山方向)单向行
驶；其他时间双向通行。

同时，自2017年11月27日零时起，封闭前山大
桥南侧钢便桥，除施工车辆和人员外，禁止机动车、
非机动车和行人在南侧钢便桥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2017年11月26日

南水社区举办“悦读阅潮”活动

亲子共读 绘本分享

本报讯 记者赵岩 见习记者
罗汉章：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事关
国家未来的发展，但因其处于进
入社会的过渡期等特点，大学校
园常常成为邪教文化渗透的目标
之一。珠海市金湾区以“无邪教
示范创建工程”为契机，通过购买
社会服务、组建高校反邪志愿者
队伍等创新模式，在辖区的5所
高校近7万名师生中，持续开展
高校反邪教宣传工作。

“在组建高校反邪教工作联
席会议机制的基础上，我们还借
力专业社会力量开展反邪宣传项
目”。金湾区委防范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2014年以来，区委防范
办每年投入5万至10万元，以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向社会组织
公开招标高校反邪教宣传项目。

在活动筹备、布置和开展过程中，
社会组织还会与高校学生社团建
立互动关系，招募、培养一批大学
生反邪教宣传志愿者，让他们参
与到活动的组织策划之中。

“大学生具有思维活跃、热衷
新鲜事物等特点，大学生的反邪
宣传必须从他们实际需求出发。”
金湾区委防范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活动形式上，采取了大学生
乐于参与的游园活动形式，设置

“反邪知识抢答”“反邪教千人签
名活动”等环节。同时，还借助互
联网新媒体平台在高校学生中的
强大影响力，通过“点一点、转一
转”“随手拍、齐参与”“集赞领奖
品”等活动形式，吸引大学生在自
己的微博或朋友圈转发反邪教宣
传活动推文，激发更多的大学生
参与反邪教行动。

据悉，近三年来，金湾区已累
计在辖区各高校开展30余场次
活动，直接参与的学生有1.6万
余人次。

运用“双微”平台组建高校反邪教志愿者队伍

金湾开展专项反邪教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5 日
电 北京警方25日晚公布红黄蓝
新天地幼儿园疑似虐童事件调查
情况，1名涉嫌虐童的幼儿园老
师被拘留。北京市朝阳区政府新
闻发言人25日表示，根据案件侦
办情况，可认为是一起伤害幼儿
的恶劣事件，社会影响极坏。

该发言人表示，事件发生后，
朝阳区政府立即约谈红黄蓝新天
地幼儿园举办者，依法启动追责
程序，责成举办者按程序立刻免
除幼儿园园长职务，并将根据案
件调查结果，严肃追究幼儿园及
相关人员的责任，绝不姑息。

据警方透露，22日警方接到
朝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家长

报警，称怀疑其孩子在幼儿园内
受到教师侵害。接警后，立即成
立专案组，在有关部门配合下依
法展开调查取证工作，11月 25
日，涉事幼儿园教师刘某某（女，
22 岁，河北省人）因涉嫌虐待被
看护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此前，一名女子编造并在网
上传播“老虎团”人员集体猥亵
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幼儿的虚
假信息，已被行政拘留。11月
23日，警方经工作将刘某（女，31
岁，北京人）抓获。刘某承认自
己编造“老虎团”人员集体猥亵
幼儿虚假信息，后通过微信群传
播的违法行为，并对造成的不良
影响深表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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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教师涉嫌虐童被刑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