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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民生

珠海交警正式处罚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

首日200多司机吃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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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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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主要城市天气
北京 多云 21～29℃

上海 多云 25～36℃

广州 多云 26～34℃

重庆 晴 24～37℃

合肥 多云 23～34℃

武汉 小雨 25～33℃

长沙 晴 27～34℃

哈尔滨 雷阵雨 13～26℃

海口 多云 26～35℃

气象台气象台特报特报

晴朗炎热

今天：晴 朗 炎 热 。 气 温 ：

27℃-33℃。风向：偏南风。风

速：陆地2到3级，海面4到5级阵

风6级。相对湿度：6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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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提示

平安提示：本日全市平安状况优（优秀镇街21个、良好镇街1个、平稳镇街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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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维护城市管理秩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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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通讯
员杨小江报道：昨日，交警部门
对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正式处
罚，并相应开展了集中整治行
动。执法首日有200多名司机
吃到罚单，大多数是外地车和
出租车司机。

昨日上午上午8时45分，
香洲交警在紫荆路公汽花坛路
段开展整治，发现一辆粤C白
色日产小车后排3名男乘客都
没有系安全带。交警拦停车辆
检查，司机于某主动认错，说自
己没有看交警微信，不清楚后
排乘客也要系安全带，所以上
车前没有提醒他们。交警对司
机和乘客进行教育，于某虚心
接受，并收到一张200元的罚
单。这是珠海交警开出的第一
张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的罚
单。

一辆出租车行驶到紫荆路
时，后排乘客看到交警在前面
执勤，迅速系好安全带。机动
大队民警郑警官对小车进行拦
停，司机万某一脸惆怅，他说开
车前已经多次提醒过乘客要系
好安全带，乘客也答应了，没想
到他们半路就解开了。最后，
郑警官对司机进行教育，开出
一张200元的罚单。这是执勤
交警对营运类车辆开出的第一
张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的罚
单。

记者在随警执勤采访时发
现，被处罚的以外地车司机和出
租车司机为多，特别是在高速公
路、上冲检查站、下栅检查站、港
湾大道等进出珠海的门户道路，
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的大都是外
地车。以上冲检查站为例，短短
半个小时，就有7辆粤T司机被
罚，这些司机多数住在坦洲，在上
班或办事途中，因不知道后排乘
客要系安全带而吃到罚单。

昨日10时 30分，一辆苏
E牌黑色宝马小车行驶到上冲
检查站被香洲交警拦停。司机
刘某称自己刚从江苏来珠海工
作有十多天，准备过几天再驾
车回去。现在他正搭载公司同
事去坦洲办事，不知道珠海要
对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进行处
罚。当刘某收到 200元罚单
后，心悦诚服地表示，珠海的交
通文明程度很高。

昨日早上，交警在香洲客
运总站设整治点，对过往出
租车进行检查，发现有六成
左右的士司机，都没有提醒
乘客系安全带。在上午短短
半个小时内，交警在香洲总
站共对 5辆出租车进行了处
罚。有的司机被罚后委屈地
说，上车前也有提醒，但没有
回头看乘客到底有没有系好
安全带。

交警上街查处后排不系安全带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记者 宁睿 摄

本报讯 记者刘联 通讯员钟
洁琼报道:昨天是第25个“国际
家庭日”，记者从市妇幼保健院获
悉，该院心理科2001年成立以来
接诊的近15000个案例中很多
是因家庭问题困扰。该院心理科
主任周翔提醒，心理健康的母亲，
会对家庭产生积极的贡献；存在
不良情绪的母亲，会对家庭产生
极大的破坏力。关注母亲幸福，
家庭才幸福。

据悉，今年家庭日的主题是
“幸福母亲，幸福家庭”。目的是
为提高广大群众对“母亲角色”的
重要性和家庭问题的认识，促进
家庭的和睦、幸福和进步。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心理科每
年接待近千名患者。周翔介绍了
一个近期前来咨询的案例：一位
容貌憔悴的女性诉说孩子不听话
不爱学习、丈夫对家里不理不问，
她在工作中也有不少沮丧，常感
到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对孩子也
只能采取打骂方式去教育。“我已
经在外院被诊断为焦虑症了！”周
翔发现，在这位女性痛哭流涕诉
说的时候，孩子在一旁自己玩自
己的，神色非常紧张，但一直不敢
看一眼母亲。于是她给这位母亲
提供了每周一次的家庭治疗，邀
请父亲与孩子一同参加会谈，在
融洽、尊重的对话气氛中，让一家

三口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看
法。家庭治疗帮助母亲探究自己
的情绪与父辈对自己的教养方
式、早年的经历、教育孩子的压
力、家庭与工作间冲突的关系，教
授其情绪管理技巧。同时启动丈
夫的资源，积极关注母亲的情
绪。为孩子提供人际互动团体心
理治疗、沙盘游戏治疗等，孩子的
行为得到明显改善，亲子关系更
加融洽。经过心理科专业人员一
年多时间的干预及追踪，该家庭
面貌一新，“我觉得孩子进步了，
老公也没那么讨厌了。”这位母亲
经常带着幸福的笑脸。孩子说：

“妈妈变漂亮了！”父亲说：“我的
老婆更善解人意了！”

周翔认为，不少母亲把全部
身心放在照顾孩子上，丧失了独
立享受人生的机会，也束缚了孩
子自然成长的天性。她认为，做
一个好母亲其实也很简单：多为
自己活着，把自己变成一个轻松
快乐的人，是母亲能够给孩子的
最好礼物。

周翔提醒：我们要多体贴母
亲，因为每个母亲都有自身的喜
怒哀乐，都有疲倦无助的时候，允
许她真实地做自己，而不是一味
把她放在神坛的位置顶礼膜拜，
极尽颂扬，也许家庭会更加和谐，
孩子也会更加健康地成长。

昨天是第25个“国际家庭日”

心理学专家提醒：

母亲幸福 家庭才幸福

本报讯 记者乔宇 罗汉章
报道：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农
贸市场是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个重要场所。为了让市民
买得放心，近日，金湾区组织多
部门联合开展了针对辖区广安
便民市场的环境卫生专项整治
行动，助力深化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

据悉，广安便民市场占
地 3千多平方米，有 47 间商
铺，96 个摊位，主要经营蔬
菜、肉类、禽类、粮油等8大类

农贸产品，是金湾区最主要的
农贸市场之一。记者在执法
现场看到，来自金湾区市政、
林业、食药监、工商、卫生等多
个部门的近200名执法人员，
对市场周边“五小”场所的治
安、卫生、消防等方面情况进
行了检查。工作人员对违法
占道经营、乱倒垃圾、违章搭
建、违规住人、无照经营等违
法违规行为进行了集中整治，
并现场督促经营商户整改落
实。

活动当天，金湾区还针对
城区环境卫生、市容“六乱”、建
筑垃圾等方面开展了重点整
治。集中清理了城区卫生死
角，提升了城中村、城乡结合
部、老旧小区的环境卫生水
平。在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
共上门劝导商贩120余家，清
理市场周边建筑及城区主干道
两侧广告牌共50余处，清除卫
生死角近230处，清理各类垃
圾近20吨，清除各类“四害”孳
生地300多处。

助力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金湾多部门联合整治农贸市场

本报讯 记者苏振华报道：
5月15日，记者从在柠溪文化
广场举行的第25个全国“防治
碘缺乏病日”珠海活动现场了
解到，珠海孕妇碘营养状况不
容乐观，近三年监测结果显示，
该指标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相
关营养评价标准，而我市其他
普通人群碘营养现状则处于适
宜状态。广东盐业集团珠海有
限公司当天发布消息：在去年
36家的基础上，将“孕妇碘盐”
等特殊用盐销售网点增加至
53家。以更好地满足民众选
购，科学补碘的要求。

据珠海市疾控中心专家介
绍，为消除碘缺乏病危害，珠海
市从1996年开始实施全民食

盐加碘，连续监测显示珠海市民
碘盐覆盖率（户）、碘盐合格率和
合格碘盐食用率持续保持在
95%以上。8至10岁儿童因缺碘
引发的甲状腺肿大率低于5%，8
至10岁儿童和孕妇相关检测指
标大于下限值，我市于2000年实
现了消除碘缺乏病的阶段性目
标，于2009年消除了碘缺乏病。

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
控制碘缺乏病委员会推荐的碘
营养评价标准相比较，情况又
如何呢？据介绍，我市近三年
对全市各区以抽检人数不少于
100人的方式进行了人口碘营
养状况调查，通过检测人体代
谢后的尿碘含量，推算补碘情
况。结果显示，全市8—10岁儿

童尿碘在 100ug/L—199ug/
L之间，碘营养处于适宜状态；
其他普通人群碘营养状况也处
于较好水平。但我市孕妇尿碘
监测结果仅在116.80ug/L—
128.93ug/L之间，远低于以上
国际组织推荐的孕妇碘营养
（尿 碘）150ug/L—249ug/L
的评价标准。

“珠海孕妇以及哺乳期妇
女，已成为科学补碘的重点人
群。”专家表示，可以通过两方
面改善：纠正日常餐饮误区；
以及进食专门的孕妇碘盐。
据广东盐业集团珠海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介绍，截至 2017
年底，我市已在香洲、斗门、金
湾三个行政区设立相应销售

网点36个。在此基础上，截至
2018 年 5 月 15 日，该公司将
相关网点进一步扩大，新增珠
海荣一超市富华、康怡、华南
名宇等连锁经营店；以及朝阳
市场汇兴食品商行、井岸欣美
超市等17家销售门店。孕妇
碘盐销售网点达到53个。据
介绍，除购买无碘盐需要指定
医疗机构开具有关疾病证明
外，购买孕妇碘盐和普通碘盐
一样无限制。

今年“防治碘缺乏病日”
活动主题为“‘碘’亮智慧人
生 迈向健康新时代”。除香
洲柠溪文化广场外，斗门、金
湾区相关部门也在户外同步
举行主题日活动。

珠海孕妇碘营养状况待改善
新增17处“孕妇碘盐”等特殊用盐销售网点

本报讯 记者许晖 通讯员
张梦颖 周余乐报道：珠海高女
士原本满心欢喜报团去日本北
海道旅游，却在交了4万元押金
后被旅游公司“放鸽子”，旅游惨
遭泡汤。近日，香洲法院对这一
起旅游合同纠纷作出一审判决。

2016年10月5日，高女士
与陈先生通过社交软件微信联
系，双方约定高女士在陈先生
处报名参加某旅公司组织的日
本北海道旅游团，免团费，支付
旅游押金人民币4万元，某旅
公司于高女士回国消签后七个
工作日内将押金全额退还。

2016年10月12日，高女士通
过银行ATM自助终端、支付
宝分别转押金3万元、1万元至
陈先生（陈先生系某旅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股东）的个人银行
账户。2016年10月25日，高
女士在被告知因航班延误取消
出团后，即表示太麻烦不参加
出团了，要求退还所交押金人
民币4万元，并多次到某旅公
司处要求退还押金，但某旅公
司一直未予退还。

高女士一纸诉状把某旅公
司、陈先生夫妇告上了法院。法
院经审查后认为，高女士与某

旅公司达成的参加旅游团的合
意，后因某旅公司的原因，导致
高女士无法出团，高女士要求
某旅公司退还所交押金，有事
实和法律依据。陈先生作为某
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
利用个人账户收取公司业务款
项，构成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
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
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最终，法院判令某旅公司
向高女士退还押金人民币4万
元并支付利息；陈先生夫妇对
某旅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报名参团却被“放鸽子”
法院判令旅游公司退还押金并支付利息

本报讯 记者宋爱华报道：
近日，海湾花园老年党支部
召开支部大会，推荐业委会
换届选举候选人，让党员成
为中坚力量，助推业委会成
功换届。

当天的支部大会首先增选
了7名新的支部委员，为海湾
花园老年党支部注入了新鲜血
液，随后会议表彰了22名全国

“两会”学习积极分子。今年以
来，海湾花园老年党支部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组织100多名党员开
展各种线上线下支部学习会、
知识竞答、摄影比赛等活动20
多场次，涌现出一批学习积极
分子，带动了更多老党员退休
不退党，践行共产主义信仰永
远在路上。

当天的会议，党支部还推
荐了10名老党员成为海湾花
园业委会换届选举第一批候选
人。据了解，海湾花园业委会
换届选举筹备组已于4月18
日成立，目前筹备组已召开首
次会议，讨论业委会候选人推
荐办法，并对《业主大会议事规
则》及《小区管理规约》提出修
订意见。“海湾花园老年党支部
通过广泛发动，让一批老党员
成为换届选举候选人，使党员
成为社区自治管理的中坚力
量，这对于我们社区未来开展
工作提供了有力帮助。”海湾社
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海湾花园业委会换届选举

10名老党员
成为首批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