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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将应急管理工作做细，确保
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金
湾区应急管理局相关人士介绍，春节期间烟
花爆竹监管是重中之重。为此，金湾区已经
提前谋划，做好烟花爆竹零售点发证工作，
目前初步确定14个零售点，并将对不符合
规范要求的零售点坚决不予以发证；此外，
该局已经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做好应急
值班备勤工作，做好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医药化工、粉尘涉爆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监
管工作。

在市场监管方面，金湾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则制定了《“奋战50天 全年保平安”安全
生产重点攻坚行动方案》。截至发稿前，该
局已经以危化品行业、药品器械、人员密集
的大型住宅小区、商场、旅游景区及移动式
压力容器充装站、起重机械等特种设备为
重点，加强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共出动
313人次，检查使用（经营）单位128家。检
查过程中，该局发现隐患65处，发出《特种
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30份，对1家使用过
期药品的医疗诊所、2家未按规定销售处方
药的药店立案查处，查处1家无证经营药品
窝点。

“我们希望通过加大违法犯罪打击力
度，保障市民的春节安全。”金湾公安分局相
关人士介绍，春节前夕，金湾公安已经加大
了对烟花爆竹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
行动开展以来，该局共组织联合检查3次，
日常巡查30余次，发现整改安全隐患20处；
此外，该局春节前夕共开展各大小清查行动
15次，检查出租屋、网吧、娱乐场所580多间
（家），排查整改隐患5处。针对重要交通要

道、案件高发路段，该局全天候开展查
缉工作，加强对过往可疑车辆、人员

的检查盘查。目前，金湾公安已
经设立了治安卡点、执勤点45
个，盘查车辆1100余辆，救助
群众9人。

保障：多部门早准备
力促市民安乐祥和过节

金湾全力做好春节保障工作

营造浓厚节庆氛围营造浓厚节庆氛围
力促市民乐享新春力促市民乐享新春

采写：本报记者 赵岩
摄影：本报记者 张洲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根据民
商事案件的难易程度，对案件进行
分流，并建立速裁法官团队，对案件
进行速裁——近日，记者从金湾区
人民法院获悉，该院从2020年开始
实施民商事案件繁简分流改革，提
升司法效能。与此同时，该院还在
全市率先建立了保全案件“一站式”
办理，让当事人办理保全更方便。

据悉，根据金湾法院印发的实
施细则，该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进
行繁简分流改革。根据规定，从
2020年开始，金湾法院将设置民事
速裁法官和民事精审法官两种办案
角色。其中，民事速裁法官审理事
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诉讼标的不
大等适合快审快结的民商事案件；
民事精审法官则审理案情较为复
杂、审理期限较长的民商事案件。

“我们将通过设置相应识别标
准，对繁简案件进行精准识别。”金
湾法院相关人士介绍，根据“案由+
标的额+诉讼程序”等复合识别标

准，预计近60%的案件将被识别为
简单案件，大大提升司法效能。与
此同时，根据案件分布特点，该院在
两个派出法庭将分别设置一个速裁
法官团队，在院本部设置三个速裁
法官团队，方便基层群众更好地体
验司法服务。

此外，与速裁机制相匹配，该院
还规定了简单案件的识别和退出机
制，对于立案时被识别为简单民商
事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不适合
进行速裁的案件，将转由精审法官
审理，实现简案快办，难案精办。

“在提升司法效能领域，我们还
在全市率先建立了‘保全中心’，一
站式办理案件保全相关工作。”该人
士介绍，今后，该院立案庭将集中办
理财产保全、行为保全及证据保全
案件。当事人如果有财产保全的申
请，可直接向立案庭申请，依托省法
院建成的保全一体化办理平台，可
以实现网上受理保全申请，直接办
理审查、受理、裁定、查控、实施工作。

金湾法院创新举措实施“繁简分流”

民商事案件实施“快慢分道”

本报讯 记者罗汉章报道：违
法建筑和违法占地不仅影响居住
环境，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近日，红旗镇多部门联合开展红
旗镇003广场临时搭建摊档依法
拆除行动。当天共拆除7间临时
搭建摊档，折除面积共计 700 多
平方米。

据悉，红旗镇003广场是该镇
一个集商务、购物、休闲、娱乐、餐
饮等为一体的商业广场。广场前
的摊档主要经营烧烤、小食等，由
于摊档为临时建筑，均未安装油烟
及污水等处理设施，严重影响周边
环境且存在火灾等安全隐患。行
动当天，红旗镇组织辖区市政管理

服务中心、行政执法中队等单位，
出动挖掘机等设备依法对7间临
时搭建摊档进行拆除，折除面积共
计700多平方米。

红旗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自去
年以来，红旗镇大力开展“三清三拆
三整治”工作，重点对辖区内各类违
建现象开展整治行动。此次拆除的
摊档未取得规划部门的相关许可，
属于违法建筑。红旗镇相关部门多
次与003广场业主及摊档经营户协
商，最终达成协议并完成拆除工
作。接下来，红旗镇将对003广场
周边环境进行进一步整治提升，切
实为辖区广大居民营造一个良好的
生活环境。

红旗镇开展003广场违建拆除行动
拆除7间摊档，总计700多平方米

本报讯 记者罗汉章报道：
“小朋友，我包里有玩具车，跟我
去玩好不好？”近日，由20位家长
志愿者扮演的“陌生人”，走进三
灶镇第二中心幼儿园，以模拟真
实场景的形式，开展幼儿防拐骗
演练，进一步增强家长、老师的安
全教育能力和幼儿的安全防范意
识。

当天的活动开始前，该幼儿
园的老师和家长志愿者们设计了

“玩具诱惑”“糖果陷阱”“问路迷
局”等多个场景。活动开始后，家
长志愿者们来到小朋友们的各个
日常活动场景。面对糖果、玩具
等诱惑，一些小朋友立马没有抵
抗力，跟着“陌生人”离开了现
场。但也有一些小朋友警惕意识
比较强，非但自己没有跟着陌生
人离开，还提醒其他小朋友不能
跟“陌生人”走。

在模拟真实场景演练结束
后，各班老师请出刚刚出现的“陌

生人”，告诉小朋友们这是一次防
拐骗演练，“陌生人”均为其他小
朋友的家长扮演。老师在现场结
合演练开展安全主题教育，为小
朋友们讲解面对诱惑时的正确做
法。扮演“陌生人”的家长纷纷表
示，很多小朋友在没有找老师确
认安全的情况下就跟着“陌生人”
走了，零食和玩具的诱惑力太大
了。平时见过不少孩子被拐的新
闻，但远没有亲身参加这样的活
动体验来得深刻，希望幼儿园多
开展类似的演练。

“幼儿园是幼儿不设防的安全
岛，小朋友在这里很放松，比较容易
信任在这里出现的每一个人。”三灶
镇第二中心幼儿园相关负责人表
示，加强对幼儿的防拐骗教育，需要
老师家长共同重视，要多与幼儿交
流相关知识，“只有通过家园携手教
育，才能更好地帮助孩子们增强自
我保护意识，保护他们健康快乐地
成长。”

三灶镇二幼开展防拐骗演练
家长扮演陌生人模拟真实场景

本报讯 记者赵岩报道：14日，
记者从银隆新能源获悉，由金湾生
产的银隆新能源经典公交车本月
开始正式在成都市金堂大学城开
跑。据悉，这是成都市金堂县的首
批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不仅让居
民交通出行更舒适便捷，还能提升
金堂大学城内学子日常出行的满
意度。

据悉，这批身长10.5米的银隆
新能源公交车拥有“小清新”的外
观，车身以牛油果绿搭配奶白色，融
入金堂县当地文化元素，后轮周围
以当地特产脐橙图案装饰、沱江水
的波浪元素贯彻车身；车内座椅采

用橘色和蓝色的撞色搭配，与外观
色彩相互呼应。正式开通的上午，
金堂县公交司机杨师傅便驾驶着全
新的银隆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跑了3
个来回，他最大的感受就是电动车
没有传统的挡位和离合，开起来更
轻松了。

银隆方面介绍，这并不是银隆
新能源公交车第一次为大学城的
学子提供绿色环保又安全便捷的
出行服务。2018年9月，被四川大
学学子昵称为“猪儿虫”的银隆纯
电动微公交已“大摇大摆”地驶入
川大，成为一辆“也是读过大学的
公交车”。

金湾造公交车驶入成都大学城

成当地首批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

红旗镇对003广场临时搭建摊档依法开展拆除行动。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不冷不热，且时常晴空万里，在珠海市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用饱受高速路的拥堵之苦，是个不错的选择——金湾，已
经为市民的短途旅行，做好了准备。

14日，记者从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获悉，在即将到来的春节长假期间，金湾将举办2020新春欢乐嘉年华活动，非遗
民俗项目展示展演、新春欢乐游园会等市民互动性强的活动将相继上演。与此同时，金湾还为市民奉上文化、旅游大餐，除了多
条旅游线路外，全市知名的网红图书馆——金湾区图书馆（新馆）将面向市民开放，同时金湾区文化馆还将举办多场文化活动。

“要营造浓厚的节庆氛围，各种保障措施同样不可或缺。”金湾区相关人士表示，从本月中上旬开始，金湾多个部门已经展开
春节保障工作，从市场监管到应急管理，从公共安全到专项治理，金湾希望通过优质的保障工作，力促市民在金湾乐享新春。

“春节来临，我们希望市民在金湾就能享
受到各种文化‘大餐’。”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相关人士介绍，今年1月25日至26日
（正月初一至初二）期间，金湾区将以“贺新春、
赏民俗、探湿地、乐游园”为主题，在大门口湿
地公园举办2020金湾区新春欢乐嘉年华活
动。

根据计划，此次嘉年华活动内容丰富，互
动性、参与性强，届时金湾区非遗民俗项目展
示展演、新春欢乐游园会、“喜迎新春·唱响金
湾”全民K歌大赛、“我在金湾过大年”朋友圈
打卡活动等将精彩上演。而市民则无需提前
报名，到现场直接参与即可，参与游戏，还可获
得精美奖品。

“这个春节，金湾区图书馆（新馆）将照常

开放，喜欢阅读的市民可以享受文化大餐。”金
湾区相关人士介绍，作为全市知名的“网红”图
书馆，该馆春节期间将从每天上午9时到下午
4时定期开放。

此外，今年1月—2月，金湾区文化馆将
在金海岸文化艺术中心及部分村居（社区）开
展多场文化活动，包括“悦金湾·文化惠民”我
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悦金湾·
文化惠民”迎春接福送春联、珠澳青年艺术家
美术书法摄影作品联展、公益电影放映等。
其中，春节期间加场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将于1
月25日至30日15时在金海岸文化艺术中心
放映，文化进万家活动将分别于1月14日、2
月11日、2月19日在鱼林村、大林社区、三板
社区举办。

好看：举办嘉年华 多场文化活动送下乡

“相比人山人海的热门景点，金湾区多个
休闲惬意的景点倒是不错的选择。”金湾区相
关人士介绍，近几年，金湾区全力推进全域旅
游工作，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打造了一批“网
红”旅游景点，收获了良好的市场效应。这里
融合了工业旅游、生态旅游、航空旅游、乡村
旅游、文化旅游等休闲方式。春节期间，金湾
区各景区景点也将靓丽打扮，营造浓厚的喜
庆氛围。为此，该区春节期间特地梳理出了
两条旅游线路，推荐给市民，分别是：大门口
湿地公园-汤臣倍健透明工厂-木头冲村岭
南石屋民居群；金湾中心河湿地公园-金湾情
侣路-三板水乡。

除了这两条线路外，不少市民也可以单
独体验金湾的景点。其中，作为金湾区首家
AAAA级旅游景区的汤臣倍健透明工厂，不
仅是行业内首家打造了全透明生产车间的企
业，还配套打造了全球首家以营养为主题的
场馆。在这里，游客可以清晰地看到产品原
料、仓储、生产、检验全过程，还能进行AR身
临其境、声光电多媒体互动、健康风险评估、

文化艺术欣赏等互动体验项目，在游乐中自
主学习营养健康知识。需要注意的是，景区
因部分区域需升级改造，1月19日至24日期
间暂停对散客开放，1月25日（大年初一）将
恢复全面开放，其中透明工厂免费开放，营养
探索馆则需要购买门票。

此外，春节期间市民同样可以到金湾情
侣路、大门口湿地公园、三板水乡等景点，来
一场亲近自然之旅。其中，金湾情侣路已经
打造了湿地栈道、儿童活动场所、景观桥、运
动场等，还配套建设了24小时书吧、旅游咨
询、体质监测、文化展览等服务设施；大门口
湿地公园和三板水乡则以不一样的水上风
光，吸引市民在此露营、野餐、骑行、放风筝等
休闲活动。闲暇之余，不妨带上家人朋
友来放慢生活节奏，享受假期的
闲适时光，休闲而惬意。

金湾区相关人士介绍，
市民若需获得更多活动
详情，可关注“乐游金
湾”微信公众号。

好玩：两条旅游线路 体验多样金湾

三板水乡景色宜人。

大门口湿地公园——市民打卡新景点。

▲ 汤 臣
倍健营养探
索馆。

▶金湾情侣路
吸引市民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