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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毅槿

为进一步提升珠海道路交通安全
工作水平，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发生，经市政府研究决定，今年在金湾
区等我市西部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交
通安全大整治工作，期间，各区各部门
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大力开展交通安
全源头管控、隐患排查、执法整治、宣
传教育等工作，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
切实提高广大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
意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如今，西部地区交通安全大整治
工作已进行一段时间，金湾区道路交
通情况如何？4月14日，记者跟随珠
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金湾大队、高栏
港大队民警前往整治现场了解情况。

珠海大道是珠海市内一条连接东
西部的重要城市快速路，长达45公
里。每日有超6000辆次的大型车辆
在珠海大道上行驶，其中绝大部分是
大型货车。这些车辆装载的多是珠海
人的生活必需品，如饮用水、饮料、食
品等，还有一部分是油气等危险化学
品，如天然气、汽油、柴油等。这些运
输队伍不但是珠海的血管，更是珠海
的能源生命线。能源生命线的运输必
须保障，但道路安全问题也不容小觑。

14日11时，在珠海大道铁炉村路
段，高栏港交警大队大队长赵钟亮带
队进行路面查缉。

“高栏港辖区运输车、泥头车较
多，交通事故时有发生。高栏港交警
大队在珠海大道和高栏港大道重点路
段进行设卡，对‘两客一危一货’进行
重点查处，严查违规占道通行、无证通
行等违法行为，明令货车一律靠右行
驶。目前，两个卡点每天检查大型车

辆 80余辆次，并已取得一定整治成
效。”赵钟亮介绍，按照全市统一部署，
西部地区交通秩序大整治重点开展五
大攻坚行动，包括交通安全综合治理
攻坚行动、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攻
坚行动、农村交通安全固本强基攻坚
行动、交通秩序管控攻坚行动、交通安
全宣传重点提升攻坚行动。

据高栏港交警大队提供的数据，
西部地区交通秩序大整治开展以来，
该大队查处大车不靠右行驶30宗、违
停162宗、不系安全带41宗等，有效防
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除了“大车”，电动自行车等非机

动车也是此次大整治的重点对象。
在珠海大道交广安路路口，金湾

交警大队二中队民警莫雄敏正和同事
对非机动车、行人的违法行为及不文
明行为进行查处、劝导。记者看到，交
警正在对驾乘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
电动自行车违法上路等交通违法行为
进行查处，并教育、提醒司机戴好安全
头盔再上路。

据了解，西部地区交通秩序大整治
开展以来，金湾交警大队在三灶镇、红旗
镇辖区内共查获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887
宗，教育警告非机动车、行人738人。

记者了解到，大整治期间，我市将

整合各方资源、聚集各方力量，通过源
头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
理，进一步夯实西部地区道路交通安
全基础。大整治重点整治对象为“两
客一危一货一面”（长途客运车、旅游
客运车，危化品运输车、货运车辆、农
村面包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车
辆，重点整治“三超一疲劳”（超速、超
员、超载、疲劳驾驶）、大车不靠右、驾
（乘）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驾（乘）汽
车不系安全带、电动自行车违法上路、
非法营运、酒醉驾等违法行为，重点纠
正打尖插队、不礼让斑马线、乱鸣喇
叭、滥用远光灯、违停等不文明行为。

金湾区交管部门

有序开展交通秩序大整治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 通讯员黄
锐、卢彬报道：近日，为营造“人人识
诈、全民防骗”的浓厚氛围，市公安局
金湾分局小林派出所创新使用“三人
行”座谈形式，走进辖区企业开展反诈
宣传。

4月 11 日上午，该所副所长张
继新带领小林派出所反诈小分队来
到辖区企业，三名主要成员围坐一
台，企业员工代表围坐在三人周围，
座谈会就此拉开帷幕。民警从溥某
用电话捉弄杨某开始切入电诈话题，
围绕各自从事反诈工作的经历，以聊
天畅谈的方式分享典型反诈案例，交
流工作心得和经历。由民警自编自
导自演的反诈小品，情景再现了诈骗
过程，赢得满堂喝彩。座谈会上，企
业员工与反诈小分队互动频繁，气
氛热烈。

在谈笑中，反诈小分队重点介绍
了“国家反诈中心”App的功能，着重
对“网络刷单”“网络贷款”等高发电
信网络诈骗的典型案例进行了讲解，
深入剖析了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主
要话术，并在问答中强调了防范重
点，让与会人员在不知不觉中对电信
诈骗有系统的认识。

因宣传形式新颖有趣，企业员
工更喜闻乐见，企业负责人强烈要
求追开几场座谈会。反诈小分队从
早上9时到下午5时，在该企业连开
四场座谈会。四场座谈会覆盖了企
业管理层 100 余人，当他们了解到
去年全国公安机关反诈拦截止付金
额3200余亿元时，座谈人员纷纷表
示，要把反诈进行到底，让企业全体
4000名员工都树立起反诈意识，共
筑反诈防线。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 林琦琦报
道：“我为民、我履职、我行动。”这是珠
海市世维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湾
区人大代表叶维青一直奉行的座右
铭。作为一名基层人大代表，叶维青
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不忘初心，用实际
行动与爱心来诠释责任与担当。他坚
信，有大担当方能有大作为，要懂得感
恩，饮水思源，回报社会。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聚
集、不串门、戴好口罩，没接种疫苗的
老人家一定要去接种。”近期，疫情防
控形势严峻，叶维青多次看望慰问金
湾区红旗镇三板社区老年协会的长

辈，倾听他们的需求，并提醒他们注
意做好个人防护。此外，他积极支
持社区防疫工作，时常到一线慰问
防疫工作人员，并主动捐赠防疫物
品。

2021年，对叶维青来说是关键而
又忙碌的一年，一边是刚启动的投资
兴建的文化产业园项目，一边是作为
人大代表的使命和责任。叶维青经常
通过三板社区居委会了解当地养老院
的情况，关注孤寡老人的晚年生活。
节日期间，叶维青还向当地社区养老
院赠送了慰问品和慰问金，给老人家
送去关心和温暖。

“民生无小事，作为一名人大代
表，我会尽心尽力履好职，做到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叶维青充满信心地说。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报道：近年
来，南水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
所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强化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建设，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强化
工作职能，健全体制机制，劳动人事争
议处理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效能建设
逐步增强，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上取
得了显著成效，有效维护了社会安定
稳定。

和谐的劳动关系也是维护民生、促
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随着社会经
济的不断发展，劳动争议案件也随之增
多，如何有效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处理好劳动关系成为人社部门的一个
重要“课题”。

对此，南水人社所积极探索解
决欠薪问题和从源头上预防欠薪的
方法和思路，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

机制，以“抓源头、严查处、保稳定”
为目标，采取加强劳动保障法律法
规宣传、设立“农民工维权绿色通
道”、联合多部门开展农民工欠薪案
件专项整治工作认真办理农民工欠
薪案件。

据统计，从 2021 年 12月至今，
南水人社所接待来访 179 宗，已处
理 171 宗，其中通过调解处理 45
宗，正在跟踪处理8宗，帮助237名
劳动者追回工资约 397 万元；来电
接访147宗，已处理138宗，其中通
过调解处理44宗，正在跟踪处理9
宗，帮助 81 名劳动者追回工资约
62万元；处理国家欠薪系统平台案
件 95 宗，帮助 297 人，涉及金额
146 万；处理珠海市系统平台案件
35 宗，帮助 96 人，涉及金额约 31
万元。

南水人社所调解与服务并行

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本报讯 记者蒋毅槿 通讯员韩
笑、张俊山报道：4月14日，记者从
中海石油深海开发有限公司白云天
然气作业公司获悉，该公司累计外
输液态产品突破600万吨，源源不
断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工业和民生用
气输送清洁能源。

南海东部蕴含丰富的油气资
源，是国内海上重要的油气产区。
白云气田作为南海东部海域的主力
天然气田，持续加大对粤港澳大湾
区的清洁能源供应。白云气田年产
量占粤港澳大湾区天然气消费量
的近四分之一。

作为南海东部海域主力天然
气田，白云天然气作业公司现共
有气田9个，均为凝析气田，其特
点是在地下深处高温高压条件下

的C3+及以上烃类气体经采到地
面后，由于温度和压力降低，反而
会凝结出液态石油。市场销售
中，液态产品价格明显高于天然
气产品价格。因此，提高气田液
态产品回收率，是实现经济效益
最大化的有效途径。白云天然气
作业公司通过两个终端对天然气
产品分馏处理，液态产品回收率
达到92%以上。

据了解，南海东部天然气经
终端处理后，通过中国海油建设
的天然气管网输送到广东省的燃
气电厂、工业企业和居民家中，贯
穿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半个地
区。此外，还通过槽车和提油轮
持续满足大湾区及邻近城市天然
气需求。

中海石油白云天然气作业公司：

累计外输液态产品超600万吨

树立反诈意识 共筑反诈防线

反诈“三人行”进企业

金湾区人大代表叶维青：

有大担当方能有大作为□本报记者 蒋毅槿

“作为一名党员，退休后继续发光
发热，既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又能
帮助到别人，自己会更快乐，在志愿服
务的道路上，只要社区需要，只要我身
体允许，我会一直走下去。”在金湾区
三灶镇西城社区有位有着35年党龄的
巾帼志愿者伍黄英，她总是身穿红马
甲奔赴在疫情防控一线，有时更是“全
天候”蹲守在核酸采样点，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守护着社区安全。

全身心投入社区防疫工作，无论
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有紧急任务，她都
随叫随到。今年春节正月初四晚上，
伍黄英接到社区需要支援的通知，正
月初五一早，她便来到社区打了近300

个涉疫风险人员流调溯源排查电话，
助力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此
外，她还打电话呼吁上千名60岁以上
的长者尽快接种疫苗。

在防疫工作中，伍黄英身兼数
职。有时社区人力不足，她就穿上防
护服，承担起协助开展中高风险地区
返珠人员的报备工作。防护服一穿就
是三四个小时，几乎没时间喝水，更没
时间上卫生间，当脱下防护服后，她的
衣衫全被汗水浸透。同时，伍黄英还

主动承担原来医护人员核酸检测试管
贴标签的工作，并协助社区卫健组做
好防控物资后勤工作，为社区防疫提
供了有力保障。

像伍黄英一样的防疫先锋在西城
社区还有很多。西城社区卫计主任王
志超从2020年初以来就积极投身抗
击疫情一线工作中，原本在2021年5
月回湖南老家领证结婚的计划，也因
疫情一拖再拖，直到今年3月份才抽出
两天时间回老家领证。

西城社区卫计分管领导郭红梅
作为负责人，面对艰巨繁重的防疫
任务，在抗击疫情一线主动担责、有
效组织。一有疫情情况她迅速召集
人员、组建工作小组，落实工作安
排，每天都是超负荷运转；及时处理
突发情况，经常接打电话上百个，还
要时刻关注区、镇、社区等疫情联防
联控微信群消息，常是直至喉咙沙
哑、眼睛布满血丝仍坚守在自己的
岗位上。

西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贺洪强告诉记者，西城社区实行以社
区防控为主的综合防控措施，实施围
合式管理，群防群控、稳防稳控，防止
疫情输入、蔓延、输出，形成网格化管
理、落实“四方”责任、紧扣三个工作标
准的工作法。

目前，西城社区划分64个网格，
每天下沉党员志愿者、工作人员20多
人、物业人员 600 多人参与防控工
作。社区辖内20个入住小区协同物
业严格执行出入测温、检查“四码”管
理制度，物业人员全时段在岗严守出
入口，社区工作人员及“双报到”党员
不定时对小区出入口及商铺、重点场
所进行巡查督导。4月以来，该社区
便民核酸检测人数53479人次，落实
常住 60 岁以上老人完成疫苗接种
2083人。

“我们还将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将
工作任务逐一落实到人，统一指挥、统
一行动，分析研判问题并制定切实可
行的措施，为社区安全保驾护航。”贺
洪强说。

三灶镇西城社区防疫故事：

坚守“疫”线担使命

编者按：
在近期全国新冠肺炎疫情

多点多发频发的严峻防控形势
下，金湾区火速集结，各镇各村
（居）全力以赴，坚守在防疫防控
第一线，竭尽所能地奉献在疫情
防控的每一个角落。即日起，今
日金湾推出“社区‘疫’线故事”
专栏，陆续刊发金湾区各镇各村
（居）的先进事迹，敬请垂注。

小林派出所创新使用“三人行”座谈形式进企业开展反诈宣传。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志愿者伍黄英在疫情防控一线。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民警在珠海大道交广安路路口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本报记者 张洲 蒋毅槿 摄

叶维青（左5）积极支持社区防疫工作并主动捐赠防疫物品。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中国海油珠海管道荔湾首站工艺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人大代表在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