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车讲文明 喇叭不乱鸣
珠海交警开展“机动车乱鸣喇叭专项整治行动”，市民受邀担任“交通观察员”为文明交通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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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口岸支行财富管理团队

■ 主要业绩

■ 获奖情况

2020 年获珠海妇联颁发的“巾帼
文明岗”称号。

交通银行珠海分行 2018 年、2019
年获零售财管业务综合贡献奖、2019

年获零售财管业务突出贡献奖、2019
年获国际结售汇突出贡献奖、2019 年
获零售业务优秀团队奖、2019 年获零
售财管业务冠军、2019 年获零售银行
卡业务冠军、2021 年获零售客户业务
冠军、2021 年获零售客户业务突出贡
献奖。

■ 经典案例

口岸支行在珠海拱北经历了23个
春秋，根据客户群体配置粤语服务，深
受珠澳两地客户的好评和喜爱。毗邻
澳门关口，作为交行湾区网点之一，为
促进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高频开
展“跨境理财通”境内外联动，成为两
岸客户之间的重要纽带。

2021年为澳门客户提供境外人士
办理珠海第三代社保卡业务，开展“走
出境外、创新境外、服务上门”联合推
动活动，合计开立“跨境理财通”账户
175 户，交行系统全国省辖行第一；
2022年通过“一个交行、一个客户”服
务理念，跨境联动私人银行客户近30
户，推荐跨境保单融资2.5亿元。

■ 理财观点

开源、节流；
储蓄、投资高效并行；
放眼全球市场，境内、境外多元化

并行。

近三年跨境推荐联动业务10

亿元，排名交行系统全国省辖行

第一；

近三年个人资产管理规模

（AUM）10亿元，排名交行珠海分

行第一；

近三年“跨境理财通”开户175

户，排名交行系统全国省辖行第一；

近三年保险销量 2.7 亿元，

基金销量2.39亿元，保费规模近

三年蝉联交行珠海分行销售规模

第一；

近三年私人银行客户累计增量

55户，增幅93%，排名交行珠海分

行第一；

近三年沃德贵宾客户增量

468户；

近三年信用卡进件6000余户；

近三年房贷收单5.5亿元。

■ 主要业绩

交通银行珠海分行积极履行国有
大行社会担当，紧抓“数字政府”建设契
机，在珠海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支持
下，于2022年2月22日在广东省政务
服务网首批成功上线“一网通办”在线
预约开户，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要求，践行珠海市政府“产
业第一”工作目标，落实珠海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优化营商环境惠民利民政策，
在构建银政合作综合服务体系、强化与
线上政府平台对接的同时，持续推进大
湾区各项业务发展。通过“一网通办”
在线预约开户，可减少企业填报和跑动
压力，缩短流程
周期，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提
升 开 户 便 利 程
度，享受银行更
多 减 费 让 利 政
策。截至目前，
通 过“ 一 网 通
办”平台，选择交
行作为开户行的
企业近50户。

■ 经典案例

交行珠海分
行落地珠海市首
笔企业注册联动
银行预约开户业
务，实现了珠海
市企业开办人在
线办理工商注册
时直接选择交通
银行网点作为基
本户开户网点并
实时返回预设账
号，且联动刻制印
章、发票办税、就
业参保、公积金缴
存等后续业务绑
定。该项目得到
大量客户的充分
肯定，是交行珠
海分行配合政府

大力推进“数字政府”的重要体现，也
是科技赋能服务民生的重要举措。

■ 推荐理由

“一网通办”银行预约开户是交
行珠海分行在珠海同业中首批首家
上线，是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赋能业
务发展过程中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
积极落实珠海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
惠民利企政策的重要体现。让数据
多跑腿，让市民少跑路，“一网通办”
银行预约开户进一步提升我行业务
办理便民利企服务质效，更加有效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共同绘制“数字珠
海”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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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珠海分行——银税互联2.0

■ 主要业绩

交通银行珠海分行顺应新时代、
新挑战、新要求，立足珠海金融服务
者和交行创新实践者的双重定位，积
极与珠海市税务局合作，在我行智能
终端“智易通”上搭建了“税
务+金融”数字化服务模式的
民生服务平台。

于2021年12月在全市22
家网点成功实现税务部门的自
助办税系统跨平台应用到银行
智能终端，成为金融系统内首
家可在业务大厅内完成多项税
务业务办理的商业银行，使得
境内、境外两类人士，企业主、
职员、灵活就业三类人群，在

“社保缴费、跨境汇款、利润分
红、贷款申请”四类金融服务可
享受银行网点一厅办理。

■ 经典案例

“银税互联2.0”项目充分利
用银行网点众多、服务覆盖面
广的优势，将税费自助办理事
项嵌入到合作银行智能柜员机
内，为广大市民提供申报纳税、
社保费业务、纳税证明办理和
涉税信息查验共四大类计41项
自助办税事项。

市民带上身份证即可在银
行智能终端自助办理各项税务
服务，实现在银行大厅的银税
一站式服务，同时进一步完善

“一件事一次办”便民主题式政
务服务。

■ 推荐理由

“银税互联2.0”是交行珠海
分行在广东省金融系统内首家
上线项目，是深入推进数字化
转型赋能业务发展过程中取得
的重要成果，也是积极落实珠
海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
重要体现。该项目依托跨平台
自助办税2.0系统，推动税务服
务进驻银行自助终端，全新模

式打造银行里的微税厅。交通银行珠
海分行通过探索“一厅通办”银税互嵌
式延伸服务，为市民、企业提供多渠
道、多元化、便利化、高效率、有温度的
税务及金融一体化自助服务，共同为
湾区建设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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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珠海分行
——“一网通办”预约开户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杨小江
报道：“对不起，我看路口还有两秒绿
灯，前车突然停车不走了，我急着赶回
公司，就习惯性按了几下喇叭提醒了
一下！”5月25日11时，司机孙先生驾
车在南屏路口等红绿灯时，突然按响喇
叭催促前车，此举被正在一旁执勤的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机动大队三中队指导
员容正惠逮了个正着。一番简短教育
后，容正惠核查了孙先生的驾驶记录，
发现他连续两年没有违章记录，属于表
现良好的司机，符合不罚款条件，对其
乱鸣喇叭行为予以了警告处罚。

为净化道路交通环境，全面规范
道路交通秩序，强化交通噪音整治力
度，有效遏制机动车乱鸣喇叭交通违
法行为，当天，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全警
上路，开展“机动车乱鸣喇叭专项整治
行动”。据了解，珠海上冲检查站以
南、下栅检查站以南、珠海大桥以东区
域属于全天24小时禁鸣喇叭区域，珠
海交警围绕上述范围以点带面开展针
对性执法，用实际行动回应群众关切
的机动车噪音污染问题。

“有的司机缺少耐心，在小路
口稍停一下等行人通过就不停按
喇叭催促。”——市民容敏慧大姐

走在路上，相信不少市民有被身
边突然响起的汽车喇叭“吓一跳”的不
愉快经历。司机乱鸣喇叭是一种不良
驾驶习惯，更是不文明行为，会给周边
的居民带来困扰，严重的还会导致矛
盾纠纷，甚至影响道路交通秩序。

南屏路口属于高架桥和地面道路
组成的立体交通节点，是连接珠海东
西部交通的“要津”，这里西接珠海大
道，上连金琴快线，道路交通异常繁
忙。当天记者看到，一旦路口遇到交
通拥堵或通行迟缓情况，容正慧和7名
路面执勤同事就会通过简洁、流畅、明
了的手势和口哨，配合路口红绿灯调
度的“组合式指挥信号”，保障城市交

通的安全通畅。
但和谐的画面总会受一些不和谐

因素影响，有司机因拥堵而心急，不耐
烦地按响喇叭催促前车加速前行，这
些喇叭声干扰了交警的交通指令，扰
乱了其他司机的驾驶心情，同时对
附近居民产生了噪音污染。

“南屏这边汽车鸣喇叭噪音扰民
的情况一直存在，我们社区的值班岗设
置了4个多月，岗点离小路只有2米距
离。有的司机缺少耐心，在小路口稍
停一下等行人通过就不停按喇叭催
促。有时候，我们和附近商铺老板上
前抗议，他们态度比‘老虎’还凶，但是
今天遇到交警同志上前给他们提醒，
这些司机就变成了‘绵羊’。感谢交警
帮街坊发声，阻止了噪音扰民。”11时
15分，南屏社区居民、社区防疫志愿
者容敏慧大姐感慨地说。

在南屏街口中国石油加油站防疫
岗点附近，一条名为环屏路的小路从
这里汇入珠海大道主路。当天，容敏
慧和三名同事正认真在岗点内执勤。
但从小路驶出的车辆和主路上过往的
汽车不停制造此起彼伏的喇叭声浪，
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精神状态。

“在汽车喇叭声比较明显的路口，

噪音级别保持在85至100分贝，而这
个量级的噪音，对人的心理和生理都
会造成伤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有关
负责人介绍。

记者12时守在该地段观察记录，
发现5分钟内小路和主路上有多达20
辆经过的汽车乱鸣喇叭。记者从珠海
交警部门了解到，香洲区作为珠海主
城区，早已明文规定全区禁止鸣喇叭，
上述司机乱鸣喇叭行为属于交通违
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8项之规
定，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或者路段鸣
喇叭的，处以罚款150元。

“汽车喇叭是交流信号，司机要
善意利用，而不是恶意乱用。”——
市交警支队“交通观察员”曾镜权

维护珠海交通文明风气，需要包
括广大司机在内的全体市民积极参与
和支持配合。作为珠海市民代表，市交
警支队“交通观察员”曾镜权多次参加
过珠海交警组织的交通文明活动，对乱
鸣喇叭等交通不文明行为有过深入观
察和调研。

“广大司机日常就要养成文明驾

车习惯，才不会出现下意识按喇叭的
情况。”曾镜权说。

曾镜权是中国邮政珠海分公司的
一名“趟班司机”，因为工作关系，他每
个月要开车行驶超过5000公里。曾
镜权更是一名拥有20年驾龄、没有任
何违章记录的“模范司机”。

“汽车喇叭声有多刺耳？车里车
外的感受简直是‘两重天’。作为一名
常年在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老司机，我
十分赞成换位思考处理问题。”曾镜权
说，车辆对外部声音有隔离效果，坐在
车里的人感觉不到喇叭有多大声音。
但车外的行人，冷不丁听到高分贝的
喇叭声会被吓一跳。

曾镜权认为，司机在路上鸣喇叭
的情况当然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要
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汽车喇叭和灯光
信号是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司机和路
人、司机和司机之间的两种交流方式，
要善意利用，而不是恶意乱用。他举
例说，“有一次我开车在健民路口等红
灯，前车司机忘记拉手刹，自己没注意
还在看手机，导致车辆发生后遛。这
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撞车，我鸣喇叭是
善意的提醒，也是必要的。”

对部分司机乱鸣喇叭制造噪音的
行为，曾镜权表示，他和同事开车在路
上经常遇到，也对此深恶痛绝，大家都
支持交警部门严厉打击这种不文明驾
驶行为。

曾镜权介绍，他所在的邮政车队
有50多名司机，大家每个月开车里程
都超过4000公里，一直以来都是规范
驾车。每周车队会组织复盘会，大家
交流安全开车经验。“我们车队每年
200多万公里无驾驶事故，大家从中总
结出平安驾驶的经验，分享给广大司
机：开车不是儿戏，开车上路就要保持
礼让之心、平和之心，千万不要乱按喇
叭，不要让冲动的情绪左右你手里的
方向盘。”曾镜权说。

“开车走遍各地,‘粤C’这边
风景独好！”——珠海“网络大V”
李瑞海

“平时堵车的时候，后方车辆如果
一直鸣喇叭催促，司机本身不悦的心
情因此会变得更加烦躁，在愤怒的心

情下，容易产生不可控制的后果。抖
音上有司机互相较劲的视频，很多都
是乱鸣喇叭惹的祸。”珠海本地知名网
络大V“珠海大李哥”说。他在新浪微
博有22万粉丝，积极参与民生、城市治
理等话题，在网络上很有号召力。

“珠海大李哥”本名李瑞海，是一
家外企驻珠公司的CEO，也是珠海市
第十届人大代表。“我定居珠海30年
了，见证了珠海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
随着人口增长和全市汽车保有量的节
节攀升，车多人多，城市交通秩序遭遇
重大挑战。这么多年，珠海的交通情况
和交警上路执勤情况为人称道，说起

‘珠三角’各城市交通，我的个人体验
是：开车走遍各地，‘粤C’这边风景独
好。”李瑞海爆出“金句”。

说起乱鸣喇叭的危害，李瑞海深有
感触。他举例说，金鼎路的驾驶证考试
练车场路段是他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
地。“这个路段有很多新手在路上学车，
部分路过的老司机有欺负‘菜鸟’的恶
习，故意在超车时连续鸣喇叭，这种行
为无疑增加了新手的压力，人为制造了
紧张。我去年在微博曝光了这种恶劣
行为，珠海交警马上联系了我，了解情
况后，专门在该路段设立了交警执勤
岗。目前，这种恶意鸣喇叭的行为得到
了遏制。珠海交警反应很迅速，警民互
动做得很好。”李瑞海说。

李瑞海建议进一步增强“警民互
动”来辅助交警的整治行动，“珠海交警
可在公众号上开设‘快速举报通道’，方
便广大市民和司机一旦发现有司机恶
意鸣喇叭的行为，及时取证举报。”

李瑞海表示，乱鸣喇叭的行为很
好认定：正常情况下，车辆行经医院、
学校、居民小区等区域，乱鸣喇叭肯定
是一种不文明行为。最近有新闻报
道，一辆工程搅拌车在等红灯时对礼
让行人的前车不停鸣笛催促，珠海交
警接到热心网友举报，取证查实后开
出首张罚单。“我认真看了举报视频，
实话说，交警罚得好，大快人心。”

“泥头车的喇叭音量大，突然一响
喇叭，人坐在车里都会吓一跳。对这
类车辆，我都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
态度敬而远之。”李瑞海说。他认为，
珠海交警对泥头车司机乱鸣喇叭的行
为进行处罚，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交警在南屏路口指挥交通。 本报记者 李建束 通讯员 杨小江 摄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5月 25
日上午，湖心新城第二批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举行开工仪式。该批项目总
投资约15亿元，涉及公园、道路、市
政配套等9项建设工程，建成后将进
一步完善湖心新城片区的基础设施
配套。

本次开工建设的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共有9项，包括广安路、腾晖路
（翠湖路-湖心路段）、白藤四路以南
排水工程、腾福路、幸福河公园二期、
月湖路、腾晖路（福安路-星湖路段）、
星湖路以东市政配套工程和红心路，
主要涉及 11条道路，总长约 8.4 千
米；以及1个面积约19.7万平方米的
公园，1条约4.2千米长的暗渠和2座
泵站。

该批项目施工方建泰建设有限
公司珠海西部区域负责人董彦会介
绍，目前广安路、腾晖路（翠湖路-湖
心路段）两项工程已开工建设，建设工
期为600天。“广安路长约1千米、腾
晖路近300米长，这两条道路是整个
片区整体发展的基础设施，包括软基
处理、市政管网、路基、路面施工等，马
上要进入软基处理施工。”董彦会介
绍，其余 7项工程处于可研报批阶
段。为加快项目推进，施工图设计等
工作目前正同步开展。

据了解，湖心新城位于珠海西部
生态新城中心腹地，将打造成为高铁
新城“起步区”、滨江特色生态宜居示
范新区和片区级商贸文化中心。根
据规划，湖心新城区将建设医疗设施
2处、学校19所、邻里中心8处、社区
体育公园3处，其他基础设施45处。
目前，湖心新城范围内道路总长度约
20.6千米，具备通车使用条件的道路
约9.6千米。金茂中小学、湖心小学
主体建筑已封顶，湖心金茂悦商业中
心正在进行软基处理，白藤市民公园
部分建成投入使用，幸福河生态公园
计划在8月底前完成收尾工作。

斗门区湖心新城第二批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开工
涉及公园、道路、市政配套

等9个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