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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部署3400余名警力加强社会面治安巡逻防控

端午节期间珠海社会治安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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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我市2022年全国普通高考
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现决定于2022
年6月7日至9日实施以下交通管制
措施：

一、交通管制时间和路段
（一）2022年6月7日至9日每天

6:00至19:00，香洲区春晖路（梅华
西路口至梅界路口段）实施南往北
（往梅界路方向）单行。

（二）2022 年 6 月 7 日 9:00 至
11:30、15:00至 17:00，6月 8日 9:
00至 10:15、15:00至 17:00，6月 9
日 8:30 至 12:15、14:30 至 18:15，

华夏路（乐园东路口至唐南路口段）、
金湾区金城路市实验中学路段禁止
机动车通行。

二、禁止中型以上货车通行时间
和路段

2022年 6月 7日至9日每天7:
00至19:00，以下路段禁止中型以上
货车（剧毒化学品运输车、危险品运输
车、“泥头车”、混凝土搅拌车）通行。

（一）香洲区：健民路市一中路
段、梅华西路的健民路口至敬业路口
段、怡华街的创业路口至市一中南门
段、人民东路的胡湾路口至康宁路口

段、梅华东路市三中路段、创业路一
职心华校区路段。

（二）金湾区：金瀚路、金鑫路、金
城路、德城路的市实验中学高中部路
段；金湖路、闻韶路、湖滨路的广东实
验中学珠海金湾学校路段。

（三）斗门区：黄杨大道斗门一中
路段。

（四）高新区：华夏路。
三、限速禁鸣时间和路段
2022年6月7日8:40至11:30、

14:40至17:00，6月8日8:40至10:
15、14:40至17:00，6月9日8:10至

12:15、14:10至18:15，以下路段限
速30公里/小时，并严禁鸣喇叭。

（一）香洲区：健民路市一中东侧
路段、人民东路的胡湾路口至康宁路
口段、梅华东路市三中路段、创业路
市一职心华校区路段、九洲大道理工
学校香洲校区路段、香华路市一职香
华校区路段。

（二）金湾区：金瀚路、金鑫路、金
城路、德城路的市实验中学高中部路
段；金湖路、闻韶路、湖滨路的广东实
验中学珠海金湾学校路段。

（三）斗门区：黄杨大道斗门一中

路段、珠峰大道华中师大珠海附中和
理工学校斗门校区路段。

（四）高新区：华夏路的港湾大道
路口至金唐东路口段。

请高考期间驾车途经上述路段
的机动车，按照交通标志指示行驶，
服从现场交警和交通协管员指挥。
因各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繁忙，建议与
高考无关的机动车尽量避开各考点
周边道路通行。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6月2日

通 告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今年世
界环境日主题是“共建清洁美丽世
界”。6月5日上午，珠海市2022年六
五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珠
海市生态环境局大堂举行。在启动仪
式上，珠海市生态环境局与珠海市香
洲区潮联学校签约结为共建单位，共
同推动青少年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教育
及意识培养。

本次活动由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共青团珠海市委员会、少先队珠海市
工作委员会、珠海传媒集团联合主办，
珠海市公安局森林（食药环侦）分局、
珠海市环保与生态协会协办，旨在倡
导社会各界和全体市民关注生态环境
保护，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家园。

启动仪式上，市生态环境局和珠
海市香洲区潮联学校签署了共建协
议。接下来，市生态环境局将结合自
身职能特点，以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
营地（基地）——生态文明教育基地为
依托，继续选派优秀党员及团员担任
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开展环保进校园
义教服务，不断创新丰富青少年儿童
实践教育活动的形式与内容，培育青
少年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以此构建生
态文明建设全民行动体系。

活动现场，潮联学校少先队员代
表和市生态环境局合唱队分别演唱了
歌曲《让中国更美丽》《环保人之歌》。
随后，嘉宾一同点亮了启动球，拉开珠
海市2022年六五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
序幕。“市民走进生态珠海”线上活动、
环境监测设备公众开放参观、红领巾
学堂生态珠海实践教育课堂六五特别
专场、海洋保护公益讲座随即正式启
动。

与此同时，已成功举办了13届的
“市民走进生态珠海”活动，今年从传
统的线下模式转为线上进行。活动
以抖音平台为主，以观海融媒主账号
发起#2022 走进生态珠海#话题，广
大市民朋友可以通过话题参与方式，
打卡珠海最美的风景，展示生态环境
之美、低碳生活之美，一起共建清洁
美丽世界。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记者4
日从香洲区获悉，该区近期对各行业
领域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
项行动，集中整治了一批违法违规行
为，并公布8个典型案例。

1.未按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
估行政处罚案

日前，香洲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
员对某加油站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
检查，发现该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于2018年9月编制并向应急管
理部门备案，该应急预案至2021年9
月已满三年，现已逾期满7个月未进
行应急预案评估与修订。上述行为违
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执法人员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
法》第四十五条第（五）项责令该公司
限期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10000元
的行政处罚。

2.特种作业人员建筑电焊工
未持证上岗行政处罚案

近日，香洲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收到上级部门移交的检查线索，对广
东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施工的
项目，存在特种作业人员建筑电焊工
未持证上岗的情况，进行立案调查。
经核实，该项目工地特种作业人员建
筑电焊工未持证上岗，存在安全隐
患。因未造成严重后果，首次违法经
教育后整改及时较好，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
款的规定，香洲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依法对该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20000
元处罚决定。

3.危大工程作业期间项目经
理不在现场履职行政处罚案

近日，香洲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收到上级部门移交的检查线索，对某
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施工的改扩建工
程项目，存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作业期间项目经理不在现场履职
的情况，进行立案调查。经核实，在危
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作业期间项
目经理陈某未在现场履职。按照《广
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基准（工程建设与建筑业类）
（2020年版）》B406.35.1（裁量标准），
依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
全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项的
规定，香洲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
对该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11000元
处罚决定，并对项目经理陈某作出罚
款人民币1500元处罚决定。

4.电梯进行维护保养时未履
行安全管理义务案

近日，香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香
洲区某幼儿园的特种设备（电梯）进行
现场检查，经监控记录发现2021年12
月27日有人员对电梯进行维保，但维
保人员仅有1人，并且无法出示对应维
保记录。经调查核实，香洲区某幼儿园
的电梯维保公司为珠海某电梯工程有
限公司，当事人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时
未履行安全管理义务。该公司行为违
反了《广东省电梯使用安全条例》第十
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根据《广
东省电梯使用安全条例》第三十七条规
定，香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公司作
出罚款人民币10000元处罚决定。

5. 公共消防设施未进行管
理、维护、保养的处罚案件

近日，香洲区消防救援大队执法
人员根据投诉内容，对广东某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南泰明湾分公司负责管理
的小区进行核查，发现该小区存在以
下消防隐患：1.消防控制室火灾自动
报警控制器显示声光屏蔽133个，无
法正常联动；2.部分楼层应急照明灯
损坏，无法使用；3.部分室内消火栓面
板损坏，无法正常开启使用。上述消
防违法行为涉嫌违反《广东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第十六条
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根据《广东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
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香洲区消防救援大队对广东某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南泰明湾分公司作出罚款
人民币11000元处罚。

6. 消防设施未保持完好有
效、擅自拆除消防设施和堵塞安
全出口处罚案件

近日，香洲区消防救援大队执法
人员对珠海市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开
展消防安全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存在
以下消防安全隐患：1.场所北面直通
室外的安全出口疏散门前摆放桌椅，
导致疏散门无法开启，堵塞安全出口；
2.场所北面及东面墙上共2个火灾声
光警报器被拆除，存在擅自拆除消防
设施的消防违法行为；3.场所大厅内
有4个烟感探测器被防尘罩盖住，影
响探测功能，存在消防设施未保持完
好有效的消防违法行为。上述行为违
反了《珠海经济特区消防条例》第二十

六条第一款之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
第（二）项之规定。根据《珠海经济特
区消防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
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五十
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香洲区
消防救援大队对该公司消防设施未
保持完好有效、擅自拆除消防设施和
堵塞安全出口的消防违法行为分别
裁决，合并执行，作出罚款人民币
63000元处罚决定。

7.未在醒目位置公示消防技
术服务信息处罚案件

近日，香洲区消防救援大队执法
人员依法对某大学珠海学院开展“双
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
负责该场所消防维保公司广东某消
防设备检测有限公司未按要求在经
其维护保养的消防设施所在建筑的
醒目位置上公示消防技术服务信
息。该公司违反了《社会消防技术服
务管理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
定。香洲区消防救援大队对其下发
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作出罚款人民币
5000元处罚决定。

8.员工无证上岗作业行政处罚案

近日，凤山街道执法人员在安全
检查时，发现珠海某电气有限公司两
名工作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
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
业。执法人员现场拍照取证调查，并
下达责令限期整改书。经立案核实，
凤山街道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之规
定，对该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20000
元处罚决定。

香洲区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专项行动

公布8个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李鑫欣
报道：今年端午假期，珠海市公安局按
照省公安厅和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
求，提前谋划、周密组织，扎实开展安
保维稳各项工作，有力维护了我市社
会政治大局持续平安稳定。小长假期
间，全市接报违法犯罪警情同比下降
2.32%，交通事故同比下降10.82%，全
市社会治安平稳有序，道路交通顺畅。

端午小长假前夕，珠海市公安局
提前制定端午节安保维稳工作方案，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谢仁思先后两
次组织召开全市公安机关视频调度
会，对端午假期安保维稳工作进行周
密部署，细化各项安保措施，推动各项
安保工作落细落实。全市各级公安机
关民警辅警坚守岗位，认真履职，全面
落实各项安保措施。

端午节期间，全市各级公安机关
强化治安防控，社会面累计投入3400
余名警力，加强治安巡逻防控，在全市

重点场所部位及周边强化公安武警联
勤武装巡逻和“1、3、5分钟”快速反应
机制，有效提升见警率、盘查率、管事
率，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能够快速
妥善处置。

端午期间，交警部门累计投入警力
1800余人，重点加强交通疏导和整治。
交警部门一方面提前研判分析，梳理出
端午假期全市8条易堵路段，综合采取
远端提示、近端疏导、分流绕行等措施，
均衡路网流量，防止扎堆。另一方面，对
违停、超速、酒驾醉驾、无牌无证驾驶等
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查处力度。端午小
长假，全市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今年端午假期过后便迎来高考，
市公安局提早部署，制定了全市高考
安保工作方案，实施10个方面28项安
保服务举措，全面启动高考安保工
作。目前，治安及交警部门已完成对
全部高考考点的现场勘查工作，力求
为高考营造安全、平稳的治安环境。

本报讯 记者王芳 马涛报道：春
争日，夏争时。今日是芒种节气，这个
节气在农耕上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头连着种，一头连着收。芒种民间
谐音为“忙种”，一到芒种节气既要争
分夺秒忙着割麦子，又要争分夺秒忙
着栽水稻。

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之第九个节
气，夏季的第三个节气，在小满和夏至
之间，是处在转折期的一个节气。在
芒种期间，太阳将逐日靠近它在北半

球运行轨迹的最北端，北半球白昼时
间最长的日子就要到了。

芒种节气的天气特点是气温显著
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芒种时
节，珠海还处于龙舟水阶段，暴雨雷暴
大风随时上线，同时烈日与龙舟水并
存，天气只要不下大雨，猛烈阳光下气
温就会稳定在30℃以上，大家将感受
到夏天的炎热。

芒种时节天气闷热，人们常易胃
口不开，食欲减退。此时节饮食应清
淡，大家要多吃“三瓜”：堪称“盛夏
之王”的西瓜，清爽解渴、味甘多汁；
还要吃点苦瓜和冬瓜，既可清热解
毒、消暑解烦，又可健脾和中、益气生
津。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张春
生报道：为了提高辖区居民的保护
环境意识、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
拱北街道联安社区利用端午节假期
联合正方优和汇开展世界环境日主
题宣传及爱国电影宣教活动，活动

从6月3日至5日连续3天晚上在拱
北联安市民艺术中心举行。

活动开始，先播放世界环境日“共
建清洁美丽世界”主题宣传短片，教育
居民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动员辖区居民齐心协力积极投身生态

环境文明建设。随后在露天电影院
里为居民播放了《我和我的父辈》《长
津湖之水门桥》《八佰》等热门爱国题
材电影，电影里革命英雄的命运与国
家命运血脉相连，让观看的居民更加
珍惜现在和平美好的幸福生活。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谁道花
无红十日，紫薇长放半年花”。近日，
经过珠海大道的市民会发现，珠海大
道绿化带上的紫薇迎来盛花期，一簇
簇淡紫色的花朵迎风绽放，煞是好看。

记者从市城管部门获悉，珠海大
道中间绿化带主要种植的紫薇品种是
细叶紫薇和大花紫薇。细叶紫薇花、
叶较小，花色以红色系为主，花开时，
小巧的花“抱团取暖”于枝尖，花团锦
簇似火球、星火，内敛又俏皮，鲜艳又
不张扬。大花紫薇则以紫色和红色花
系为主，该品种花大、叶大，花开时，花
朵布满枝头，在枝条顶成串朝上绽放，
花色艳丽，享有“姹紫嫣红落满枝”的
美誉。虽然细叶紫薇和大花紫薇各有
特色，但它们也有相同点，那就是花盛
开时，从来不是一朵一朵悄悄地开，而
是满树满树大张旗鼓地绽放，盛开的
紫薇花，像被打翻的颜料桶，在天地间
长久地独占一片颜色，难怪宋代诗人
杨万里以诗赞颂：“似痴如醉弱还佳，
露压风欺分外斜。谁道花无红十日，
紫薇长放半年花。”

据了解，珠海市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统筹市园林绿化和市容环境管
理中心，在今年早春时节便组织珠海
大道管养单位部署养护工作。技术工
人提前逐棵逐枝剪去细叶紫薇和大花
紫薇的花果枝，起到整形和集中养分
的作用，每棵进行钻孔穴施药肥，既防
地下害虫又为紫薇生长提供充足的养
分。经过园林人精心养护，一棵棵紫
薇神采奕奕、花枝招展地列植于中间
绿化带，在群花收敛之际，珠海大道上
的4000多株细叶紫薇、大花紫薇繁花
竞放。

据了解，2019年7月以来，珠海大
道管养单位粤华园林公司不断组织园
林技术人员对道路中间绿化带持续进
行景观提升。近年来，已陆续在南屏
段、鹤洲北段、红旗段和平沙段增种了
约1200棵细叶紫薇和500棵大花紫
薇，现珠海大道全线已有超过4000棵
紫薇。紫薇每年早春落叶，春末夏初
萌发新叶后，夏、秋两季（5-9月）保持
长达数月的盛开，其间树梢上一团团
紫色、红色的美丽花簇，点缀出珠海大
道沿线亮丽景观，往来市民无不陶醉
和赞赏。

今日芒种，种下希望，收获硕果

紫薇花开惹人醉
珠海大道全线现有超过4000棵紫薇

珠海大道紫薇花开正当时。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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