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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杨小江
报道：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部署
要求，珠海交警部门于4月1日至7月
10日开展“文明交通建设百日行动”。7
月12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
悉，行动中，珠海交警以“三个一”为抓
手，即每周开展一次全市性整治、每周
组织一次随警采访、每周进行一次不文
明违法行为曝光，充分发动全社会力量
参与交通文明治理。

行动期间，交警部门重点针对违
停、行人及非机动车闯红灯、乱穿马路、
驾乘摩托车不戴头盔、乱鸣喇叭、非法
改装等不文明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据
统计，为期100天的文明交通建设活动
中，珠海交警共教育、查处各类不文明
交通违法行为99796宗，进一步提升了
珠海交通参与者的素质和城市文明交
通水平，有效巩固了珠海文明交通建设
工作成果。

创新勤务严执法：
打造10条文明交通“严管路”

文明交通，执法为绳。珠海交警在
全市打造人民路、梅华路、迎宾路、九洲
大道、港湾大道、南湾大道、珠海大道、
机场路、中兴路、珠峰大道10条文明交
通“严管路”，上述道路竖有“严管路”醒
目标识牌，交警部门以“严管路”为依
托，向全市辐射铺开，每周开展一次整
治，各辖区结合大队勤务安排，灵活开

展日常整治。
珠海交警创新勤务模式，利用异地

用警、交叉用警、机关警力支援基层等
方式，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与深度。

据统计，行动期间，珠海交警共教
育、查处部分司机和市民不文明交通违
法行为99796宗，其中违停57745宗、打
尖插队351宗、不礼让斑马线831宗、乱
鸣喇叭2199宗、滥用远光灯135宗、非
法改装噪音扰民153宗、行人及非机动
车乱穿马路22858宗、冲红灯15524宗。

宣传教育全覆盖：
让交通安全“文明之风”在全市盛行

文明交通，普法先行。百日整治行
动期间，珠海交警通过路面执法与教育
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纠正部分司机和

市民的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交警针
对不同的群体有的放矢，开展形式多样
的文明交通安全教育活动。

针对中小学师生、家长，珠海交警
举办了“高新区中小学生交通安全知识
竞赛”“香洲区文明交通手册派发仪式”
等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向各中小学校派
发交通安全手册2万份，起到了“小手拉
大手”的宣传教育作用。

针对我市西部农村地区交通参与
者，尤其是“一老一少”、外来务工人员，
交警部门开展“金湾区交通安全宣讲”

“美丽乡村行电影下乡活动”等。组建
“交通安全宣讲团”，邀请专业讲师在金
湾区巡回宣讲。同时，还在斗门区全面
铺开“美丽乡村行电影下乡活动”，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交通安全电影为切入点，

通过现场有奖问答、现场讲座、现场答疑
等方式面对面开展农村地区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工作。目前，金湾区“交通安全宣
讲团”已开展活动10场，覆盖人群1436
人。斗门区“美丽乡村行电影下乡活动”
已开展12场，覆盖人群3400人。

交警部门还每周开展一次全市统
一整治行动。每次整治行动前，交警部
门利用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互联
网平台发布执法预告，对驾驶员进行精
准提醒。统一行动后，利用自媒体及主
流媒体平台对执法情况进行通报，对违
法案例进行曝光，对典型事故进行公
布，加强舆论引导和监督。

源头治理“停车难”：
科学规划一批停车位

源头治理，为民之本。珠海交警部
门开展交警进社区服务，主动联系镇
街、村居及辖区城管部门，认真摸排，科
学规划一批停车位，道路挖潜“应划尽
划”，从源头上缓解“停车难”问题，百日
整治行动中新增划停车位4864个，规划
夜间停车位5191个。

另外，交警部门对辖区内行人乱穿
马路较多的路段进行排查，积极完善机
非隔离护栏，通过硬隔离，进一步遏制
行人、非机动车乱穿马路等现象。目
前，共完善护栏9500米。

同时，为了解决“僵尸车”长期占用
城市公共资源问题，改善珠海市容环境
卫生，提升公共资源利用率，交警部门
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僵尸车”攻坚
整治行动，对辖区内“僵尸车”进行摸
排，达到报废标准的由交警部门进行集
中清理，百日整治行动期间已清理“僵
尸车”86辆。

全市“文明交通建设百日行动”收官
珠海交警共教育、查处各类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99796宗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 通讯员陈
舒浩报道：7月12日，珠海边检总站
万山边检站联合驻地政府、海警、渔
政等部门在万山海域开展海上执法
演练活动，检验海上联防联控工作
机制，强化海上处置突发事件作战
能力。

为确保演练活动有效开展，万
山边检站事先联合各部门进行认真
研讨，制定了周密详细的应急演练
预案，并设立联合指挥组、协调处理
组、后勤保障组等多个作战单元，明
确了各单元职责要求。其间，联合
演练小组主要模拟了海上涉疫船舶

人员处理、船舶非法出入境、失事船
只紧急救援等突发情况，开展了应
急机制启动、联合封锁管控、海上联
合搜救等科目演练。

据了解，此次演练共出动执法
船艇6艘、执法人员共计30余人。

“联合演练行动充分发挥了多方职
能优势，检验了涉海各部门间的联
防协作能力。”万山边检站相关负责
人介绍，“下一步，万山边检站将深
化与驻岛各部门的海上行动协同配
合，保持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的
高压态势，筑牢海上疫情安全防线，
全力保障珠江口海域的安全稳定。”

联合演练小组编队。 本报记者 程霖 通讯员 陈舒浩 摄

（上接01版）

市政府副秘书长黄芸：

发现初筛阳性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连
夜对应急处置工作进行调度，抢抓应急处置“黄
金24小时”。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流调溯源，划定
临时管控区域，对涉疫人员和场所实施分级分类
管控，统筹做好人员核酸筛查及健康管理、重点
场所终末消毒等工作。

一是迅速划定管控区域。按照“先大后小、
先紧后松”的原则，7月11日晚连夜将香洲区吉
大街道全域以及凤山街道东坑社区健民路、金琴
快线、珠海汪之洋饮料公司、凤凰山围合区域划
定为临时管制区。管制区域内每天开展一轮全
员核酸检测。

二是迅速开展流调溯源和重点人员管控。
坚持边流调边管控，在流调的同时及时摸排密
接、次密接者，加快人员转运隔离。截至7月12
日凌晨4时，海莲幼儿园7月以来在园的166名
幼儿和33名教职工及其同住家属，已全部转运
至隔离酒店集中隔离。截至12日17时，本次疫
情累计判定密接698人，已全部追踪到位（本市
纳管665人，通报外省市落实管控33人）；累计判
定次密接576人，全部追踪到位（本市纳管 556
人，通报外省市落实管控20人）；对6894名重点
人员按要求赋黄码，要求落实核酸检测；判定重
点场所22个并全面加强管控。

三是迅速开展重点区域大规模核酸检测。7
月11日21时，连夜启动香洲区凤山、吉大街道
重点区域人员核酸筛查，截至12日8时，已完成
核酸采样122296人，结果全部为阴性。

四是全力做好风险区域的医疗保障工作。
一方面，全面摸排风险区域和临时管制区人员中
特殊医疗需求患者底数，及时提供持续性医疗服
务。另一方面，全力做好风险区域人员基层医疗
保障服务，全市已组建9支基层医疗保障队伍，
公布医疗保障服务热线4条，对区域内居民开展
健康巡诊，指定市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高

水平医院作为风险区域人员医疗保障定点医院
并确保救治床位、设备、人员充足，提供分级分类
诊疗服务。

五是加强社会面管控。自12日起全市幼儿
园停课，线下培训机构、托管托育机构暂停营
业。香洲区域美容美发、按摩水疗、棋牌室、麻将
馆、网吧、酒吧、KTV、剧院、电影院、健身房、体
育馆、游泳馆、游戏厅等密闭场所暂停开放；餐饮
业按照“限量、预约、错峰”的原则有序开放，接待
人数不超过最大承载量50%；进入公共场所须
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倡导市民非必
要不离珠，确需离开珠海的，持粤康码绿码和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从7月12日起，珠海连续3天开展3轮全市
全员核酸检测，切实将风险筛查清楚、管控到
位。后续将根据疫情形势动态调整核酸检测范
围及频次。

下一步，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按照“严、
早、快、灵”的原则采取最坚决果断、最严格彻底的
措施，尽快切断疫情传播渠道，力争最短时间内实
现社会面动态清零，统筹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确保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梅文华：

市区两级流调队第一时间开展联合流行病
学调查，目前我市新增的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均为同一幼儿园同班的工作人员，已收入中
大五院隔离治疗，经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确诊病例（轻型），目前情况稳定。

经初步流调，3例病例近4日活动轨迹涉及
到的主要场所有：香洲区海莲幼儿园、吉大海莲
山庄、香洲区景和街园林花园小金豆托管中心、
九洲小学、帝景万悦酒店1楼香辣蟹小龙虾（人
民西路856号）、吉大红河谷舞蹈艺术中心（九洲
大道中与吉莲路交叉口东北约60米）、景山路吉
大新天地校服专卖店1楼指定点、白莲洞公园溜
冰场、园林花园35栋、龙洲湾花园1栋、东坑黎

屋街105号、简致时光烘焙工作室（奥园广场）、
美宜佳（海莲山庄店）、吉莲花园旁临时市场、金
湾华发商都。

由于本起疫情关联到在园幼儿及教职工，个
案活动涉及场所多，且人员密集，根据目前全球
主要流行的奥密克戎毒株感染性强、传播速度快
的特征，经综合研判，后续出现续发病例的可能
性极大。

在此呼吁，请与通报病例活动轨迹有交集、
重合的市民，留意接听、查看12320专号电话及
短信，按流调工作人员要求配合做好相关的管理
措施。如发现自身粤康码显示为“黄码”，请立即
按手机短信提醒前往我市二级及二级以上医疗
机构专门设置的黄码核酸采样点，完成三天两检
或七天三检。

市教育局局长习恩民：

截至7月12日12时，我市发现的阳性个案
主要涉及香洲区海莲幼儿园。

涉疫的海莲幼儿园为香洲区属民办幼儿园，
登记手续完备。该园共有幼儿208名，教职工
35名。7月4日以来，该园在园幼儿166人，教
职工33人，现已全部集中隔离。该园落实了常
态化的核酸检测，最近一次全员核酸检测是7月
8日，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该园原定7月15日
放假。

“0711”疫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立即要求市校园疫情防控专班启动最高级别
响应。市教育局7月11日晚第一时间分析研判
校园疫情防控形势，迅速部署师生防疫工作。

一是迅速开展涉疫师生摸排，及时统计涉疫
幼儿园师生及家属名单和住址，全面梳理近日来
教学活动情况，协助做好转运、隔离等工作。

二是于7月11日晚制定下发市校园疫情防
控专班《关于进一步加强当前教育系统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部署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
园、教育培训机构、校外托管机构）暂停线下教学
和校外培训活动。目前，我市中小学校、公办幼

儿园、在珠高校均已于7月10日前放暑假；部署
承办暑期校内托管的学校暂缓组织托管工作，并
向家长做好解释沟通；各级各类学校停止举办和
参与大型培训等聚集性活动，涉及跨市活动一律
暂停举办；各高校和寄宿制学校（有留校生的）妥
善做好在校师生管理及生活服务保障工作；各在
珠高校的留校师生员工12日在校内完成一次全
员核酸检测。

三是加强对“三区”内涉疫师生的关心关
爱。建立工作台账，精准动态掌握“三区”内涉疫
师生的人数和健康状况，扎实做好师生生活防疫
物资保障。组建教师志愿者队伍，做好孩子们在
隔离酒店期间的学习及生活保障服务。此外，我
们还将给每家酒店配备1名心理教师，确保有需
要时能够开展心理疏导。

四是周密做好在珠大学生返乡工作。在疫
情发生前，教育部门已按照“愿返尽返”要求，“一
人一案”确保在珠高校学生有序离校，安全到家。

五是全面加强暑期校园疫情防控。暂停各
类学校线下教学、校外培训活动，暂缓暑期校内
托管服务。

目前在珠高校留校学生5339人，已安排7
月12日全部进行核酸检测，确保“应检尽检、不
漏一人”。接下来，全市教育系统将对校园继续
实行“围合式”管理，凭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才
能入校。

香洲区委常委、副区长容立雄：

7月11日18时50分，香洲区在发热门诊核
酸检测发现1例阳性病例，在市委、市政府的统
一部署下，香洲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迅速开展疫情处置工作。

迅速启动重点区域核酸筛查。7月11日21
时启动凤山、吉大街道重点区域人员核酸筛查，
连夜完成核酸采样，12日早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迅速开展分类管控。一是对吉大街道景山
社区海莲山庄小区，吉莲社区吉莲新村小区15栋
和23栋、C派公寓48栋，九洲社区弘发巷小区3

栋，水湾社区水松花园2栋，莲花社区莲花山小区
33栋，洲仔社区海事局宿舍8栋及龙洲湾花园1
栋3单元、海大社区景园路1号、白莲社区白莲路
176号55栋、怡景社区景和街73号37栋2单元；
凤山街道东坑社区黎屋街95号、97号、103号、
105号、107号、113号、115号、117号；香湾街道
水拥社区水拥坑新街52号；翠香街道福宁社区青
竹花园35栋，康宁社区香溪庄27栋；拱北街道粤
华社区海安园小区20栋3单元；前山街道逸仙社
区嘉信苑2栋1单元，实行“足不出户、服务上门”
等临时管控措施。二是对吉大街道吉柠路、吉莲
路、九洲大道中、景山路、珠宾巷及石景山围合区
域和九洲社区弘发巷小区、水湾社区水松花园、
莲花社区莲花山小区，洲仔社区海事局宿舍及龙
洲湾花园、白莲社区白莲路176号、怡景社区景
和街73号大姑乸村；香湾街道水拥社区水拥坑
村；翠香街道康宁社区香溪庄；拱北街道粤华社
区海安园小区；前山街道逸仙社区嘉信苑小区，
实行“人不出区、错峰取物”等临时管控措施。三
是对吉大街道全域以及凤山街道东坑社区健民
路、金凤路、珠海汪之洋饮料公司、凤凰山围合区
域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据介绍，以上临时管控措
施暂定7天，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暂定3天，将根据
疫情进展、防控需要进行动态调整。

立即启动全区大规模核酸筛查。7月12日8
时至20时，对辖区范围内常住居民和流动人员开
展全区大规模核酸筛查，共安排采样点312个。

全力做好临时管控区域和临时交通管制区
内居民生活物资和就医保障。香洲区按照应急
预案，成立了社区管控、物资保障、医疗救治等工
作组，确保物资配送及时到位，群众就医需求能
够得到及时妥善解决。实行“足不出户、服务上
门”等临时管控措施的区域，相应物资全部由我
区街道干部点对点上门配送；实行“人不出区、错
峰取物”等临时管控措施区域，居民可以定时下
楼领取网购物资；临时交通管制区内农贸市场、
商场超市等物资保障供应场所和快递（外卖）服
务正常运营。

12日0至12时新增两例本土确诊病例

“文明交通建设百日行动”中，交警在指挥车辆平安通行。本报记者 李建束 摄

万山边检联合多部门开展海上执法演练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杨小江
报道：记者从7月12日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召开的夏季突出交通违法行为专项
整治百日行动（以下简称“专项整治百
日行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全力稳
定夏季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根据公安
部、省公安厅统一部署，7月12日，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决定从即日起至9月30
日，组织开展“专项整治百日行动”。本
次行动包含酒驾醉驾集中整治百日整
治行动、公路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专项
整治百日行动、农村交通安全大宣传大
警示大教育集中行动等三大内容。

坚持“三必查”“一车三查”
重拳打击酒驾醉驾违法行为

当天新闻发布会上，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交管科科长许宏文解读了“专项整
治百日行动”实施方案。他介绍，在酒
驾醉驾集中整治百日整治行动中，珠海
交警部门将针对公路交通安全特点，紧
盯“两客一危一货”、6座以上小型客车、
摩托车等重点车辆，从严查处一批酒驾
醉驾违法犯罪行为，有效治理一批“人、
车、路、企、事”交通安全隐患，确保涉及
酒驾醉驾的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

比下降，力争实现公路交通事故死亡人
数明显下降，不发生较大以上交通事故
的工作目标。

许宏文表示，本次行动珠海交警将
一如既往地加强执法打击。将采取每
周“3+3+1”酒驾醉驾查处勤务模式，即
3天全省统一行动、3天各交警大队随机
夜查和至少1次下半夜行动，周末（五、
六、日）夜间、中秋节假期为全省统一行
动时间；保持每天不少于一处随机设卡
检查、每周不少于一次下半夜行动。

珠海交警还将坚持落实周末、节假
日期间、大型活动安保期间酒驾“三必
查”工作机制，针对性加强执法检查；要
坚持“一车三查”，在检查酒驾醉驾的同
时，同步查处超员、不系安全带（不戴安
全头盔）交通违法行为，带动提升路面
整体管控效能。

优化勤务加大执法力度和密度
严防公路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

在夏季公路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
专项整治百日行动方面，珠海交警将重
点针对八大类车辆及不文明违法交通
行为进一步强化易肇事肇祸重点违法
整治。即：公路客运、旅游客运车辆；危

化品运输车；重中型货车；拖拉机、低速
货车、三轮汽车；6座以上小客车（重点
是面包车、商务车）；摩托车；禁鸣喇叭
示范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违规在道
路上行驶。

为加大执法力度和密度，珠海交警
进一步优化勤务部署。调整优化夜间
勤务部署，落实网上网下结合的巡控查
控机制，坚持视频巡查与路面巡逻相结
合，加大一早一晚及周末、节假日等重
点时段和事故多发、违法乱象突出等重
点路段的巡逻检查频次和密度，以提升
执法管控效能。同时，交警部门将联合
交通运输部门共同打击货车超载，联合
乡村农机“两员”和交通部门农村公路

“专管员”共同劝阻“双违”等突出违法
行为。

为加强源头治理，交警部门将充
分依托“企业画像”、支队重点车辆管
理等系统，加强对重点车辆和运输企
业安全隐患的排查，并督促企业落实
隐患整改。交警将加强与业主单位
的沟通联动，督促高速公路经营管理
单位加强高速公路入口的管理，严格
防范严重超限超载轻型货车驶入高
速公路。

开展“五大曝光”宣传活动
助推交通安全大宣传大警示大教育

在农村交通安全大宣传大警示大
教育集中行动方面，行动期间，珠海交
警将每月集中通报一批终身禁驾人员
名单、“违法王”累犯车辆、高风险运输
企业、事故多发路段、高风险路段以及
典型案例（简称“五大曝光”）。每周至
少进行一次主题宣传活动，每月至少召
开一次主题发布会或形成新闻报道，营
造浓厚的交通文明宣传氛围。

奖惩分明，教育警示作用会更加凸
显。为此，珠海交警以“零酒驾”创建工
作为抓手，聚焦典型案例开展集中警
示。珠海交警将从香洲、拱北、南湾、金
唐等交警大队各推选2个社区、2家运
输企业、3个单位作为“零酒驾拟创建示
范单位”，从金湾、斗门、高栏港交警大
队各推选4个行政村、1个社区、1家运
输企业、1个单位作为“零酒驾拟创建示
范单位”。

上述单位选出后，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会从中选出10个社区、10家运输企
业、10个单位、10个行政村作为珠海市

“零酒驾拟创建示范单位”并向社会公布。

珠海交警开展夏季突出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百日行动

加大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查处力度

（上接 01 版）王伟中强调，各地
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坚持“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
总方针，坚决防止麻痹思想、厌战情
绪、松劲心态，按照省委工作部署，
毫不放松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要坚持早发现、快处置，发生疫
情的地市要坚持“以快制快”，迅速

“围住、捞干、扑灭”，尽快实现社会
面动态清零；未发现疫情的地市要
及时查漏补缺，确保一旦发现疫情
能够高效应对处置；加强省内各市
和省际联动协查，严防疫情外溢。
要织密织牢常态化疫情防控严密防
线，强化粤港澳联防联控，加强对跨
境司机、接驳司机和渔民等高风险
人员防控管理，加强反偷渡反走私
工作；强化区域协查，做好涉疫地区
入粤人员落地排查和分类健康管
理，坚决防止输入风险；强化学校、
公安司法监所、托幼园所、福利院等
重点场所、特殊单位防控，完善基层
防控体系。要提高科学防控、精准
防控水平，最大限度减少对经济社
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坚
决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李斌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抓实抓细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采取科学精准有力

的措施，以最快的时间、最小的成本，
有效控制住疫情。要坚持“露头就
打”，采取强有力手段，第一时间集中
力量控制住疫情，尽快实现社会面动
态清零。要坚持“以快制快”，以核酸
检测快速排查区域潜在风险，以流调
溯源追踪管控风险人群，落实24小
时“日清日结”要求。要坚持“并联推
进”，落实好社区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强化各部门联合研判，同步进行追
阳、隔离转运、场所封控等措施。要
坚持“统筹协调”，在落实社会面管控
的同时，保障企业生产、产业链运转，
保障高、中、低风险区社会基本运行、
群众生活、群众就医。

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张虎通报了全省疫情防控相关工
作情况。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
各地级以上市。省领导林克庆、张福
海、陈建文、袁古洁、张晓强、王瑞军、
陈良贤、张新，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
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
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
委、政府和省委横琴工委、省政府横
琴办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市委书记、省委横琴工委书记
吕玉印，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志豪，
市委副书记李彬等在珠海分会场参
加会议。

（徐林 吴哲 李凤祥 岳宗 符
信 李栋 李森）

以更快更严更实的硬措施
迅速扑灭本土疫情
全力打赢疫情防控硬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