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吴颖琼 美编：邱耀升 校对：罗娜 组版：戴俊杰02
2023年1月26日 星期四

□本报记者 康振华
通讯员 郭存金

新春佳节，珠海市大街小巷张
灯结彩，喜气洋洋，各旅游景点游人
如织，处处散发着浓浓的“年味”，而
温馨“年味”的背后，离不开环卫工
人的默默付出。

春节期间，香洲区市容环境管
理中心拱北街道清扫队环卫工人张
美连和往年一样，在工作岗位上度
过她的春节假期。这是她在工作岗
位上度过的第20个春节。

“路面不能有烟头、杂草、积水
等，绿化带内不能有垃圾。”即使是
假期，张美连对工作也一丝不苟。
走过张美连负责的路段，路面干净、
整洁。“过年和平常一样，我每天的

工作时间是上午5时至9时，下午2
时30分到5时30分。”她介绍道，自
己每天上午和下午对所负责的路段
各清扫一遍，然后骑着单车带着扫
帚、钳子、簸箕和刀铲等工具沿路来
回保洁，发现绿化带和地面的零星
垃圾就及时用钳子夹出来，有时遇
到一些粘在路面上的顽固污渍，就
需要用刀铲去除。

“路过垃圾箱时，则要用抹布清
洁垃圾箱，这样才能保持垃圾箱外
观洁净。”张美连说。

像张美连这样，在春节期间放
弃与家人团聚、默默坚守在自己岗
位上的环卫工人还有很多。他们尽
职尽责、迎难而上，在春节期间全
力做好全市各个区域的清扫保洁、
垃圾清运、公厕管养等工作，保障
城市干净整洁，让市民和游客能欢
欢喜喜过个吉祥年，他们用自己的
行动守护着这座城市的亮丽风貌。

记者从珠海市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了解到，为了给市民游客创造

一个干净、整洁、舒适的节日环境，春
节期间，我市有9000余名环卫工人
坚守在岗位上，清扫路面、清洁“城市
家具”、督导垃圾分类、及时清运分类
垃圾、保洁消杀公厕……他们用辛勤
劳动展现出珠海的城市风采。

据了解，珠海市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重点围绕五方面持续强化
春节期间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保障工
作。一是督促全市小区物业规范开
展垃圾分类工作并做好投放点管
养；二是加密居民小区垃圾清运频
次，做到及时清运；三是强化公园
景点、公共场所、交通场站、大型商
场等的周边道路和全市396座市政
公厕清扫保洁力度；四是提前明确
各区（功能区）年花年桔投放方式
并进行公告，保证弃物有去处；五
是督促我市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设施
企业做好全市生活垃圾处理“全焚
烧零填埋”，保障生产安全。全力
确保春节期间全市市容环境卫生干
净整洁有序。

环卫工人张美连春节期间坚守工作岗位。
本报记者 吴长赋 通讯员 郭存金 摄

坚守平凡岗位 守护亮丽风景
我市9000余名环卫工人春节在岗

本报讯 记者许晖报道：大年初
四，东澳岛游客明显增多，为了保障
广大市民游客的节日安全，万山镇
消防救援分局东澳岛消防救援站的
14名消防员集体放弃了春节休假，
留守海岛，坚持防火、灭火、救援，以
实际行动守护万山群岛。

曾羊是万山镇消防救援分局
东澳岛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今年
是他留守海岛的第三个春节。“其
实我觉得没什么，大家都是这样过
来的，我认为过年坚守岗位也是一
种幸福、一份责任。作为一名消
防员，我非常热爱我的岗位，也十
分关心岛上的消防安全形势。”曾
羊说，“春节期间守护好海岛的消
防安全，为岛内游客提供安全可
靠的旅游环境。我觉得很荣幸，
春节期间在岛上值班执勤是不可
多得的经历，同时也是一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

陈俊阳是万山镇消防救援分局
东澳岛消防救援站班长，他来自福

建三明，今年已经是他连续第 9年
春节留守海岛。“春节前夕我们组
织开展了节前消防战备教育，让大
家提高思想认知，提前进入春节消
防战备的氛围中来。我们检查维护
保养了所有的装备器材，确保各类
器材处在良好的备用状态。”陈俊
阳说，“救援站积极参与镇政府应
急办的协调部署会，了解节内期间
我站的相关执勤前置安保、巡查任
务，并组织分组排班，确保每个执
勤点的正常轮换，为春节期间岛内
的消防安全秩序夯实基础。”截至
大年初四，东澳岛春节期间未发生
火灾事故。

记者了解到，每天除了正常训
练外，这些海岛消防卫士们会定时
走访各商家，特别是岛上的餐饮业、
酒店业和各个民宿商家，检查其消
防设备是否合格，督促商家提高火
灾的防范意识。由于今年春节期间
游客大幅增加，海岛的消防任务至
关重要。因此，消防救援站队员会

携带灭火器，分批沿环岛公路进行
巡查，如发现火情及可疑的火源及
时处置。

“城市消防员的任务地点大多
在城市，海岛消防员的工作区域则
在环境不一的各类海岛，我们从事
的是岛内森林防火与救援、岛内消
防宣传等工作。”万山镇消防救援
分局局长王武利告诉记者，作为从
事消防事业 21 年的老消防员，自
己有 16 个春节假期在海岛度过。

“海岛消防员会面临与家人常态化
两地分离的考验，平时夜间不通
航，遇到恶劣天气风高浪急也无法
通航。聚少离多的思念对海岛消
防员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王武
利说，为了做好海岛消防员的关爱
工作，除去队员的轮休，该局还经
常组织亲情电话、视频等活动，让
队员们在闲暇时与家人多沟通。
如队员有家属来队的计划，也会组
织家属来队参观消防站，欣赏岛内
自然风光。

巡查环岛公路 走访各业商家

海岛消防卫士节日驻岛保障消防安全

□本报记者 苏振华

今年春节假期期间，香洲华达
工业区、旧货市场的值守工作人员
要比过去轻松许多，在辖区消防救
援分局和小型消防救援站有计划地
防火巡查与系统督导下，该区域内
各场所突出风险隐患得到有效化
解，防火形势向好。

香洲华达工业区、旧货市场曾
经是该片区的火灾高风险区域。1
月25日，记者走访这两处时看到，在
华达工业区，一度短缺的周边消防
水源设施已经得到更新或修复；室
外消防车通道已全面划线标识；车
间厂房、前店后仓，以及各类经营性
场所室内消防栓也完成整改，全部
具备了通水扑火功能。

在昌业路立才学校旁的旧货市
场，小场所违规住人现象曾普遍存在，
安全风险大。而今经辖区消防救援分
局和小型消防救援站开展警示教育、
隐患整改工作，类似现象已显著减少。

“春节期间，人手不够，一旦起
火那就糟糕了。现在大家有意识地
加强管理，降低火灾发生的风险，离
店过年也会安心许多。”当地一店铺
的店员徐女士说。

以上变化得益于街道消防部门
特别是社区小型消防救援站长期开
展的巡防与监管工作。25日，记者
走访了位于上冲社区的梅华专职消
防救援站，了解作为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队伍体系中最小单元的小型
站，是如何发挥好火灾防控“定心
丸”作用的。

加强消防力量配置
做到一分钟内出动、三分钟内到场

正月初四是梅华专职消防救援
站（以下简称“梅华站”）站长赵志强
带队开展年节保卫工作的第五天。
他告诉记者，梅华站辖区面积虽然仅
有2.9平方千米，但环境复杂、人口流
动性大，分布着华达工业区、旧货市
场及城市更新拆迁区等大批消防安
全重点区域，春节消防风险隐患问题

依然突出，防控工作时刻不能放松。
“从前五天防控情况看，辖区消

防安全形势稳定，没有发生火情火
险。”赵志强介绍，为确保年节期间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火灾防控形势
高度稳定，全市各社区小型消防救
援站加强力量配置，人员在岗在位
率比平时高出 85%，这意味着每天
至少有12名消防员在站进行战备，
车辆及其他应急装备随时可以调
用；一旦接到警情，可以做到一分钟
内出动、三分钟内到场，五分钟内扑
灭初起火灾。

开展特殊节点消防巡查
已督导整改风险隐患40余处

当日9时许，梅华站进行完日常

点名后就开始了应急值班装备维护
与当天值守巡视工作。按照春节保
卫计划，该站消防员当天需要对上
冲西和街开展巡查和火险隐患警示
宣传，督促群众做好电动车安全管
理，防范电动车火情，同时督促车主
文明停车，不阻塞占用各类消防通
道。像这样的春节特殊节点消防巡
查近期已经开展两次，队站消防监
督员已检查风险隐患单位28家，发
现并督导整改风险隐患40余处，有
效降低了辖区火灾事故发生概率。

“社区小型消防救援站规模小，
但经过发展建设，功能日益齐备，人
员变得充足，战斗力近年来有了显
著提升。我们时刻牢记职责使命，
当好基层社区的应急‘冲锋队’和突

发险情‘第一响应人’，枕戈待旦时
刻做好出警准备。”该站消防员表
示，将继续发挥好小型消防站“打
早、灭小、灭初起”的优势，巩固好
短、频、快作战基础，为市民生活安
定祥和保驾护航。

规划建设73个小型消防站
提升市民群众安全感

春节假期，我市其他小型消防救
援站也都制定了严密的消防安全保障
计划，落实充足的人员与装备，按照

“消防救援一张网”调度机制开展消防
救援等工作，保障市民假期安全。记
者从珠海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了
解到，根据消防救援“十四五”规划方
案，2022年-2024年我市规划建成73

个小型消防站，形成更加完备的消防
救援体系；按照市政府任务要求，
2022年度完成16个社区小型消防站
的建设与执勤任务安排。一批新站点
将充实我市城乡及海岛消防末梢环
节，提升市民群众安全感。

截至 2023 年 1月，我市已完成
香湾、北山、南屏、沥溪、木头冲、小
林、会同等10个小型站建设，其中香
湾、桂园、沥溪、小林等4个站已入驻
执勤。正在建设中的小型站有6个，
含斗门区4个、金湾区1个、鹤洲一
体化区域 1个。6个在建小型站目
前均已完成项目选址，当中莲洲、六
乡、白藤湖、西城1号站预计2023年
3 月完工；前进站、万山岛站预计
2023年2月完工。

消防员清点维护消防装备以保障应急装备随时可以调用。 本报记者 苏振华 摄

本报讯 记者纪瑾 通讯员何志金报
道：记者1月25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
检站获悉，1月22日至24日，该站累计验
放出入境旅客41万余人次，车辆6200余
辆次。

拱北边检站相关负责人介绍，自“乙类
乙管”政策实施以来，经拱北口岸往来的旅
客日益增多，今年春节期间出入境旅客数
量较前两年出现大幅增长，1月24日 6时
至10时，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2.6万余人
次，同比增长约52%。

为妥善应对客流高峰，全力保障出入
境旅客顺畅通关，春节前夕，拱北边检站通
过大数据分析，提前预测春节期间客流情
况，并针对性制定应对方案，灵活调整出入
境新厅的开放时间，确保客流高峰出现时，
能快速反应、迅速消峰。春节期间，该站科
学调配各执勤岗位警力，在加派前台验放
警力的同时，增设了部分处突岗位，保障春
节期间口岸管控安全。“因为提前预测到春
节期间的客流高峰，许多民警都自愿放弃
了春节期间休假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选择
坚守岗位加入执勤、备勤增援的队伍中，保
证各岗位警力充足。”拱北边检站执勤二队
队长冯宇介绍道。

24日上午10时，拱北口岸出境大厅客
流高峰仍在持续，但现场并未出现拥堵情
况。快捷通道排队5分钟可以顺畅通关，
人工通道排队不超过15分钟也可办理完
出入境手续。“已经三年没有出境旅游，今
年春节一定要带着老人和孩子去走一走，
看看亲戚朋友。通关非常顺畅，让我们很
惊喜。”内地居民陈先生带着家人排队通关
时说。

据了解，22日至23日，往来旅客主要
集中在入境方向，大多为返回内地团圆过
年的澳门居民及务工人员；24日，出境方
向旅客较入境方向多了近13%，持旅游签
注前往澳门旅游的旅客比例有所增长。拱
北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处长胡红雨介绍，自
24日起，出境方向出现持续性客流高峰，
一方面是出境旅游的人数有所增长，另一
方面回乡探亲的澳门居民及务工人员会陆
续返澳，预计27日至28日，出境客流将达
到峰值。

拱北边检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春节期
间，出境方向客流高峰一般出现在上午8
时30分至10时30分，入境方向客流高峰
集中在下午16时至20时30分，建议大家
错峰出行，避免拥堵，同时，出行前务必检
查好出入境证件及签注，确保行程顺畅。

新春前三日拱北口岸

出入境旅客大幅增多

累计验放出入境
旅客41万余人次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春节假期，天
气晴好，我市各大公园游人如织。记者近
日走访发现，大部分市民游玩时遵守文明
秩序，但也有个别市民游园的文明意识有
待进一步提升。

大年初三（24日）下午，海滨公园内人山
人海。在公园的车辆入口处，一辆小车由于
没有排队便想直接进入公园停车场，遭到执
勤人员的阻拦，直到再三告知车辆进入需排
队后，才悻悻离去；在公园正门口，一名女孩
在草地上遛狗，但却没有给宠物狗戴上口
罩、便兜，记者随及在草坪上就发现了宠物
狗留下的粪便；在该公园中心大草坪附近，
一名小男孩攀爬上树杈，身旁的家长也未予
以阻止；在公园人工湖钓鱼区，树叶、塑料袋
等垃圾飘浮在湖面上；海滨公园情侣路旁的
公园名石碑上，坐着几位休憩的老人，这类
不文明现象着实有碍观瞻。

市属海滨公园管养单位粤华园林公司
工作人员表示，这些不文明旅游行为平日
也长期存在，只是假期期间更为凸显，园方
也采取多项措施努力改善。例如采取树立
文明提示牌、温馨提示牌，由现场工作人
员、文明引导员进行劝导，加强志愿者引
导、工作人员加强清理保洁等措施。

城市承载文明，文明滋润城市。公园
工作人员呼吁广大市民和游客文明游园，
共同维护公园环境，爱护花草树木，坚决不
攀爬、折损树枝、采摘花朵，努力营造干净
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

车辆“加塞”、攀爬树木、未清

理宠物粪便

个别市民游园文明
意识有待提升

大年初三，拱北口岸出境旅客有序通
关。 本报记者 程霖 摄

我市各小型消防站春节假期筑牢安全防线

当好冲锋队 年节保平安

万山镇消防救援分局的消防员在巡查海岛。 本报记者 许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