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1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田建民 美编：赵耀中 校对：罗娜 组版：徐一华

02 民生

各小区逐步落实消防车通道治理整改措施

多个社区环境需动“小手术”

相关新闻

通 告
为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范行车秩序，现决定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起启用金唐西路西部沿海高速那洲路口、
情侣路辅线交会展二路交叉路口、机场高速辅道与机场西
路交叉路口、南琴路与香工路交叉路口、金湾路金湾高尔
夫路口、江珠高速斗门收费站路段、昌业路十二小单行路
段、水湾路单行线路段、侨光路单行线路段（东段）的交通
技术监控设备（俗称“电子警察”）。

自 2020 年 2月 10日起，上述路段设置的交通技术监控
设备抓拍的交通违法行为，公安交警部门将依法进行处
罚。请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1月13日

本报讯（记者苏振华）随着
消防车通道专项治理行动不断
推进，我市各小区整改措施逐
步得到落实。1月13日，记者
实地走访发现，打通“生命通
道”需对社区环境动“小手术”，
但这并不影响居民生活，其中
一些做法值得借鉴。

仅用三五天已扩宽小区大门

花团锦簇、姹紫嫣红，一株
在大门口长了13年的杜鹃花
已成为银桦路欧柏美地小区的
招牌，深受居民喜爱。本月初，
香洲区消防救援部门对该小区
进行消防车通行测试，检验消
防车通道是否畅通，由于道口
过窄、花木繁茂形成遮挡，测试
失败，小区被列为整改对象。
整改措施首当其冲是要将3.7
米宽的大门扩宽到4米以上，
这样一来，该株杜鹃花非铲掉
不可。

为确保住户生命财产及消
防安全，小区物管企业立即着
手现场勘查与改造施工，仅用
三五天时间，就将原本妨碍消
防车通行的门禁设施移开；大
门一侧立柱也被削减一半，门
口被加宽到 4.1 米；难能可贵
的是，立柱旁那株杜鹃花还
在，只是被截断一部分、移种
一段距离，花枝曼妙，依然美
丽。1月13日，记者实地走访
发现，小区居民对改造效果满
意，表示施工期间对生活并无
影响。

治理小区两处消防应急通道

新洲花园也在整改之列。
该小区门禁通道能够达到消
防车通行要求，但小区内一度

未按规定画出禁停标识标线，
没有悬挂消防设施平面指引
图；私家车挤占消防车通道的
情况也比较普遍。截至 1 日
13 日，该小区已完成初步整
改，画线、挂图工作已经完成。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线
路、图例指示，现在住户大多
能自觉避让禁停区域，仅有极
少数车主违规占道。小区管
理员告诉记者，最近他们还在
全部 9 栋单元楼张贴了楼长
消防责任卡，目前正在做楼长
工作，落实实名联系制度。接
下来，还将对小区两处消防应
急通道进行治理，尽快恢复畅
通。总结治理经验，小区管理
员说，消防工作不容懈怠，只
有小区物管尽职尽责，才能调
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消防部门将对整改小区进
行回访

此外，其他一些待整改小
区进度不一，有些进度依旧缓
慢。如人民西路南村豪苑小区，
1月3日被发现消防车无法通
过，有好几处消防应急通道被挤
占、上锁，消防部门对该小区点
名曝光。10天后，记者走访该
小区发现，仍有4处通道被单车
或小骄车占据；主要出入口（消
防车通道）扩宽工作尚未完成。

记者从香洲区消防救援大
队了解到，接下来将由辖区各消
防救援站、消防中队督促各小区
落实整改措施；对已自行清理、
整治的小区，各站队会适时进行
回访，只有通过测试，才算达标，
完成整改。

本报讯（记者纪瑾）记者
13日从香洲区香湾街道办事
处获悉，水拥社区鹏程花园脏
乱差、消防车通道堵塞等“老
大难”问题近期得以解决，辖
区居民再也不用担心消防车
通道堵塞的事了。

由于鹏程花园小区建设年
代悠久，物业管理松散，出现小
区门口车辆拥堵情况严重、杂物
乱放阻塞消防通道、小区环境脏
乱差等情况，在此居住的居民叫
苦不迭。这也使相关小区治理
工作整体推进有着较大难度。

这些问题以及居民们的迫

切需求时刻牵动着香湾街道党
员干部的心。为有效解决小区
环境脏乱差、消防车通道被堵
塞等“老大难”问题，街道相关
部门开展小区环境及消防隐患
治理工作，多次联络水拥居委
会、小区物业和业委会，多方
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统筹推
进。截至目前，鹏程花园整治
成效显著，多处已被整改，昔
日脏乱差的环境变得整洁许
多，让居民们时刻牵挂的消防
车通道堵塞问题得以解决，小
区“生命通道”畅通了，居民们
终于放下压在心头的石头。

香湾街道整治小区环境及消防隐患

鹏程花园“生命通道”被打通

本报讯（记者廖明山
见习记者吴梓昊）今年以来，
珠海交警持续加大对酒、醉
驾的打击查处力度，全市各
交警大队每晚都将开展夜
查整治行动，在全市酒驾多
发的酒吧、餐厅、商业街和中
珠交界路段加大查处力度，
春运期间每晚查酒驾到下
半夜。截至昨日，我市交警
今年已查获酒驾司机169
人，其中酒驾90人，醉驾79
人，醉驾人员全部被依法刑
拘，追究刑事责任。

1月 10 日晚，金唐交
警大队集中全队警力，在辖
区酒驾高发的金峰路、下栅
检查站、港湾大道、金凤路
分上半夜、下半夜两个时段

开展整治，共查获酒、醉驾
司机 17 人，其中酒驾 10
人、醉驾7人。7名醉驾司
机已被全部刑拘。据了解，
17名酒、醉驾司机大部分
是企业员工，查获时间主要
在下半夜。交警部门分析，
高新区近段时间酒、醉驾多
发，主要原因是年底企业年
会、聚餐较多，一些员工法
律意识淡薄，喝酒后以为下
半夜没有交警查车，侥幸开
车上路，结果被查获。

交警部门人员提醒，酒
后驾驶极易引发交通事
故。春运、春节期间，珠海交
警将每天查酒驾，每天查到
下半夜，请广大司机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不要酒后驾驶。

我市今年查获“醉猫”169人
交警部门称，春运春节期间将每天查酒驾

本报讯（记者罗汉章）本月
12日，开馆仅104天的金湾区
图书馆（新馆）进馆读者人数突
破10万人次。当天，该馆为第
10万名入馆读者赠送了一套书
籍作为纪念。

12日中午12时许，金湾区
图书馆（新馆）入口处大屏幕上
的“读者人数”不断逼近10万大
关，这让在场的工作人员激动不
已。12时10分，随着来自同一
家庭的三人迈入图书馆正门，

“读者人数”刚好达到10万整。
为了庆祝这一特殊时刻，

该馆工作人员为这幸运的一家
人赠送了一套《经典逻辑力图
画书》作为纪念。该名幸运读
者表示，他也是一名文化工作
者，此次专门从香洲来到金湾
区图书馆，打算归还看完的书
籍，再借阅一批新书。该读者
表示每个月都会带小孩过来两
三次。此次幸运成为图书馆的

第10万名读者，让他很意外也
很开心。“感谢图书馆为读者提
供了这么好的环境，希望图书
馆越办越好。”

据金湾区图书馆（新馆）相
关负责人介绍，截至本月 12
日，该馆进馆读者人数101349
人次、新增办证读者6842人、

举办读者阅读活动50余场次、
图书借还量115261册次。“这
些数据都是由读者们在金湾区
图书馆留下的每一个身影，翻
开的每一页书汇聚而成。”该人
士表示，今年春节期间，金湾区
图书馆（新馆）将正常开放（逢
周一闭馆）。

金湾区图书馆读者突破10万人次
开馆104天，图书借还量115261册次

第10万名入馆读者在图书馆合影留念。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记者宋爱华）1
月12日,备受各方关注的珠
海东桥智慧社区更新项目举
行奠基仪式，这标志着作为
珠海市三个旧改试点村之
一、东桥城中旧村更新改造
项目经过四年的推进，终于
开工建设，南屏镇东桥村村
民回迁新房的日子不远了。

当日上午10时，在南
屏镇茂丰路西侧的东桥村，
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奠基
仪式。东桥村面朝前山河，
背靠将军山，位于市内主干
道旁，可谓地理位置优越。
但相比于南屏镇其他各社
区，东桥村的经济发展一直
以来比较薄弱，尤其是近年
来周边高档住宅小区中信
红树湾等相继建成后，东桥
村落后的村容村貌与周边
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四年
前，东桥城中旧村改造项目
启动，市、区、镇三级政府高
度重视东桥项目对珠海市
城市更新政策的实践，各级
政府部门负责人多次现场
调研，协调诸多政府职能部
门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

作为东桥城中旧村更
新项目合作企业，绿景集团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始终坚
持规范运作、和谐拆迁、科
学推进，在展现专业性的同
时，最大限度照顾东桥村集
体及广大村民的实际利
益。同时，在整个旧改过程
中，东桥村领导班子充分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村民
积极配合开展旧改工作。

“正是有了各方的不懈努
力，东桥城中旧村更新改造
项目才进展顺利，成为珠海
旧改工作的典范，为今后城
市更新项目的实施提供了
宝贵经验和示范作用。”香
洲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东桥智慧社
区更新改造项目总用地面
积17.8 万平方米，新的东
桥智慧社区将打通山水脉
络，建设集活力轴心、复合
生态于一体的宜居乐活社
区，这里将拥有优质的教
育资源、绿色的居住环境、
人文的生活体验以及健康
的智慧社区，对周边经济
格局形成辐射。

珠海东桥智慧社区更新项目奠基

17.8万平方米新社区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