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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丹灶镇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联合金宁、

良登、东升社区联络站的人大代表，针对城区道路

公共停车位被乱占用的情况开展调研。丹灶镇人

大主席、镇中心联络站站长陈滔元，镇人大副主

席、镇中心联络站副站长刘家僚，以及交警、城管、

市政等部门负责人参与。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

吴玮琛 通讯员/梁慧好）5 月

17 日凌晨 1 时许，丹灶城市

管理局值班人员（以下简称

“值班人员”）在处理完工作

返回单位途中，发现一名小

男孩躲在丹灶城管中队的墙

角处哭泣。值班人员马上将

男孩带回单位，并及时与其

父亲取得了联系，助男孩与

家人团聚。

值班人员与男孩交流时，

该男孩一直处于抽泣状态，无

法进行有效沟通。值班人员

不断安慰他，并递上一杯温

水，让他平复情绪。在随后的

交谈中，男孩向值班人员说出

自己深夜离家的原因。

该男孩今年 10 岁，家住

附近某小区，因与家人闹矛

盾，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由

于晚上天太黑，小孩又无处可

去，越走越害怕的他只好躲在

城管中队外的一个角落。值

班人员稳定男孩的情绪后，让

其提供家人电话号码，并迅速

与其父亲取得了联系。此时，

男孩的家人正因为男孩的离

家出走而焦急万分，接到值班

人员的电话后，表示立即前往

中队接男孩。

男孩的父亲赶到中队后，

丹灶城管局的值班长郭伟杰

单独对其进行劝说，希望他不

要过分责备孩子，应加强与孩

子的沟通并给予关爱。经过

郭伟杰的教育，男孩与父亲的

矛盾终于化解，男孩父亲也意

识到自己的教育方式不对，表

示以后会改进教育方式，并对

值班人员的热心帮助表示感

谢。

丹灶城管执法人员提醒

各位家长：十几岁的孩子正处

于青春的叛逆期，家长要尊重

孩子的意愿，多聆听孩子的想

法，了解孩子内心深处的真正

需求，学会用恰当的方式关爱

孩子。在教育孩子时也应及

时察觉孩子的心理变化，注意

沟通交流的方式方法，对其耐

心教导。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吴玮

琛 通讯员/冯杰成 摄影报道）日

前，南海交警大队丹灶中队（以下

简称“丹灶交警中队”）在工业大

道银丰路口设卡查车，查处超标

电动自行车、无牌无证摩托车。

接下来，丹灶交警中队将在丹灶

各个主要干道进行多次设卡查

车，严查无牌无证、超标车辆上路

的违法行为。

“请把车开到路边配合检

查。”当天上午，丹灶交警中队在

设卡检查时发现一辆无牌无证的

摩托车在路面行驶，便将其叫停

检查。经检查，该摩托车车主未

佩戴头盔并无法出示相关证件，

该车辆也未有悬挂号牌。“无牌无

证上路很危险，确保出行方便的

同时也要注意个人安全。”丹灶交

警中队民警对摩托车车主进行教

育，并要求其要按照规定办理相

关手续。

随后，交警发现一辆无证无

牌的电动自行车在路面行驶，立

即指引驾驶员到路边配合检查。

经检查，该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未

佩戴头盔、未按照规定行驶在非

机动车道，且未悬挂号牌，“电动

自行车必须在指定的非机动车道

行驶，切勿行驶到主干道上，开车

上路必须佩戴头盔。”民警提醒该

驾驶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注册

登记电动自行车信息，并按照规

定依法开车上路，确保自身和他

人的安全。

目前，佛山正实行电动自行

车注册登记，今年8月1日前未注

册登记电动自行车禁止在辖区内

通行，届时超标电动自行车上路

将面临相应处罚，最高可被罚款

2000元，情节严重者将被扣车。

丹灶交警中队民警提醒广大市

民，电动自行车应按照规定注册

相关登记事项，驾驶人应当遵守

交通规则，驾驶电动自行车时佩

戴安全头盔并做好安全防护，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严查

各类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

吴泳 通讯员/冯杰成）近日，

一大货车于西二环高速出口

不慎侧翻，货物散落一地，造

成该路段交通堵塞。南海交

警大队丹灶中队（以下称为

“丹灶交警中队”）警辅人员

迅速到场，联合清障部门开

展清障工作，5个小时后该路

段恢复正常通行。

5月 11日 11时许，丹灶

交警中队接到警佛山110接

处警系统指令，根据群众反

映，在西二环高速出口环形

岛处有一辆货车侧翻，货物

散落地面，影响过往车辆通

行。接警后，丹灶交警中队

副中队长李苍盛立即带领值

班警辅人员到达现场处置。

到场后，警辅人员发现

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停在路

中间，车上货物侧翻在路上，

玻璃碴散落一地，占据了桂

丹路辅道三水往桂城方向出

口一整条车道。现场交通秩

序混乱，环岛周边道路拥堵。

“除了进行交通疏导，还

要迅速对现场进行清理！”

见状，李苍盛立即安排警辅

人员对环岛周边道路进行

交通管控，同时一边对车辆

进行人工指挥疏导，指引过

往车辆绕道行驶，一边通知

相关部门对散落货物进行

清理，在半小时内火速清理

出一条车道，让现场车辆得

以通行。经过警辅人员及

清障部门近5个小时不间断

清障作业，现场交通秩序恢

复正常。

货车驾驶员徐先生说，

车上装载的是某啤酒厂的空

玻璃瓶，重量约29吨，并未超

载。“车上货物在出车前已经

确认捆绑牢固，并且用帆布

包好。”徐先生表示，由于自

己长期走同一路线对路况熟

悉，在驶出高速路口后经过

环岛时，便放松了警惕，转弯

车速过快导致车辆重心偏

移，车上货物掉落在地上。

所幸当时周边并没有行人和

车辆，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

果。

丹灶交警中队提醒，大

货车在装载了货物后，重心

比较高，尤其在通过急弯陡

坡路段时，如果不注意提前

降低车速，车上货物可能会

因惯性产生移位，从而超出

车轮、车板的支撑力，造成侧

翻事故，希望广大驾驶员务

必时刻谨记交通安全，遵章

行驶，安全出行。

男孩深夜负气出走
城管队员助其回家

货车侧翻货物散落
交警清障保畅通

镇人大代表调研城区道路公共停车位被乱占用情况

加大整治力度 缓解停车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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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实施合理化停车收费，

避免‘僵尸车’长期霸占停车位。”

在随后开展的调研会现场，有代表

建议，职能部门可从完善车位标

识、加强路面巡查和僵尸车清理、

加大科技投入建设等方面入手，同

时增加对各类车辆的管理和违法

现象的曝光度。。

“想方设法，尽一切可能盘活城

市道路公共资源，提升道路空间使

用率。”代表们还提出，要强化“门前

三包”责任落实，提升沿街单位及经

营户“管好自家事，共建文明城”的

意识；加强对市民的宣传教育；科学

规范设置摩托车和非机动车停车

位，最大限度满足市民停车需求等。

“乱停放的乱象并非一日形

成，而要根治‘顽疾’，需要提升市

民的素质以及管理部门的执法水

平。同时还要不断加强文明停车

宣传力度，引起各方的重视。”陈滔

元建议，人大代表应积极收集市民

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同时进行梳理，

形成代表议案、建议或调研报告后

提交给政府。

刘家僚表示，未来还将与职能

部门积极沟通，进一步明确落实部

门主体责任，开展联合执法，同时

形成长效管理机制，不断强化车辆

乱停放整治，打造有序、安全、畅通

的城市交通环境。

据悉，镇人大办会将本次调研

情况及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形成

调研报告，转交镇政府研究处理，

加强车辆乱停放整治力度，进一步

解决市民停车难的问题，从而提升

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努力营造整

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本次调研主要实地走访

了城区富民路、民丰路等路段，

一行人发现摩托车、自行车、三

轮车等占用道路公共停车位的

现象并不少见，导致出现城区

交通秩序混乱、市民停车难等

问题。

“这些摩托车、自行车停

放在机动车停车位上是不规范

的，要加强对市民的宣传指

引。”“像这种‘报废’的自行车

不应该占用公共资源。”刘家僚

在丹灶农贸市场附近路段调研

时表示，接下来要联动职能部

门，对影响市容乱象开展系列

整治，提升城市面貌。

参与调研的人大代表和

相关部门负责人也纷纷提出

自己的建议和改进措施，希

望通过本次调研，让职能部

门对城市道路公共停车位被

占用问题更加重视，进一步

出台解决方案，提升城市综

合管理能力。

将联动部门整治市容乱象

缓解市民停车难题

文/珠江时报见习记者吴泳通讯员杜嘉雯

电动自行车上牌须知

丹灶市民可在丹灶镇商

业大道 55 号或金沙城区桂丹

西路 10 号金莎华府 38 号铺登

记上牌，工作人员将查验车辆

（包括车辆整车编码、脚踏骑

行功能、铭牌以及核对合格证

参数等）。

查验合格后，录入相关信

息。随后，申请人进行缴费、

选取号码（银色号牌随机 5 选

一 ，蓝 色 、黄 色 号 牌 按 序 核

发）。

链接 电动自行车
在哪上牌？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工作

启动后，佛山户籍居民凭个人

有效身份证、新市民凭个人有

效身份证及居住证，可注册登

记一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

的 电 动 自

行 车 每 辆

收 取 牌 证

费30元/套。

市民办理电动自行车上牌

登记服务时，如需邮寄行驶证，

需支付邮寄费用15元/套，邮寄

行驶证加号牌则需支付邮寄费

用18元/套。

个人上牌还需提供电动自

行车产品合格证书原件、购车发

票原件。如需代办，代办人需提

供身份证原件，填写委托书。

港澳人士则需提供港澳的

身份证和公安机关核发的港澳

居民居住证，或境外人员临时住

宿登记表。

■丹灶交警设卡检查过往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

■丹灶城管值班人员耐心安慰小男孩。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