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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聪

通讯员/郭沃诚 摄影报道）7月

23日下午，狮山城市管理局罗

村城管中队（下文简称罗村城

管中队）对狮山镇兴业路某在

建工地进行查封，责令限期整

改。截至目前，罗村城管中队

今年已查处违规工地10宗，渣

土运输车辆30辆，处以相关罚

款38.9万元。

7月22日，罗村城管中队巡

查兴业路旁一处在建工地时，发

现该工地在施工过程中，存在未

按要求采取扬尘防治措施的情

况，执法人员立即上前调查。经

调查，该工地位于兴业路白边村

村口旁边位置，面积约1万㎡。

现场可见，该工地大面积裸土未

作覆盖，一台钩机及几辆渣土车

正在场内运输作业，扬尘情况严

重，且该工地并

未设置喷淋系

统、洗车设备等

扬尘防治措施。

该工地负责人

梁某表示，该地块

为村集体用地，将

用于出租建设物业，目前正

进行交付使用前的土地平

整。“施工人员已开始对地块进

行围蔽，接下来会按要求配置喷

淋设备。”梁某说。

对此，执法人员告知梁某，平

整场地虽是工地施工建设的前期

阶段，但过程中同样会造成扬尘

污染，必须在完善扬尘防治措施

的情况下方能施工。随后，执法

人员向梁某送达《责令限期改正

通知书》，责令立即停工整改。

7月23日上午，罗村城管中

队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发现

该工地已完成围蔽工程，但仍然

在未完善防尘措施的情况下施

工作业,执法人员当即依法查封

了该工地。

根据《佛山市扬尘污染防治

条例》的相关规定，施工单位在

施工时，必须在施工工地的出入

口、材料堆放区、材料加工区、主

要通道等区域进

行硬底化，并安装

喷淋设备等扬尘

污染防治设施。

同时应按时对作业的裸

露地面进行洒水, 进行

湿法作业。如违反上述规

定的，执法部门可对有关

单位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

罗村城管中队提醒相关在

建工地负责人，工地施工应严格

遵守《佛山市扬尘污染防治条

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

格落实扬尘防治措施。否则，

罗村城管中队将发现一宗，查

处一宗。同时请广大市民积极

监督举报，如发现扬尘问题，可

拨打电话12319及时向执法部

门反映。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聪

通讯员/肖跃斌）男子驾驶电动

车摔倒昏迷，头部流血躺在路边

……近日，狮山罗村街头上演惊

魂一幕。危急之时，佛山市公安

局南海分局罗村派出所（下称罗

村派出所）民警路过，及时救援，

成功为男子化解险情。

“报告报告，在锦绣香江酒

店对出路段有一名男子驾驶电

动车摔倒了，需要救护车到

场”。7月21日凌晨3时许，罗

村派出所民警黎绍辉带领辅警

接处警完毕驾车返回所本部待

命，途经锦绣香江酒店路段时，

发现一辆电动车倒在路边，旁边

还躺着一名男子，头部有流血。

见此情形，民警黎绍辉立即

停车上前查看。来到男子身边

后，黎绍辉尝试轻声呼唤该男

子，但男子却没有应答。

黎绍辉当机立断利用在派

出所内培训的急救知识对其进

行基本的救助，并将男子口中的

污秽物清理干净，以免误入气

管，导致二次伤害。随后通知

120救护车到场救助，同时让同

事摆放好警示标志，提醒过路车

辆注意避让。

期间，经与现场群众了解得

知，当天晚上，因天黑路面能见

度不高，驾驶电动车的男子为了

避让过马路的行人，一时没注意

到路面有个坑，电动车驶过时失

去平衡，造成侧翻，男子也从电

动车上摔了下来。

不久，120救护车也赶到了

现场，黎绍辉随即协助救护人员

将受伤男子抬上救护车送医院

治疗。看到男子及时得到救治，

民警黎绍辉和同事也悄悄离开

现场，继续投入新的工作当中。

下班后，黎绍辉仍惦记着受伤男

子的情况，于是拨通了医院电

话，得知男子经过救治，身体已

无大碍才放心下来。

■案情回顾：

西樵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

在南海区西樵镇某地块进行巡

查时，发现某建筑基础工程有限

公司正在该工地进行工地平整

施工，施工时没有采取有效防尘

降尘措施，造成大气污染。经调

查核实，西樵城市管理局认为，

被处罚人某建筑基础工程有限

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

规定，按照《佛山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

权标准》，认定被处罚人某建筑

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的违法行为

为轻微，城管部门对当事人进行

了处罚。

■部门说法：

南海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提醒，从事房屋建筑、市政

基础设施建设、河道整治以及

建筑物拆除等施工单位，应当

向负责监督管理扬尘污染防治

的主管部门备案。施工单位应

当在施工工地设置硬质围挡，

并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

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

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建筑土

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及

时清运；在场地内堆存的，应当

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暂时

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建设单

位应当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

超过三个月的，应当进行绿化、

铺装或者遮盖。人为活动中产

生粉尘颗粒物，会使空气污浊，

影响环境，对大气造成污染；对

人体也有危害，如支气管炎、肺

癌，所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

施工中都要采取有效防尘降尘

措施。

■相关链接：

8 月 1 日~8 月 3 日，南海区

普法办、南海区城市管理和综

合 执 法 局 联 合 举 办“ 萌 犬 同

行，文明相伴”佛山市养犬管

理条例主题学法大赛，参与游

戏答题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

等丰厚奖品，详情可关注“南

海普法”、“南海城市管家”微

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 梁艳珊

城管篇——

施工要做好
防尘降尘措施

男子驾车摔倒昏迷
民警路过及时救援

目前涉事男子身体无大碍

不戴头盔罚20元
驾驶人须年满16周岁

8月1日起，电动自行车新规实施

《佛山市电动自行

车管理规定》8月1日正

式实施。骑电动自行车

上路不戴头盔会不会被

罚款？可以载多少个

人？保险是不是必须要

买？……以上问题都有

解答了。

1 电动自行车市区可搭乘1.2米以下儿童

在城市市区道路上禁止

载人，但安装有固定安全座椅

的，可以附载1名身高1.2米以

下儿童，在城市市区道路以外

的道路上，禁止载人超过1人。

驾驶人违反以上规定，由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处警告或者50元罚款。

2 鼓励电动自行车所有人购买保险

经多次协调论证，《佛山

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最终确定“鼓

励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投保电

动自行车相关保险”，不做强

制购买保险要求，但鼓励市民

投保电动自行车险。

保险的费用由各保险公

司自行确定。据了解，目前就

电动自行车推出的保险有三

种，分别为 53 元/年、105 元/

年、175元/年，涵盖的保险范

围也不同（具体可以咨询各保

险公司）。

3 明确驾驶人和乘坐人佩戴头盔

如果驾驶人和乘坐人

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参照《广东省道路交通安

全条例》对于一般通行违

法行为处罚的规定，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可以处警告或者 20

元以下罚款。

4 鼓励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带牌销售

由具备开展登记上牌工

作的销售企业，实行“带牌销

售”，并鼓励销售企业统一购

买电动自行车保险。

7 明确参加现场学习和协助疏导交通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违反

道路通行规定的，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罚

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

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自

愿接受交通安全学习教育或

者协助交通警察维护交通秩

序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6 骑行电动自行车需不需要考取驾驶证？

符合国家标准并取得3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经登

记后可以在本市使用；存量的

不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

实行过渡期管理。

根据国家现行的法律政

策规定，符合国家标准并取得

3C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属

于非机动车，驾驶电动自行车

不需要取得驾驶证。

5 电动自行车改装、加装雨篷允许吗？

《规定》第十二条明确禁

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电动自

行车实施影响交通安全的拼

装、改装、加装装置行为。

8 电动自行车走哪条道？

按照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和

《规定》，电动自行车应当在非机

动车道内行驶，没有非机动车

道的，靠道路右侧通行。

非机动车道受阻或没有设

置独立非机动车道的，可以借

用临近机动车道通行，但要注

意避让机动车，确保行驶安全。

9
驾驶电动自行车有
什么年龄限制？

《规定》明确“在道路上

驾驶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应

当年满 16 周岁”。不

满16周岁的，不得

驾驶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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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向梁某送

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

书》，责令其停工整改。

▲渣土车在场内运输

作业，扬尘情况严重。

▲

涉事工地大

面积裸土未

作覆盖。

▲男子摔倒

昏迷路边。

▲工作中的

黎绍辉。

（资料图）

查处10宗违规工地
罚款38.9万
市民发现扬尘问题可拨12319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