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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 法制生活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聪

通讯员/郭沃诚 摄影报道）记者

近日从狮山镇综合行政执法办

公室罗村中队（下称罗村中队）

获悉，目前，罗村中队正深入推

进蓝天保卫战百日冲刺行动，

多措并举扎实做好狮山镇罗村

扬尘污染防控工作，守住市民

的“蓝天幸福感”。

在建工地是扬尘污染的一

大来源。11月6日，罗村中队

召开在建工地扬尘防治工作会

议，召集了10个在建工地的相

关负责人参会。会上，罗村中

队市政环保分队分队长吴启成

明确了当前狮山镇对工地落实

扬尘防控的最新要求，并通过

幻灯片分析讲解了近期分队巡

查工地时发现的各类扬尘问

题，包括裸土未作覆盖、未采取

湿法作业、车身不洁、带泥污染

路面等。

同时，吴启成通报了近期3

处工地关于扬尘污染的处罚情

况，要求所有在建工地必须严

格落实工地管理的“6个100%”

要求。期间，对施工过程中常

见的几个扬尘问题，吴启成也

逐一给予解答，并提出切实可

行的建议。“通过这次会议，我们

对扬尘防治的要求有了更深的

认识，回去必定按要求落实好

防尘控尘措施。”佛山地铁三号

线轨道工程桂丹路站相关负责

人王先生表示。

当前正值秋冬季节风高物

燥之际，工地的扬尘污染问题

多发频发，罗村中队中队长关

伟军表示，各在建工地必须严

肃对待，加强工地源头管理。“尤

其是裸土未覆盖、未采取湿法

作业措施，还有车辆撒漏和工

地夜间施工扬尘也是常见的违

法行为。”关伟军说，接下来罗村

中队将加大力度开展建筑工地

及渣土运输车辆查处工作。一

旦发现违规行为，坚决查处绝

不姑息。

自今年5月起，罗村中队分

两个阶段对本地各大小餐饮企

业的油烟污染情况进行摸底排

查整治，督促餐饮企业安装油

烟净化设备。

根据佛环委办相关文件要

求，罗村中队近段时间大力开

展大气污染治理工作，重点对

工地扬尘及油烟排放进行整

治。11月2日对地铁三号线博

爱路站工地违规排放渣土问题

进行查封；11月4日晚在罗村

大道、兴业路等渣土运输车辆

行驶高发路段开展设卡查车行

动；11月5日联同第三方检测

公司对部分大型餐饮企业的油

烟排放问题进行突击抽检。

截至目前，今年罗村中队

共处罚工地扬尘 21宗，罚款

24.5万元；处罚遗撒渣土运输车

辆29宗，罚款25.1万元；查封违

规工地3处，排查餐饮单位143

间，责令其中60多间违规排放

油烟的餐饮单位完成整改。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聪）家

长在面对子女时内心总是不设防

的，为孩子的教育做投资更是毫不

吝啬，但需要警惕的是，不法分子也

会利用这种心理行骗。近日，狮山

一女事主因为“女儿”的一条信息，

不惜花费4.8万元给孩子报补习班，

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汇出的钱悉数进

了骗子的口袋。

“妈，学校开了补习班，需要交

钱。”11月12日上午，阿芬（化名）的

手机收到一条提示信息，点开一看

发现，一个自称是小芳（化名）的人

申请添加QQ好友。“小芳不就是我

正在读高一的女儿名字吗？”虽然阿

芬早已是自己女儿的QQ好友，但

以为女儿更换了号码，于是就通过

了认证。

随后，小芳声称学校开设了补

习班，一共200个课时，需要48000

元。由于补习费用较高，阿芬便拨

打了QQ语音想与“女儿”核实，但

“女儿”以正在上课不方便为由，一

直拒听语音，并提供了学校“老师”

的QQ联系方式。

阿芬随即添加“老师”QQ好友

进行核实，对方确认了此次补习的

事实，并表示补习名额就剩下最后3

个，需要在中午前交费用，否则将无

法报名。

距离截止缴费时间越来越近，

“女儿”和“老师”也一直在QQ上催

促，阿芬一时乱了方寸，没有进一步

核实，就给对方提供的对私账户转

账4.8万元。

谁知，刚转完这笔钱，“女儿”又

表示要报名一对一提问教学的第二

期补习班，还需要转账4.8万元。在

丈夫的提醒下，阿芬也对此产生了

怀疑，于是打电话询问了女儿的班

主任，得知并没有开设补习班的事

情，阿芬这才惊觉自己被骗，于是立

即报警求助。目前该案正在侦办

中。

警方提醒，此类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中，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提

前获得了学生的家庭资料，通过冒

充学生的方式诈骗家长金钱。广大

家长在收到子女或校方需要交费用

的信息时，一定要通过电话、视频等

方式再三确认对方的身份是否属

实，还可以主动联系校方和老师核

实相关情况，以免被不法分子有机

可乘。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

对违反《佛山市电动自行车管

理规定》条例的人员进行教育

宣传、禁止不符合要求的电动

车进入停车场停放……近期，

佛山西站通过出台方案和联合

检查执法，积极开展摩电整治

工作，目前该项工作初见成效。

严禁违规摩电上路
16日，佛山西站组织各驻

站单位和施工单位在佛山西站

枢纽新城会议室开展摩电交通

安全培训会议，共有70人参加

培训。

培训中，讲师解读《佛山市

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详细介

绍电动自行车辆上牌的方法及

流程。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短

片，以案例形式阐述逆向行驶、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

的危害及严重后果，提醒广大

摩电车辆驾驶员养成自觉遵守

交通法规的良好习惯，做到安

全文明出行。

佛山西站交警中队副队长

王正安汇报了西站片区摩电车

辆管理情况，要求各单位加强

源头治理，加大摩电车辆驾驶

员培训和管理，严禁违规摩托

车及电动车上路行驶。

自10月20日以来，南海区

佛山西站建设管理局多次组织

各驻站单位召开佛山西站摩电

整治工作会议，商讨制定联合

整治方案。

经过前期调研、征求各单

位意见和建议，11月3日，佛山

西站运营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

《佛山西站摩托车及电动自行

车交通安全综合整治工作实施

方案》。

该方案显示，佛山西站在

东停车场将设立“佛山西站摩

托车及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教

育劝导岗”，对违反《佛山市电动

自行车管理规定》条例的人员

进行教育宣传，要求车主抄写

交通安全教育学习手册，并签

署交通安全文明行车承诺书，

并禁止不符合要求的电动车进

入停车场停放。

摩电整治初见成效
与此同时，南海区佛山西

站建设管理局联同佛山西站派

出所、佛山西站交警中队、佛山

西站枢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等

多个单位组成检查组，在站场

周边工地及枢纽配套停车场开

展摩电整治行动。

检查组首先到佛山西站

南、北广场施工工地检查摩电

整治工作落实情况，发现部分

施工单位人员的电动车存在没

上牌等违规情况，交警中队勒

令相关单位负责人迅速整改，

并要求有关人员到佛山西站摩

电整治教育岗进行教育学习，

严肃对待摩电整治工作。

随后，检查组到佛山西站

枢纽配套停车场内检查电动车

等非机动车辆的停放情况，检

查发现非机动车停放较为规

范。检查组要求停车场管理单

位要继续延续工作落实，确保

片区的摩电整治工作顺利推

进。

如今，经过近半个月的专

项整治工作，该项工作初见成

效。截至11月初，佛山西站礼

貌劝离无牌车主，并派发宣传

单共计263人次；对违停无牌车

锁车处理共计160辆，经教育后

解锁的共计111辆。

“下一步将继续严格落实

整治要求，加强各单位对摩电

交通的安全意识和法制观念，

倡导文明出行，打造平安、和谐、

畅顺的交通环境。”南海区佛山

西站建设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聪）各

位罗村车主，11月20日起，私家车

年检新政正式实施，年检免检时限

和范围都有新变化。一起看看你

的爱车明年要年检吗？

记者发现，私家车年检新政最大

的变化在于，免检范围、周期扩大。

免检范围扩大。在实行6年

内6座以下非营运小微型客车免

检基础上，将6年以内的7至9座

非营运小微型客车（面包车除外）

纳入免检范围。

免检周期扩大。对非营运小

微型客车（面包车除外）超过6年

不满10年的，由每年检验1次调

整为每两年检验1次。即第7年、

第9年免检，第8年、第10年正常

年检。

值得注意的是，面包车、非法

改装被依法处罚的车、造成人员伤

亡的交通事故车辆不享受免检政

策。另外，自出厂之日起超过4年

未办理登记注册手续的车，不享受

6年免检政策。

9座以下的非营运小微型客

车，使用年限不满10年的，仅需上

线检验2次。10年以上的，仍然按

照原规定的检验周期执行，即10~

15年的，每年检验一次，15年以上

的，每半年检验一次。

特别提醒的是，在用车第7年

已按规定检验的，第8年免检，第9

年、第10年需正常参加检验。在

用车第9年已按规定检验的，不享

受免检政策，第10年需正常参加

检验。此外，“免检车”不等于“不

用年检”，而是免于上线检测。

佛山车主可通过互联网交通

安全综合服务平台，或“交管

12123”手机APP，无需出门，在线

上即可申领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

凭证。首先登录“交管12123”，选

择“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业务，随

后选择机动车后，根据指引上传相

关信息即可成功领取机动车检验

合格标志。

车辆年检有大变化
11月20日起，私家车年检新政正式实施，免检范围、

周期扩大

轻信“女儿”一条信息
妈妈被骗4.8万元补习费

无牌摩电禁止进入停放
佛山西站开展摩电整治行动，整治效果良好

狮山罗村加强工地源头管理，扎实做好防扬尘工作

严控扬尘污染
增强市民“蓝天幸福感”

●携带资料（个人车辆）
1 车主身份证明（原件）

2 车辆行驶证（原件）

3 交强险副本（有电子保单的

则无需提供）

4 需要检验的机动车

5 如需代办，代办人也需要携

带身份证明（原件）

●携带资料（单位车辆）
1 车辆行驶证（原件）

2 交强险副本（有电子保单的

则无需提供）

3 委托书（加盖单位公章）

4 被 委 托 人 身 份 证 明（原

件）

5 需要检验的机动车

上线年检需要带什么资料？

1 属于6年内的免检车辆，可

以直接在网上申领检验标志电子

凭证。

2 在用车辆尚在检验有效期

内的，公安交管部门将统一生成检

验标志电子凭证，机动车所有人可

以直接上网下载使用。

3 检验标志纸质凭证丢失、损

毁的，无需办理补领检验标志业

务，可直接在网上下载使用，如需

领取检验标志纸质凭证的，可选择

邮寄送达或到车管所自取。

温馨提示

■“老师”用微信不断催促家长交补习

费。 （聊天记录截图）

■设交通安全教育劝导岗。 （通讯员供图）

■罗村中队在渣土运输车辆行驶高发路段开展设卡查车行动。

■罗村中队联同第三方检测公司对部分大型餐饮企业的油烟排放问题进

行突击抽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