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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健康讲座
走进同安社区

近期对城北片区异地客车尾气检测结果出炉

188 辆受检客车均达标
客车开展专项检测还是第一次。

背景

■防控措施
每天安排人员上路检测

8 月份起空气质
量有所下降，
尤其是城
北片区。秋冬空气质
量保障形势严峻。

为什么检测异地客车
本地营运客车年
审时的排气检测数据
在区环保部门均有记
录，
但外地车的排气情
况掌握不全。

尾气污染防控措施
每日安排人员上
路检测机动车尾气；
新建 9 套黑烟车
电子抓拍设备；
部分公交车按计
划更新为新能源汽车。

珠江时报讯（记者/谢轲 通讯
员/黎湛权 摄影报道）前日，佛山
市禅城区环保部门联合交通部门
对城北片区异地营运客车的尾气
检测结果出炉：受检的 188 辆客
车，
检测结果均达标。

■检测背景
城北片区空气质量下降
今年以来，禅城区前三季度
空气质量总体稳步上升，优良天
数比 2015 年增加了 15 天；但从 8
月份开始空气质量指数全市排名
呈下滑趋势，尤其是华材职中大
气监测点的氮氧化物监测浓度持

■工作人员对客车尾气进行检测。
续居高，该监测点空气质量排名
靠后，使全区秋冬季空气质量保
障形势十分严峻。
据禅城区环保部门数据分
析，空气中氮氧化物浓度受工业
源和机动车排放影响较大。华材
职中监测点地处禅城城北片区，
比邻佛山大道，辖区内大型客运
站林立，是禅城主要中长途客运
集中地，
拥有大量的营运客车。
记者从禅城区环保局了解
到，为了有效保障该片区的空气
质量，近期禅城区环保部门联合
禅城区交通部门加大了对客运车
辆的监控力度，对进站营运的异

地客车实施持续 10 天的尾气检
测，
出动检测人员 50 人次，
检测城
巴总站、佛山汽车站、粤运汽车站
188 辆异地营运大巴，
受检车辆包
括广州、
深圳、
汕头、
珠海、
河源、
清
远、
茂名、
台山、
中山、
湛江、
长沙等
地车辆。
检测结果显示：受检车辆尾
气排放均达标，但有个别车辆排
气状况已达到监测上限。

■检测答疑
首次对外地客车专项检测
据禅城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禅城区本地营运客车

年审时的排气检测数据，在环保
部门数据系统均有记录，数据显
示禅城区近年来营运重型客车排
气检测均合格通过，约一半的车
辆一次检测即合格通过。
“禅城牌
照的营运重型客车整体排气状况
理想，但是外地车的排气情况我
们就不清楚了，所以要对它们进
行检测。
”
该负责人表示。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禅城区
从 2013 年起每年都会针对本地
客运车辆进行突击抽检，每次随
机抽检 30 辆左右重型客车排气
状况，检测结果均达标排放。而
像最近这样大规模针对外地重型

除了对外地营运客车进行尾
气检测，禅城区环保部门还开展
多项措施，加强全区大气环境整
治：
禅城区环保局早在今年 8 月份
便将原位于佛山大道北的机动车
尾气人工路检点调整到汾江北
路，重点对该路段出行的轻型货
车进行尾气检测，至今该测点检
测货车 372 辆，当中 16 辆尾气超
标并对其发出整改通知书，超标
率为4.3%。
今年截至 10 月 1 日，禅城区
人工上路检测机动车共 2800 辆，
141 辆超标，
超标率为 5%。另外，
从 10 月份起，全区 4 个镇街每天
上午下午均派人上路检测，确保
不放过尾气超标车辆。
此外，结合今年 7 月出台的
《佛山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污染防治条例》，禅城今年新建
的 9 套黑烟车电子抓拍设备现已
全部投入使用，采取科技手段智
能抓拍上路黑烟车，实现冒黑烟
视频图片的高效取证和系统监
管，也将有效减少机动车对禅城
区环境空气质量的污染。
禅城区环保部门相关负责人
表示，
根据 10 月 13 日召开的禅城
区秋冬季环保重点任务部署会议
要求，下阶段环保部门将继续加
大对机动车尾气排放不达标车辆
的查处力度，不定期、不定点组织
开展专项检测工作，严防黑烟车、
尾气超标车辆上路。
同时禅城区交通部门也正加
大力度巡查，有序开展公交车和
客运班车更新工作，部分公交车
将按计划更新为新能源汽车。

禅城开展房屋建筑工程秋冬季节扬尘防控行动

工地场容场貌四次不达标须停工半月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汉坤 通
讯员/翟井明）昨日记者从禅城区
城建部门获悉，
从本月起至明年 1
月，禅城开展房屋建筑工程秋冬
季节扬尘防控行动，并加大处罚
力度。其中，对于建筑工地在施
工过程中不按规定落实场容场
貌、环境保护管理，
达到四次或四
次以上的，
将责令其停工15天。
禅城区城建部门介绍，
今年7
月份以来，禅城区大气环境质量
部分指标比去年同期有所恶化，
为打好全区秋冬季空气质量保卫
战，禅城区城建部门从本月起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开展房屋建筑
工程秋冬季节扬尘防控行动，加
强全区房屋建筑工地的扬尘防控
力度，强化企业扬尘治理主体责
任，落实各项扬尘防控措施。尤
其是做好祖庙和石湾两个重点街

道，
以及中山公园、亚艺公园周边
重点区域的扬尘防控工作。
在此次行动中，
禅城区、镇街
两级的城建部门，
将加强对施工、
监理企业扬尘治理情况检查。同
时 ，推 进 扬 尘 治 理 相 关 重 点 工
作。其中，要求对符合安装条件
的建筑工程施工现场，
要100%安
装视频监控系统，施工现场出入
口要100%符合要求，
并确保冲洗
设施100%投入使用，
消除出工地
车辆车轮带泥上路现象。
此外，
工地围墙上、主要道路
必须环设供水管，按照要求洒水
降尘，遇有四级以上风的天气不
得进行土方运输、土方开挖、土方
回填、房屋拆除等作业，
及其他可
能产生扬尘污染的施工作业。
区城建部门表示，
行动期间，
将根据环保部门通报，在极端不

利天气或污染指数居高不下的情
况下，对重点区域范围内房屋建
筑工地采取暂停施工等措施，以
减轻扬尘污染对空气质量的影
响。同时，将增加对工地扬尘防
控的检查频率，重点加强检查处
于基坑土方施工阶段的工程，督
促企业落实扬尘防控措施。
城建部门相关负责人还表
示，
此次行动还将加大处罚力度，
对存在扬尘治理违法违规行为的
施工、监理企业进行通报批评及
诚信扣分。建筑工地在施工过程
中不按规定落实场容场貌、环境
保护管理的，将对工地责任单位
进行处理，
“首次发现的，责令其
限期改正，
对此后的第一、二次和
三次或三次以上重犯行为，分别
责令其停止该作业项目 3、6、15
天。
”

房屋建筑工程
秋冬季节扬尘防控行动
时间 本月起至明年1月
要求
●符合安装条件的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要 100%安
装视频监控系统
●施工现场出入口要100%符合要求
●确保冲洗设施 100%投入使用，消除出工地车辆
带泥上路现象
●工地围墙上、
主要道路必须环设供水管，按照要
求洒水降尘
●遇有四级以上风的天气不得进行土方运输、
土方
开挖、
土方回填、
房屋拆除等作业

制图/杨淑萍

禅城构建食品安全、智能支付、送货到家的市场监管服务体系

年内建成 30 家智慧菜市场
今年初，禅城区多部门联合
发力，出台“禅十条”等措施支持
创业创新，大力推动示范区建设
工 作 ，并 将“ 禅 城 区 现 代 电 源
（UPS）产业聚集区创建工作”
纳入
2015年度绩效考核范畴。
目前，华南电源创新科技园
今年，禅城区搭建机构、完善
内新光宏锐、众盈电子、欧立、柏
制度、狠抓项目，常态化推进市场
克等公司先后获得了“广东省名
监管建设各项工作。记者昨日从
牌产品”
称号；园区骨干企业主导
禅城区市场监管局获悉，禅城区
产业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合格
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取得阶段性成
率，
连续三年在90%以上。
果。禅城区市场监管局（工商）相
禅城区市场监管局（工商）相
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禅城区将
要继续加强常态化的工作体系，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严格按
“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强化重点项目推进的工作机制， 照《
建设工作指导意见》和《考核验收
探索形成市场监管体系考核指标
■市民在弼北市场买菜时刷智能卡支付菜钱。 珠江时报记者/穆纪武 摄
细则》的要求，政府、园区、行业协
的固化形式。
会及核心龙头企业等分工负责，
筹建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
认真做好各项筹建任务的落实。
工程和食品安全信息化工程融合
户诚信经营，实现电子支付、打印
早在 2015 年 3 月，华南电源
起来，引入“食安菜妈”
项目，试点
有溯源依据的消费凭证，帮助市
年内建 30 个智慧菜市场 建立“互联网+智慧菜市场”，搭建 场商户开展线上线下销售服务，
创新科技园获批筹建“全国现代
禅城区市场监管局（工商）相 “食品安全、智能支付、送货到家” 有助于居民进行溯源追踪,并引
电源（不间断电源）产业知名品牌
关负责人介绍，禅城在去年率先
创建示范区”
后，禅城区成立了由
的服务体系，打造智慧、健康、和
入第三方食品安全检测，保障菜
实施农贸市场食品安全管理量化
区长孔海文为组长，区政务委员
谐的社区生活服务平台。
品安全、
新鲜。
分级制度基础上，今年将食品安
高成建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按
据了解，智慧菜市场利用智
同时，禅城通过“互联网+监
全城市工作中的“放心肉菜”
保障
照要求开展创建工作。
能电子秤解决计量问题，规范商
管”理念，规范市场管理系统，将

检测站、市场开办方、经营者资料
以及电子秤数据、支付数据、进货
数据等联网、开放，及时传输给监
管部门，实现食品安全定期检测
和网格化管理，保障广大市民“舌
尖上的安全”
。
据了解，禅城计划年底前建
成30家
“食安菜妈”
智慧菜市场。

亮点提炼擦亮禅城名片
亮点提炼工作是全区监管体
系建设的品牌工程，也是擦亮禅
城名片的重要着力点。禅城区市
场监管局（工商）相关负责人表
示，伴随全区监管体系建设重点
项目的推进，涌现了大批建设工
作的闪光点，形成了全区“串珠成
链”
的良好态势。
接下来，禅城区市场统筹办
将组织开展对新时期市场监管体
系建设的思考，并结合禅城区工
作实际，着力探索开展科学、合
理、针对性强的区级考核办法和
指标体系构建。
文/珠江时报记者 曾雪莹
通讯员 朱刚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颖豪 通讯
员/陈倚湘）高血压的正确服药方式是
什么？日常饮食应该注意什么？昨
日，禅城区祖庙街道同安家庭综合服
务中心邀请医生，开展健康讲座进社
区活动，为中老年居民讲述高血压等
慢性疾病的防治。
“对于每次服药份量，
部分长者会
通过自己感觉血压的高低来控制服药
的次数和药量，
有时甚至不服，
这种服
药方式对于稳定高血压是不利的。
”
朝
阳医院医生梁嘉晖提醒居民，患者平
日是无法通过
“自己感受”
来了解自身
血压的情况，如果等到“自己感受”到
血压高了再服用，
则是心肌梗塞、
冠心
病等并发症的前兆。
除了为长者测量血压，同安社区
的居民还享受到一对一的咨询服务，
由医生为其
“私人订制”
健康食谱和康
复疗法。梁嘉晖诙谐的讲解与耐心的
解答，
让居民纷纷竖起拇指点赞。
居民吴姨表示，今次的讲座纠正
了自己治疗高血压的错误方法，还学
到不少实用的健康常识。
“放个心脏支
架至少花 2 万元，平时每个月服血压
药也就几十元钱。”她说，日后将会更
加重视高血压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
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治疗。

榴苑家综举行
乒乓球友谊赛

珠江时报讯（记者/罗艳梅 通讯
员/李玉珍）日前，禅城区石湾镇街道
榴苑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乒
乓球友谊赛，
21 名热爱乒乓球运动的
社区长者积极参与。
活动前，
长者进行抽签排序，
随后
社工向参赛者说明参赛规则以及流
程。乒乓球赛分为男女组同时进行。
裁判一声令下，比赛开始，
“砰砰
砰——”
比赛进行得十分激烈，
各个参
赛选手严阵以待，全神贯注地盯着乒
乓球的去向，第一时间做出判断和反
应。
“ 哎呀，失手啦！白白送分了！”
“哇，
好球！
”
在一旁观看的长者看着看
着不禁激动起来。
其中有一位 88 岁高龄的参赛者
钟伯已经是连续第三年参加乒乓球赛
了，
“难得遇到这样的参赛机会，我肯
定要来参加，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啊！
”
钟伯说。
在经过了 16 晋 8、8 晋 4、4 晋 2 的
晋级赛后，女子组和男子组终于决出
了冠亚季军。榴苑家综中心为他们颁
发荣誉证书以及奖品。
比赛结束后，
不少社区长者表示，
希望家综中心继续举办这样的比赛，
为社区长者提供更多展示自我，以及
与其他居民进行交流的平台。

载煤气瓶货车侧翻
所幸没泄漏和爆炸

珠江时报讯（记者/郑斌 通讯员/
张志颖）日前，
季华三路往南庄方向发
生一起运载煤气瓶的小货车侧翻事
故，所幸没有发生煤气泄漏和爆炸。
货车司机由于没有运营资质，被警方
处以5日行政拘留处罚。
事发 18 日上午 7 时 15 分许，
一辆
蓝色的厢式小货车沿季华三路往南庄
方向行驶，
据目击者称，
小货车与前方
一辆白色面包车发生碰撞，导致小货
车失控并冲上了左边的绿化带，随后
侧翻在路面。幸运的是，货车司机从
车内爬出来，只是左脚受了轻伤流
血。之后，
救护车到场，
医护人员对其
进行包扎，
伤情并无大碍。
事故发生后，季华三路东西方向
一度出现交通堵塞现象。交警到场
后，立即对现场拥堵进行疏导，随后，
吊车赶来，把侧翻的货车吊起扶正。
直到 8 时 20 分左右，车辆撤离了事故
现场，
交通拥堵才得以缓解。
交警对货车司机进行盘问时，却
发现了货车司机吞吞吐吐，声称车内
载的只是一般货物。交警当场打开了
车厢侧门，
却大吃一惊，
里面居然满载
煤气瓶，
据现场交警介绍，
封闭的车厢
刚打开时还散发着煤气味。幸运的
是，货车车厢里的煤气瓶没有发生泄
漏和爆炸。
18 日下午，禅城警方通报表示，
本次事故共查获了 56 个煤气瓶，目
前，煤气瓶已经移交给燃气公司处
理。警方初步调查得知，这辆货车并
没有特种运输行业的运输资质，警方
对货车司机处以行政拘留 5 日的处
罚。
警方提醒广大司机，运输煤气瓶
等危险物品需要特种运输资质，如果
没有资质而上路，相当于携带“炸弹”
上路，
各位司机切莫以身试险。同时，
警方表示，会继续加强对特种运输行
业的监管与查处，一经发现非法运营
即严厉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