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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假期汾江中路预计易拥堵
期间岭南天地、东方广场等商圈车流集中，
市民可根据情况错峰出行

珠江时报讯（记者/郭美欢 通
讯员/李健斌）端午小长假即将到
来，
昨日禅城交警结合去年的交通
大数据以及气象台近期发布的天
气情况，
预测今年
“端午”
节期间禅
城中心城区商圈和周边休闲娱乐
场所将成为市民主要去处，
这些地
方周边道路或出现车多难行的情
况，
提醒市民注意错峰出行。
据统计，2017 年的“端午”小
长假（5 月 28 日~5 月 30 日）期间，
车流主要集中于祖庙片区商圈
（东方广场、岭南天地等）、创意产
业园、
佛山大道等主干道或场所。
数据显示，2017 年 5 月 28 日
（端午假期第一天），禅城各商圈
的车流量全日总计超过 50 万辆
次，
比 5 月 29 日、5 月 30 日分别高
出6.1%和9.9%。
其中祖庙商圈的日均车流量
最大，
围绕岭南新天地的祖庙路、
建新路、人民路以及东方广场附
近的锦华东路、福贤路、市东路等
道路的车辆较多，日均约占禅城
各商圈车流量的19.6%。
除此之外，
创意产业园、文华
里也是车流相对集中的商圈，分
别 占 各 商 圈 车 流 量 的 9.8% 和

8.8%。
禅城交警介绍，根据佛山气
象部门预测，今年端午小长假期
间禅城的天气将以阵雨或雷阵雨
为主，
因此公园、郊游将不会成为
市民出行的主要选择，加上全国
高速在端午期间不实施免费通
行，
预计短途出游的市民将减少。
交警预计，2018 年端午假期
岭南天地、东方广场等商圈将成
为多数市民的选择，这些区域周
边道路或出现车多难行情况，市
民可根据需要错峰出行。
另外，由于汾江中路正实施
污水管网围蔽施工，加上汾江中
路是禅城区连通南北的主要干道
之一，因此交警预计汾江中路在
小长假期间将较易出现拥堵。交
警预计 2018 年 6 月 16 日至 18 日
期间，汾江中路全天平均车速为
27~28 公里/小时；另一段预计容
易出现拥堵的路段为岭南大道
北，
预计全天平均车速为 30 公里/
小时，
请市民注意绕行。
伴随端午节而来的还有“龙
舟水”
。禅城交警提醒市民，
出行
时请注意雨天容易积水路段，必
要时请错峰和绕道通行。

易积水并造成
交通拥堵的路段

3.汾江路易积水点 5 处

1、佛山大道易积水点 4 处
佛山大道南往北方向（车城-乐
安牌坊段）；
佛山大道同济西路口对出；
佛山大道北往南方向对出辅道
（旅 游 大 厦 - 江 湾 立 交 二 层 上 桥 位
段）；
佛山大道张槎路口东北角

汾江亲仁路口；
汾江路-卫国路路口；
汾江路-同济路；
汾江路南往北（园南大街至季华路口段）；
汾江北-文昌路路口

4.岭南大道易积水点 2 处
岭南大道南往北方向岭南明珠体育馆对开；
岭南大道区政府对开南、
北双方向

5.人民路易积水点 2 处
2、季华路易积水点 4 处
季华路东、
西双方向（佛山大道路
口至创意产业园门口对开）；
季华西路西往东方向（一环路口
至水暖卫浴）；
季华路东、
西双方向（华远西路口
至汾江路口）；
季华路佛开高速桥底东西双向

人民路妇幼保健院对出东、
西双向；
人民路建设二街对出东、
西双向。

6.文沙路文昌桥底
7.镇中路新港路口
8.五峰四路（佛山大道至东鄱南路）
9.轻工路东鄱路口

在桥下乱抛撒瓷砖
两男子被逮个正着

珠江时报讯（记者/赵天雅 通讯
员/布啟煊 谢晓莹）近日，禅城区南庄
镇城管部门接到一则视频举报，视频
显示在南庄大道与禅西大道相交的一
处围蔽区域内，散落着一堆废弃的瓷
砖碎片，一辆轻型货车上的两名男子
正将车厢上的瓷砖不断往地上扔。接
报后，
南庄城管迅速找到当事人，
对其
乱抛撒碎片瓷砖行为进行查处。
当时收到视频举报后，正在附近
执勤的执法人员迅速赶往视频现场，
当事人抛撒完瓷砖准备离去。执法人
员果断利用执法车辆封堵路口，并要
求车上人员立即停车接受调查。
两名当事人声称看见此地已有一
堆瓷砖碎片，于是顺势将废弃碎片扔
于此。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作严厉批评
后，两名当事人老实交代共抛撒了约
3 平方米瓷砖碎片。执法人员向当事
人发出法律文书，对涉事车辆进行暂
扣，要求其必须将抛撒的瓷砖碎片清
理完毕，
并接受执法部门的行政处罚。
执法人员介绍，事发位置靠近桥
下空间，四周有绿化遮挡使该处逐渐
成为一个乱抛撒黑点。为提升南庄大
道沿线的道路环境，执法部门此前已
对该区域进行围闭并着手清理该地方
的废弃瓷砖。
南庄城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一如既往地落实常态化巡查执法机
制，
联合交警等部门多管齐下，
保持对
运输撒漏、
乱倾倒、
乱抛撒等违法行为
的严厉查处，
决不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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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季警惕电气设备受潮短路引发火灾
禅城半月接报火警 50 余起，
近半是因为电气短路引发
珠江时报讯（记者/郭美欢
通 讯 员/李 健 斌）昨 日 ，禅 城 公
安通报，近半月以来，禅城区共
接报火警 50 余起。其中，因电
气或线路受潮短路引发的火灾
占 47.4% 。 警 方 提 醒 ，进 入 雨
季，涉及电气短路自燃的火灾
警情多发，请市民注意及时检
查家用电器线路，确保安全用
电。
6 月 11 日中午 12 时许，禅
城区人民路广播电视大学对面
一居民楼外，一辆正在充电的
电动自行车起火。消防队员快
速赶到并将火扑灭，事故未造

成人员伤亡。原来，车主曾于
大雨天气时驾驶电动自行车外
出。车辆和电池均被淋湿。车
主将电池拆下擦干并放置了 2
天后再放回车辆充电。岂料持
续 充 电 2 小 时 后 ，车 辆 的 电 池
就起火。
6 月 9 日凌晨 3 时许，郊边
村一汽车配件仓库起火。消防
官兵先将商铺卷闸门破开，随
后很快将火扑灭。事故未造成
人员伤亡。民警倒查起火原因
发现，店主清理了店铺内因强
降雨而涌入的积水后，使用抽
湿机保持室内干燥，期间因线

大型广告牌过期3年
城管出动吊机拆除
珠江时报讯（记者/赵天雅 通讯员/
杨倩倩）禅城区卫国路体育馆楼顶上，
此前矗立着一块面积约 186 平方米的
大型广告牌。该广告牌已过期 3 年，
2015 年当事人曾被祖庙街道城管部
门立案处罚，
并限期自行拆除，
但当事
人不予执行。近日，祖庙街道城管组
织施工队伍对该广告牌进行拆除。
近日，记者在卫国路看到，一辆
重型吊机在体育馆开展吊拆作业，拆
除体育馆楼顶上一块长条形的大型
广告牌。据祖庙街道城管执法人员
介绍，楼顶的大型广告牌经测量长 62
米、高 3 米，面积约 186 平方米，为钢
架结构。由于面积大，大型户外广告
牌大多数都是用角铁焊接而成，长时
间风吹雨淋容易氧化，一旦遇到台风
等恶劣天气，
可能会掉落。
记者从祖庙街道城管了解到，体
育馆顶楼这块广告牌的设置期限是
从 2014 年 3 月 14 日至 2015 年 3 月
14 日，即有效期为一年时间。在不再
延期的情况下，当事人却不愿配合自
行拆除，属于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
行为。祖庙街道城管于 2015 年对当
事人作出立案决定，限当事人在行政
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25 日内拆除
上述广告牌，并对其处以 5000 元罚
款。但是当事人依旧不予理会。
案件经过催告、申请法院执行等
一系列程序，2018 年，为消除大型户
外广告的安全隐患，祖庙街道城管
加大了对户外大型广告设施的巡查
力度。在台风“艾云尼”带来的大范
围降雨之前，执法人员做通当事人的
思想工作，由城管执法人员对其进行
拆除工作。经过三天，这块大型广告
牌的拆除工作终于完成，现场也清理
完毕。
下一步，祖庙街道城管将根据城
市品质提升城市道路
“六乱一占”
专项
整治行动部署会的安排，强力清拆辖
区内对市容影响较大的户外广告牌。
城管部门希望相关设施的业主、当事
人配合执法，
尽快自行拆除。

路不够长而使用拖线板。但由
于拖线板线路也受了潮，最终
导致发生短路而引发火灾。目
前，该店负责人已被带回公安
机关接受调查。
据统计，近半月以来，禅城
区共接报火警 50 余起，所幸发
现和扑救及时，均未引起人员
伤亡。在这些火情中，因电气
或线路受潮短路引发的火灾占
47.4% 。
“ 相 较 于 干 燥 天 气 ，雨
季期间其实也很容易发生火
灾。”禅城公安提醒，市民应及
时检查家中线路是否受潮，提
高警惕，小心防范。

雨季预防电气火灾小提示
1.定期检修电器

2.电动自行车勿带水充电

定期对电气线路和电器设
备进行检修，及时更换老化电线
和电器，避免“带病”运行；家用
电器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切断电
源。

雨天使用过电动自行车的，
可
将车辆放在通风的地方晾干。放
入电池通电启动前，
应先用干抹布
或纸巾将电池和连接插口擦拭干
净。

3.勿私搭乱接电线

4.发生火灾切断电源

家里的电线、
电器起火时，
要
插线板上的插座一定要插实，
并拨打119报
如果插得不紧，
即会给电弧产生创 第一时间切断电源，
在主要道路口接应消防车，
说
造条件。同时，
高负荷用电、
私搭 警，
明情况。
乱接电线等行为也易引发火灾。

切勿在变压器或架空线下避雨
尽量选择无积水路段行走，
如必须趟水要确认积水内没有电线
则不但救不了别人，
还会导致自
身触电。
记住不要赤手救人，
不要用
潮湿的工具或金属物体去拨开
电线，
须关掉电源或用绝缘器具
挑开导线。

7.电线掉落附近不要慌
万一电线恰巧断落在离自
己很近的地面上，不要惊慌，更
不能撒腿就跑。这时候应该用
单腿跳跃着离开现场。否则很
可能会在跨步电压的作用下使
人身触电。

台风刚过，
禅城又迎来新一
轮强降水。暴雨不仅给市民出
行造成困难，
也可能会危及生命
安全。6 月 8 日台风
“艾云尼”
登
陆期间，广州、佛山、肇庆 3 地 4
名市民疑似触电身亡。雨天容
易引发触电事故，
市民该如何防
范触电危险？

8.室内入水要切断电源
当室外积水浸入室内时，
为
防止电器设备进水漏电，
应及时
断开电源总开关。

1.勿在变压器下避雨
多雨潮湿的天气，
电气设备
绝缘性能下降，
人体的电阻也相
对降低。因此，在路上行走时，
市民不要靠近电力设备，
更不能
在供电线路和变压器下避雨，
因
为大风有可能刮断架空电线，
雷
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
器放电。

2.不要在树木下避雨
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或将
广告牌刮倒，就很可能将紧靠
的电线砸断，或造成树枝、广告
牌搭在电线上。人体一旦接触
那些被砸断的电线以及被淋湿
的树木或金属广告牌，十分危
险。

3.勿触摸电线附近树木
随着城市道旁树木的逐年
长高，
电线可能会被树木的树冠
包围，
且电线经过长时间的摩擦
可能存在绝缘层破损的情况，
遇

9.雷雨天勿用家电

漫画/李世鹏
到雷雨大风时，
树木和线路之间
相互碰撞、摩擦，
会导致短路、放
电。

4.不要靠近电线杆
在户外行走时应尽量避开
电线杆的金属材质斜拉线，
因为
拉线的上端离供电线路较近，
在
恶劣天气里有可能出现意想不
到的情况使拉线带电。

5.不要趟积水
尽量选择没有积水的路段
行走，如必须趟水通过一定要

先保证积水内没有电线落入，
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
故。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在
积水中，千万不要自行处理，应
当立即在周围做好记号，
提醒其
他行人不要靠近，
并要及时通知
供电部门紧急处理。

6.有人触电别急于搀扶
一旦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
倒地，
必须要在采取应急措施后
才能对触电者进行抢救或拨打
120 请医护人员现场救援。否

雷雨天不宜接触煤气管
道、自来水管等金属物体，也不
宜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应当在
雷 雨 来 临 前 ，拉 闸 切 断 电 源 。
雷雨闪电时，
不要开电视、电脑、
VCD 机等家用电器，拔掉电源
插头，以免雷电伤人及损坏电
器。

扫码
一下
看下雨天如
何避免触电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 赵天雅
通讯员 彭小婷

同安社区举办活动
倡导共享社区建设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谭碧韵
通讯员/张洁）近日，禅城区祖庙街道
同安社区和同安家综在永安公园举办
宣传活动，
街坊齐齐玩游戏、
分享志愿
服务心得、
畅谈和谐共享社区建设。
当天，
该活动吸引了 70 多位居民
参加。电磁炉、
梯子、
蛋糕机、
外语、
烘
焙……现场设置了一面色彩缤纷的
“资源共享墙”，居民纷纷在上面写下
自己愿意为社区提供的物品和服务。
一位老婆婆表示，虽然自己年纪
比较大，但还是非常喜欢参加社区志
愿活动，她希望能够为年轻人树立榜
样，
吸引更多人参与公益。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趣味游戏、反
邪教宣传、志愿服务推广等多个摊
位。社工引导大家在游戏中认识“共
享”
的重要性，
讨论和谐共享社区创建
应如何开展。居民们提出了举办共享
墟日、
社区长者学院、
打造共享小屋等
建议。
现场，来自 430 学堂的小学生志
愿者成为了当天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他们忙碌着为众人讲解游戏规则、讲
解家综服务、
维持现场秩序、
招募志愿
者，
被不少居民大赞
“专业”
。
“每天都有来自佛科院、
电大的学
生免费为 430 学堂的孩子提供作业辅
导等服务，现在孩子们从服务获得者
转变成服务提供者，也是一个资源共
享的过程。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多种形
式的活动让孩子们得到锻炼，也让社
区资源库网络得到拓展。
”
同安家综相
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党建引领，
搭
建资源共享平台，营造友爱互助的社
区氛围。

周六中山公园
上演武林大会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谭碧
韵）记者昨日从禅城区祖庙街道宣传
文体局获悉，
“ 精武佛山·一脉传承”
2018 祖庙传统精武文化大展演暨曾
坤师傅从武 70 周年主题活动，
将于本
周六上午在中山公园举行，届时一众
武术传承人将带来蔡李佛拳、
醒狮、
太
极拳、
洪拳、
咏春、
鹰爪拳、
木兰拳等精
彩表演。
祖庙街道作为千年佛山的传统精
武文化的发源地，
被誉为
“中国南狮运
动之乡”，也是木兰、太极、咏春、洪拳
鹰爪、
蔡李佛拳等拳种发扬光大之地，
在中国武术界乃至海外都占据着相当
重要的地位。近年来，祖庙街道大力
在中小学校推动武术文化的传承工
作，很多学校更是将武术作为他们的
广播体操来推广。本次活动中，来自
五小、怡东小学等多所学校的孩子也
将在现场展示精武文化的推广成果。
“庞大的表演队伍也是当天活动
的一大亮点，多个百人武术队伍将为
街坊带来震撼的武艺表演。
”
祖庙街道
文体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
南派武术的集中地，在 20 世纪三、四
十年代，
锦华路、
升平路等多条街道都
遍布收费授徒的武馆，
培养了洪拳、
咏
春、
蔡李佛、
白眉、
龙形等门派的
“武林
高手”
。
据悉，本次活动由祖庙街道办事
处主办，
祖庙街道宣传文体局（文体服
务中心）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