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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赴双鸭山
推介旅游资源

创建
“最美乡村平安渡”
，
海事
“老师”
走进海寿小学讲课

学生哥乘海巡船巡航西江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 通
讯员/杨冰 张涛)“同学们平常上
学搭乘什么交通工具？”
“ 渡船！”
“那乘船时首先要干什么？
“
”穿好
救生衣！”
7 月 11 日是第十四届中
国“航海日”，佛山海事局联合地
方口岸、交通部门，
一起走进九江
镇海寿渡口、九江海寿小学，
开展
水上安全进校园活动，为 200 多
位学生和家长讲授水上交通安全
知识课程，并邀请他们参观海事
船艇。
上午，九江海寿小学学生在
学校阶梯教室迎来了几位特殊的
“老师”
——来自佛山海事局的叔
叔阿姨们，他们给同学们带来了
一堂生动多彩的水上交通安全知
识课。
在救生衣穿着教学环节，海
事“老师”们先在同学们面前做
了标准的动作示范，又请同学上
台尝试。真实的案例分析和有
趣的现场互动，让同学们认识到
了水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基本
掌握了水上自护自救的技能。
活动中，海事“老师”向同学们送

去了印有水上安全知识的笔记
本、渡运手册等宣传资料。六年
级的小罗同学每天都要搭乘渡
船半个小时，他说，同学们乘船
有 时 会 嬉 戏 打 闹 ，通 过 这 次 学
习，大家意识到乘船时要提高安
全意识。
随后，小同学们参观了广东
内 河 最 先 进 的 海 巡 船“ 海 巡
09206”及特种船“海巡 09208”，
并乘坐海巡船巡航西江水域、九
江大桥，
了解水上环保知识，
感受
南海九江“一河两岸”新风貌、口
岸码头建设，
当了一次小小
“航海
家”
，
做了一名环保小卫士。
佛山海事局依托九江海寿渡
口，与南海区交通局港航所党支
部、九江镇海寿村委结对共建，
创
建“最美乡村平安渡”，创新应用
视频监控系统，
让渡口有了
“千里
眼”；在渡口装设“气象灾害预警
发布屏”，让渡口有了“气象鼻”；
创新运用电子航标在渡口水域设
置电子“斑马线”；为渡船“体检”
进行全新的安全涂装，让渡船有
了
“安全服”
。

■海巡船迎来了小小
“航海家”
。

(通讯员供图)

珠江时报讯（记者/唐霁雪 通讯
员/温晴）近日，
由广东省旅游局主办、
佛山市旅游局、东莞市旅游局承办的
“寒来暑往 南来北往”
广东东莞、佛山
（双鸭山）旅游推介会在黑龙江省双鸭
山市举行。具有浓厚岭南特色的美
食、文创产品以及大量优质的旅游项
目一一亮相。
佛山和双鸭山是对口合作城市，
自去年签订合作协议以来，两市旅游
合作取得阶段性效果。今年 5 月 1 日
开始，佛山针对双鸭山设立了旅游营
销推广专项资金，用于鼓励佛山旅行
社等旅游企业自发设计双鸭山市精品
旅游路线，
组织佛山游客通过自组团、
包机、专列、自驾车队（含落地自驾
车）、房车车队等形式，赴双鸭山市开
展深度体验之旅。目前正值旅游旺季
和俄罗斯世界杯，佛山各大旅行社已
策划推出一批“寒来暑往 南来北往”
旅游精品路线，如“醉美乌苏里江、北
大荒农业体验双飞 6 天”
行程，
深受市
民欢迎。
推介会上，佛山对狮、
《佛山情
书》、祖庙钥匙扣等文创特产，以及广
式月饼、
盲公饼、
双皮奶、
鸡仔饼、
喜饼
等独具岭南特色的各类美食，让来宾
既过了眼瘾，
也过了嘴瘾。
佛山市旅游局局长蒋庆表示，接
下来，佛山将推动“两山”旅游行业强
强联合，用好用活已出台的扶持奖励
政策，加强互送旅游客源。欢迎更多
的游客来佛山旅游，体验独特的岭南
文化。

不申请货车通行证 变造车牌企图避罚
佛山公安交警 3 个月查获 108 宗使用伪造、变造和挪用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

珠江时报讯（记者/郭美欢 通
讯员/黄铁城 简扬华）近日，根据
“清患伏虎”行动的部署，全市交
警部门加强了对使用伪造变造和
挪用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打击力
度，3 个月以来，全市共查获 108
宗使用伪造、变造和挪用机动车
号牌违法行为。
6 月 12 日晚上，在佛山一环
西线转北线的辅道，设卡查车的
交警拦截了一辆悬挂粤 E 牌货

车。经检查，司机用一块假牌部 “D”和数字“3”，将原粤 Y 号牌变
件数字“6”通过磁铁吸在车牌上， 造为
“粤D3××××”
。
遮住了原号牌数字“7”。经查，原
佛山公安交警部门表示，伪
来该车没有依法申请货车通行
造、变造号牌和挪用机动车号牌
证，司机企图通过使用变造号牌
违法行为，大多是为了逃避交警
的违法行为逃避处罚。
部门的执法处罚，企图逃脱或减
6 月 20 日下午，在佛山一环
少收费。为达到目的或面对交警
西线罗务路出口，交警拦截一辆
部门的检查，嫌疑车辆往往会做
可疑大货车。经查，司机的驾驶
出冲卡、逆行、强行变道等危险行
资格为 C1，
不能驾驶大型汽车，
为
为，
对交通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了逃避处罚，使用假牌部件字母
“交警部门重点查处伪造、
变造

号牌和挪用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
”
佛山公安交警有关负责人介绍，
交警
部门通过加强路查路检，
运用缉查
布控系统等先进科技，重拳整治。
据悉，
根据有关规定，
使用伪造、
变
造的机动车号牌的，处以 5000 元
罚款，
记12分，
15日以下拘留。
佛山公安交警部门还表示，
除了整治伪造、变造号牌和挪用
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以外，对于
故意遮挡、污损号牌的违法行为

也进行严厉打击。7 月 2 日下午，
佛山市交警一环公路大队民警在
一环西线罗务路出口查获一辆故
意遮挡号牌的大货车。而司机孙
某在 2017 年的 7 月 2 日也因故意
遮挡号牌被广州公安机关查获，
被罚款 200 元，
记 12 分，
其驾驶证
准驾车型由 A1 降低至 B1B2。此
次，孙某也将面临同样的处罚，其
目前准驾车型为 B1B2 的驾驶证
将被降级至B2。

白天自驾游 晚上狂接单
我市警方打掉一个跨省特大网络赌博团伙，抓获 44 人，仅世界杯期间涉赌资
金流水超 5000 万
珠江时报讯（记者/郭美欢 通
讯员/霍伟锦 邝晓华）佛山警方通
报，近日打掉一个跨省特大网络
赌博团伙，抓获 44 名犯罪嫌疑
人，初步查证涉赌流水资金累计
超过 1 亿元，其中世界杯期间的
涉赌资金流水累计就超过 5000
万元。
今年年初，佛山市公安局三
水分局在工作中掌握一个网络赌
博团伙的线索。市公安局治安支
队对此高度重视，联合三水分局
成立专案组迅速展开调查。经过
缜密侦查，一个以曹某华三兄弟
为首的网络赌博团伙逐渐浮出水
面。该团伙成员散布在佛山、江
门、阳江、肇庆等地，而且分工明
确，采用层级坐庄的形式招揽赌
客入网赌博。
世界杯期间，为逃避警方打
击，
曹某华等团伙主要成员分成几
个小组驾驶私家车离开佛山，
在北
京、内蒙、广东、山西等省多地流
窜，但并没有就此收手，一边游玩

一边疯狂
“接单”
。
“他们白天自驾游，晚上在酒
店用手机、手提电脑接单。”三水
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叶沛雄介
绍，6 月 14 日，曹某华等 4 人驾车
从佛山出发，一路北上到北京、内
蒙古，后又前往陕西、山西。而佛
山警方则是一路跟踪，
4 天时间奔
走了约7000公里。
7 月 4 日凌晨，曹某华在平
遥古城的酒店内被专案组民警
抓 获 ，当 时 他 刚 清 点 完 当 天 的
赌资。曹某华落网时对民警
说：
“ 没想到你们会跟这么远来
抓我。”
与此同时，
佛山警方抽调 226
名警力，
兵分 43 路，
分别在广东肇
庆、江门、韶关和佛山市南海、顺
德、禅城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先后
抓获该团伙成员 44 人，缴获一大
批电脑、手机、银行卡、赌博单据
等赃物。
经初步核查，该团伙的涉赌
流水资金累计超过 1 亿元，
其中世

■志愿者走进校园给孩子们宣讲电力知识。

近年来，随着电网建设的不
断推进，
各种电力设施明显增多，
为确保电网和人身安全，佛山南
海供电局坚持开展各种不同形式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春妹 通讯
员/刘莹莹）为响应全国第六个“全国
保险公众宣传日”
，日前，全市保险业
紧紧围绕“守护美好，从一份保障开
始”
主题，陆续开展了公益献血、保险
扶贫健步走等保险宣传活动。
活动期间，佛山市保险行业协会
与佛山市中心血站联合举办
“保险热
血 守护美好”2018 年佛山保险业无
偿献血公益活动，中国人寿、中意人
寿、鼎和保险、新华保险等 30 多家保
险企业积极响应协会号召，纷纷加入
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齐聚行业力
量，分享生命之源。当天，共有超过
120人献血，
献血总量达约5万毫升。
据悉，除了开展公益献血活动，
佛山保协还在千灯湖活水公园举办
了“7·8 保险扶贫健步走”活动，通过
走路捐步做公益，助力保险扶贫。据
介绍，当天累计达到 7800 步即可选
择一个想要捐赠的地区，为该地区捐
献步数，而各地区获捐步数达到预设
额度（7800 万步/地区），即可生成保
险扶贫项目。

吹起萨克斯
吹响
“浪漫之夜”

■佛山警方
缴获的涉案
物品。通讯
员供图
界杯期间的涉赌资金流水累计就
超过 5000 万元。目前，曹某华等
41 人因涉嫌开设赌场被刑事拘
留。

警方提醒市民，公关机关打
击涉赌违法犯罪活动从不手软，
利用网站、微信等平台进行网络
赌 博 触 犯 刑 法 的 ，同 样 按 赌 博

罪、开设赌场罪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呼吁广大市民踊跃举报赌
博违法犯罪线索，共同营造良好
的社会治安环境。

跟
“南精灵”
上课 学安全用电知识
“老师，我家旁边有变电站，
我妈妈总是担心有辐射。”
讲台上
穿着“南精灵志愿者”马甲的老
师，笑着对孩子说：
“变压器房、变
电站周围的电磁辐射，比我们各
种家用电器的辐射还要低，辐射
值比手机还低。你回去跟妈妈
说，
请她放心。
”
这是近日九江镇沙头中心小
学课堂上的一个情景，讲课的是
佛山南海供电局“南精灵”
党员志
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孩子们亲
热地称他们是
“电力老师”
。

保险扶贫健步走
走路捐步做公益

的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今年 5
月、6 月，
“ 南精灵志愿者 ”到西
樵、狮山、九江，走进西樵镇实验
小学等 20 所学校，向三千多孩子
普 及 电 力 知 识 ，派 发 宣 传 资 料
3000 多份。
在校园里，
“ 电力老师”采用
孩子们喜欢的卡通视频短片、运
用丰富的道具，指明哪些用电行
为是正确的、哪些用电行为是错
误的；讲解有人触电时的安全做
法、雷雨天防雷电的注意事项；科

普了家常用电的小常识，节约用
师’
明年再来给孩子们讲课。
”
电的方法等。课程内容直观有
据悉，
“南精灵”
党员志愿者，
趣，孩子们聚精会神又兴致勃勃， 在 7 月、8 月，将走进社区，与暑假
学习效果很好。
里的孩子近距离接触，让孩子们
每次课程结束，孩子们总是
们通过看视频短片、参与互动，学
围着“电力老师”
问长问短。狮山
习电力知识，防治因错误认识、错
镇山南小学的朱老师高兴地说： 误使用电而产生伤亡事故。
“让孩子们了解电力知识，提高孩
南海供电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子们安全用电意识与自我保护意 “电力老师”
为孩子们讲课这一形
识，
杜绝事故发生。这样的课程有
式，
发挥了电力企业的专业优势，
彰
意义，而且形式有趣，孩子们很容
显了供电企业对社会的延伸服务和
易接受。我们很欢迎这些
‘电力老
对社会责任的主动承担。
（钟越华）

珠江时报讯（记者/唐霁雪）日前，
“浪漫之夜”
萨克斯音乐会（广佛站）在
佛山创意产业园上演，
来自广州、
佛山、
深圳、
惠州、
中山等珠三角地区的中国
萨克斯联盟协会演奏家们，
为佛山市民
献上了一场萨克斯
“浪漫之夜”
。
摇滚风十足的《Rock Me》、深情
悠扬的蒙古歌曲《母亲》、耳熟能详的
《回家》，
演奏家们完美演绎了萨克斯的
独特魅力，
每一首乐曲都赢得观众的热
烈掌声。尤其是音乐会最后，
由老中青
少四代萨克斯演奏者共同演绎的《欢乐
颂》将当晚的音乐会推上了高潮。
本次音乐会特意邀请了中国萨克
斯协会联盟主席、著名萨克斯演奏家
与教育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萨
克斯首席杜银鲛与广佛两地的萨克斯
爱好者们进行音乐交流，并于当晚带
领
“萨友”
们一同登台献艺。在音乐会
上，杜银鲛以其精彩绝伦的技巧为观
众献上了多首风格各异的乐曲，并鼓
励正在学习萨克斯演奏的爱好者们要
保持对音乐的热情，保持精准努力的
练习，
“学习音乐不光只是需要学习乐
器，
更重要的是熏陶。
”
杜银鲛认为本次音乐会是一次萨
克斯演奏家们的交流盛会，大家通过
交流学习提升演奏水平和技巧，同时
也很好地推广了萨克斯。萨克斯是充
满魅力的乐器，他希望能够让更多人
尤其是青少年去了解，从而吸引更多
的人加入到学习和演奏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