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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地铁湾华控制中心封顶

这是佛山 8 条地铁线路的指挥中枢，
也是国内最大的地铁控制中心之一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 通
讯员 石薇 摄影报道）昨日上午，
佛
山地铁湾华控制中心举行封顶仪
式。这是国内最大的地铁控制中心
之一，
集办公、
调度、
管理、
运营于一
体。另据悉，
根据地铁二号线建设
最新进展，
全线 17 个车站中 12 座
车站主体结构已封顶。

8 条地铁线路指挥中枢
封顶仪式上，建设方介绍，该
中心为佛山地铁线网指挥中心和
佛山 8 条地铁线路的调度指挥中
枢。普通的地铁控制中心一般只
管一条地铁线，
像这种管 8 条地铁
线的大型控制中心，在国内是比
较少的。因此，这次封顶的湾华
控制中心，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
地铁控制中心之一，集办公、调
度、
管理、
运营于一体。
湾华控制中心总用地面积
11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
10 万平方米。控制中心包括二号
线线路控制中心和线网指挥中
心。其中线网指挥中心包括：线
网运营管理及调度指挥中心、线
网 PIDS 编播中心、线网清分中
心、线网票务中心、线网信息中
心、线网档案中心、线网综合管理
中心、线网门禁授权中心。此外，
地铁公安也与控制中心共址。
昨天上午，佛山地铁二号线
一期工程还在湾华控制中心召开

了以“树信心，保安全，抓重点”
为
主题的
“双包保”
推进会。

顶层建轨道交通博物馆
湾华控制中心位于禅城区湾
华站东南侧，
湾华站也是地铁二、
三
号线的换乘站，
控制中心在地下三
层设计有出入口直通地铁湾华站。
整个控制中心预计于明年年
底建成，建成以后，它将成为佛山
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五
号线、六号线、七号线、十一号线
以及广佛线，共计八条地铁线的
总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作为佛山市轨道交
通管理的中枢，既是行车指挥、电
力监控、环境监控、防灾监控和调
度指挥的中心，同时也是全线的
通信枢纽和信息交换处理中心。
这个高达 100 多米的地铁控
制中心有 22 层，最顶层设科普中
心。这里，还将打造成为佛山轨
道交通博物馆。市民可以在这里
一边观光，一边了解佛山轨道交
通的发展情况。

2 号线 9 站点在进行装修
据了解，
佛山地铁 2 号线一期
工程全线 17 个车站中，
有 12 座车
站主体结构已封顶，14 个盾构区
间已有8个盾构区间双线贯通。
目前，花卉、登州、石梁、南
庄、
张槎、
石湾、
仙涌、
石洲、
林岳东

■佛山地铁湾华控制中心效果图。

等 9 个站点正在进行装修施工，
剩
余部分铺轨基地也正在加紧建
设。登洲站、花卉世界站、石梁站
的附属结构正在施工
6 站的风水电进场施工，
含张
槎、
石湾、
登洲、
花卉、
仙涌、
石洲等
站点，石湾主所已封顶，花卉主所
正在进行二层结构施工；仙石区

间铺轨基地建设已完成，单线铺
轨完成320米，
全线单线铺轨共计
93.6 公里，莲塘铺轨基地正在建
设，
近期有望完成。
据建设方介绍，
截至2018年9
月底，
佛山地铁 2 号线累计完成投
资144.9亿元，
占总投资量的68%，
其中2018年完成投资13.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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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保洁未达标 7家市场被处罚
市场管理，
是城市管理的重
要内容。创建整洁卫生、治安良
好、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是提
升市容市貌的需要，
也与民生问
题息息相关。
市场卫生脏、乱、差，
不亮证
经营、超范围经营、占道经营、乱
摆乱放、堵塞交通等现象，是城
市管理的痼疾，必须长治常抓，
方能消灭在萌芽状态，
不至于丛
生繁衍。
加强对市场规范管理和环
境整治，
提升市场整体形象，
市场
管理方应该肩负起第一责任。面
对城管部门的问责、
处罚，
不能仅
仅停留在接受上，
而是要反思反
省，
从深层次思考市场管理的内
涵，找出市场管理常态化、制度
化、
质量化的路径和方法，
并切实
落实到行动中，
让市场成为窥见
城市美好生活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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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今年 6 月，禅城区祖庙城管
部门对辖区集贸市场开展巡
查，在检查中发现：聚丰市场、
丽 晶 市 场 、简 村 市 场 、鸿 业 市
场、山紫市场、郊边市场、新堤
市场的环境卫生保洁未达到要
求，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存在垃圾乱倒乱扔且
保洁人员没有及时进行清理，
污水遍地；二是市场内杂物货
物随便占道堆放，市场周边的
占道经营状况较为严重，不少
档主不按照市场管理规定，而
是占用过道、消防通道等地方
乱摆乱卖。
在检查过程中，城管执法人
员现场向市场管理方指出问题
所在并责令其限期改正。同时，
城管部门对环境卫生保洁未达
到要求的这 7 家市场的管理方
分别给予行政处罚 100 元。

■法条

《佛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规定》第四十七条：
集贸市场内
及周边责任区范围的环境卫生保洁

应当达到
“无散落垃圾、
成堆垃圾和
污水等病媒生物孳生地”
的要求，
如
未能达到要求的，
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部门可以责令市场经营者或者管
理者限期改正、
采取补救措施，
并可
以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法院判决双方均有责任，
餐馆担责两成赔偿 4600 余元

》案情回顾
阿婆上洗手间摔成骨折
2017 年 4 月 9 日中午 12 时
许，黄婆婆等七人到禅城某餐馆
吃饭。期间，黄婆婆上完洗手间，
从洗手池旁边经过台阶时摔倒在
地 ，餐 馆 的 工 作 人 员 遂 将 其 扶
起。黄婆婆回到餐桌继续用餐，

吃完饭后，正当其准备离开时却
发现自己无法动，随后被送往医
院住院治疗。经诊断，黄婆婆为
右股骨颈骨骨折，其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出院。据统计，黄婆婆因
本次受伤共花费23298.10元。
黄婆婆认为，餐馆违反安全
保障义务，洗手间旁边地面转角
处台阶设计不合理，导致其受伤，
应当对她的伤害承担赔偿责任。
请求依法判令餐馆赔偿医疗费和
护理费等合计2万多元。
据了解，该餐馆是普通合伙
企业，
合伙人为冯女士、
吴先生，
而
黄婆婆是该餐馆多年的老客户。
庭审中，
餐馆、
冯女士、
吴先生共同
答辩称，
他们已在涉案洗手间张贴
警示标志、铺设防滑保护垫，还设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汉坤 通讯员/
禅法宣）醉酒后追打女友，
还对前来制
止的警察进行辱骂、
殴打；
无证且酒后
驾驶，
暴力阻碍交警执法……日前，
禅
城法院公布了两宗妨害公务案，
三名被
告分别被判刑九个月及十个月。
2018 年 3 月 9 日晚上 9 时许，牛
某醉酒后在佛山一沐足店里追打其女
朋友李某，民警黄某等人接警后到场
处理。随即，牛某对民警黄某进行辱
骂、
殴打，
导致该民警颈部受伤。牛某
被带出该沐足店后，从路边捡起石块
准备袭警，被增援的民警制服并带至
派出所处理。2018 年 6 月 7 日，公诉
机关以被告人牛某犯妨害公务罪向禅
城法院提起公诉。
禅城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牛
某无视国家法律，以暴力方法阻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
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综合案情和证
据，禅城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牛某犯
妨害公务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2018 年 2 月 20 日下午 4 时许，
宋
某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
酒后驾驶一辆他人的小汽车行驶至禅
城区某路口时，碰撞到了路边的花基
后停车，导致车辆及树木损坏。事故
发生后，交警罗某到场处理该起交通
事故。
在处理的过程中，
宋某不予配合，
同时与交警罗某发生争执。随后，宋
某打电话叫来易某。易某到场后，眼
见交警罗某将宋某带上警车，就上前
阻挠并与交警罗某发生冲突，后与宋
某对正在执法的罗某进行追打，导致
罗某轻型颅脑损伤。
民警接到报警后到场抓获宋某、
易某，并将宋某带去医院抽血检验。
经鉴定，宋某送检的血液中检出乙醇
成分，
含量为 122.2mg/100ml。经法
医鉴定，被害人罗某的损伤程度属轻
微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宋某承担此
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此后，公诉
机关以被告人宋某犯危险驾驶罪、妨
害公务罪，被告人易某犯妨害公务罪
向禅城法院提起公诉。
禅城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宋
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
构成危险驾驶罪；
被告人宋某、
易某以
暴力方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
执行职务，
其行为均构成妨害公务罪，
二被告人构成共同犯罪。最终，禅城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宋某犯危险驾驶
罪，
判处拘役一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 元；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
刑九个月；
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九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 元。同时，
判决
被告人易某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
徒刑九个月。
法官提醒，
市民应增强法治观念，
切勿因一时气愤不计后果，无视和挑
战执法权威，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否则
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整治散装酒市场
查泡制药酒隐患

八旬老人在餐馆上洗手间时摔成骨折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汉坤 通
讯员/禅法宣）八旬的黄婆婆到禅城
某餐馆吃饭，上洗手间时摔成骨
折，
花了2万多元治疗，
随后她起诉
餐馆索赔。昨日记者从禅城法院
获悉，
法院近日审理认定餐馆与黄
婆婆均有过错，
判决餐馆承担两成
责任赔偿黄婆婆4600余元。

借着酒劲儿打骂民警
三男子妨碍公务获刑

置抽风抽湿机；
在洗手间的走廊也
设置了小心地滑的警示牌，
且事发
后，积极对黄婆婆进行救治及询
问，
已经尽了安全保障义务。
餐馆一方还表示，洗手间台
阶的高度不足 10 厘米，不会对消
费者产生妨碍。黄婆婆没有注意
到警示标志，且作为 81 岁高龄的
老人，其行为及反应能力较弱，在
没有旁人帮助的情况下独自一人
上洗手间，是导致事发的原因之
一。因此，
黄婆婆的受伤是因其自
身原因导致摔倒的，
与餐馆无关。

》法院判决
餐馆承担两成责任
禅城法院经审理认为，餐馆

涉案的洗手间内台阶处未设置
明显的警示提醒标志，其未完全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在本起事件
中存在一定的过错；而黄婆婆作
为餐馆的老客户，理应熟悉知晓
该消费场所的环境，但其未尽到
细心谨慎义务，因此，黄婆婆在
本起事件中亦存在过错。
综 上 ，结 合 本 案 的 实 际 情
况，法院酌定餐馆对于黄婆婆的
损失承担 20%的赔偿责任，即应
赔偿 4659.62 元。冯女士、吴先
生作为被告餐馆的普通合伙人，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最终，禅城法院依法判决餐馆赔
偿原告黄婆婆 4659.62 元，冯女
士、吴先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法官提醒
保存好证据以便维权
法官表示，
作为用餐场所的
管理者，
务必对消费者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
及时发现自身安全隐
患并采取妥善措施消除危险，
对
可能造成危险的设施、
行为设置
明显的标志，
尽可能防止意外的
发生。
同时，法官也提醒消费者，
在餐馆、
商场等场所消费时要有
安全防范意识，
需尽到细心谨慎
义务。若在公共场所发生如本
案类似情况，
建议及时做好相应
的证据保存工作，
比如拍照片或
录视频等，
以作日后维权所用。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瑶 通讯员/
甄向华）散装酒易勾兑、隐患大、风险
高。日前，禅城区食药监局南庄分局
执法人员对南庄镇散装酒经营市场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加强辖区内泡制药
酒隐患排查，提升经营户对泡制药酒
的法律认识。
此次检查，区食药监局南庄分局
精心部署，要求执法人员对辖区内所
有散装酒经营户进行仔细清查，并做
好相关的市场巡查记录。执法人员按
照全覆盖、
无盲区的原则，
对辖区内散
装酒经营户展开了拉网式排查，重点
对各农贸市场的散装酒经营户进行信
息登记，
确保监管工作无死角。
此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 50 余
人次，检查散装酒经营户 30 多户，重
点检查散装酒经营者是否持证经营，
要求经营者建立散装酒进货台账，履
行索票索证制度，要求经营者不得在
泡制药酒中添加药品。在检查中发现
一家经营单位食品经营许可证过期、
散装酒贮存条件不符合要求，个别经
营单位进货台账不齐全等，执法人员
依法查处并责令限期整改。
同时，执法人员向相关的经营户
积极宣传《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促使经营户认识到销售假冒伪劣散装
酒的危害，自觉守法经营，诚信经营。
区食药监局南庄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检查有效净化了散装酒市场
环境，
切实保障了群众的食品安全。
区食药监局提醒，饮用散装酒前
要观察酒内有无杂质，如有异常不要
饮用。如饮用散装白酒后出现头痛、
呕吐、步态不稳、意识混乱等症状时，
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并迅速拨打食品药
品投诉、
举报电话12331或12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