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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启动春运交通安保工作

全市 16 个春运执勤服务点、40 个“环佛护城河”警务执勤点、15 个固定交
警执法站同时启动，
严把出城、上高速、过境
“三关”
相关新闻

大沥汽车客运站
加强春运安全检查
珠江时报讯（记者/郭美欢）全
市昨起启动春运安保工作，全市
16 个春运执勤服务点、40 个“环
佛护城河”
警务执勤点、15 个固定
交警执法站同时启动，将严把出
城、上高速、过境
“三关”
。这是记
者昨日在佛山交警召开的春运交
通安保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的。

360名司机禁止参与春运

■在沈海高速广州支线张槎出入口，
交警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
验的重点车辆进行布控，对记满
12 分和逾期未审验的 360 名驾驶
人进行曝光，并禁止上述重点车
辆和驾驶人参与春运。

交警预测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
证、营运证。”昨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沈海高速广州支线张槎出
入口的春运执勤点，交警正对一
辆大客车进行检查。
“ 谢谢配合，
暂没发现问题。路上要注意安全
驾驶。”检查结束，交警不忘叮嘱
司机。
据悉，2019 年春运时间从 1
月 21 日至 3 月 1 日。今年佛山春
运旅客发送量预计超过 1550 万
人次，
同比增长10%。
对此，佛山公安根据省公安
厅、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
于昨
日启动春运道路交通安保工作，
比
春运正式开始时间提前了10天。
当天，全市 16 个春运执勤服
务点、40 个“环佛护城河”警务执
勤点、15 个固定交警执法站同时
启动，
严把出城、上高速、过境
“三
关”。全市 32 个交通安全管理站
和 577 个 农 村 劝 导 站 也 同 步 启
用，及时劝导、纠正各类违法行
为，
重点劝导摩托车驾驶人
“有牌
证、
戴头盔、
限两人、
靠右行”
。
与此同时，
结合公安部
“百日
安全行动”
部署，
佛山交警组织开
展打击酒驾醉驾、假牌套牌假证、
农村面包车和国省道交通秩序等
四大专项行动；依托公路防控体
系和缉査布控系统、鹰眼系统、区
间测速、流动测速、高清摄像头等
科技手段，精确打击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
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
长骆康介绍，交警部门已对全市
“两客一危一货一校一面”
“ 营转
非”
7 类重点车辆和重点驾驶人进
行隐患排查，对 936 辆逾期未检

通讯员供图

高速公路主要拥堵路段
●S15沈海高速广州支线(横沙至雅瑶路段)；
●广三高速往广州方向雅瑶立交路段；
●广明高速沧江出口路段；
●广明高速罗格收费站至魁奇西路段(节前东往西
方向、
节后西往东方向)；
●佛清从高速(原一环西线)北往南桂丹路入口路
段；
●佛江高速(原一环东线)北往南花卉大道入口路
段。(受一环公路部分辅道施工影响，会出现缓慢通过
现象)

春运前4天拥堵警情较多
会上，交警部门还根据近三
年的大数据分析研判今年佛山春
运道路交通形势。
数据分析显示，春运往返程
高峰和市民出行高峰事故多发。
其中，春运的第 4 天、第 26 天、第
36 天的前后，
伴随车流量的增加，
事故呈高发趋势。每天 7 时~8
时、18 时~19 时、21 时~22 时，这
三个时段事故多发，发生交通事
故占事故总数19.3%。
此外，佛山市春运期间发生
涉摩托车事故占事故总数 43%，
涉客车事故占事故总数 38.4%。
酒后驾驶和无证驾驶分别位居前
两位，分别占事故总数的 12.3%、
10.7%。
从拥堵警情来看，
春运前4天
的拥堵警情较多，
特别是第一天；
中期，除春节前后几日拥堵警情
略微上升外，其余时间段明显降
低；从第 35 天开始逐渐增多。当
前，佛山市还存在 100 多处占道
施工路段，对春运交通出行造成
一定影响。

城市道路易拥堵路段
●禅城区 汾江北路，
佛开高速张槎、
南庄罗格出
入口路段，佛山大道-谢边高速公路出入口路段，文昌
西路(文昌路至佛山大道北)，
禅西大道；
●南海区 佛山西站周边路段；
●顺德区 G105 三洪奇大桥路段(北滘三乐路口
至伦教世纪跨线桥路段)、容桂南头路口路段，G325 龙
江太和庄对开路段；
●高明区 杨西大道(杨梅观音寺路段)，
盈香生态
园转盘路段，
合和大道(香山村路段)；
●三水区 防汛路(翻身路至芦苞祖庙路段)，
三水
迎春花市周边道路(西南大道、
北江大道、
西青大道)，
三
水二桥 G321 线往白坭方向引桥入口(佛平路出口路段
南北双向)，
新华路(沿江路与新华路交界)，
张边路(三水
广场段)。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陈冬
妮 通讯员/连艺）昨日上午，南海
交警大队检查组来到大沥汽车
客运站及春运执勤服务点，检查
春运工作情况。
在大沥汽车客运站，检查组
详细了解客运站的运营、应急处
理、安全保障等情况，并检查了
候车区、售票大厅、安检线、站台
等，督促客运站在春运期间一定
要严格落实安全措施，保障春运
安全。
大沥汽车客运站是南海最
大的汽车客运站之一，预计春运
期间日接送旅客量最大可达
6000 人。
“春运期间去往怀集、
韶
关等方向的线路增加 89 个班次，
去往广西等方向的线路增加 184
个班次。”客运站站长马万军介
绍，春运期间客运站加强了多方
面的工作，提前对春运车辆进行
排查和安检，并对司机进行多项
检查和酒精测试。
此外，客运站还设置了应急
转运点，以配合交警和运输管理
部门的工作，在高速公路口被拦
截的非法运营车辆及超载车辆
上的乘客，可在该转运点暂时停
留，以便运输管理部门更好地进
行旅客的转运。
随后，检查组来到春运执勤
点。据了解，2019 年春运期间，
南海在多处设置了春运执勤服
务点。
“ 春运期间执勤服务点二
十四小时运转。”南海公安分局
交警大队大沥交警中队副中队
长陈任介绍，将对路过服务点的
客运车辆进行检查并登记，确保
司机没有疲劳驾驶、酒后驾驶
等。
“南海交警已做了大量的前
期排查工作和道路隐患治理，以
保障春运平安。”南海公安分局
交警大队宣教交管室主任白志
明表示，已安排民警在各大客运
站点向旅客派发安全宣传单张，
春运期间将定时到客运站检查
安全工作落实情况，切实保障旅
客的旅途安全。

狮山镇春联送万家活动走进狮中村、狮南村

近千副春联
为村居添年味
珠江时报讯（记者/蔡小玲 通
讯员/徐仲英 摄影报道）新年到，
贴
春联。1月11日，
狮山镇2019年春
联送万家活动来到狮中村、狮南
村。当天，来自狮山书法协会的 8
名书法家铺纸蘸墨，将承载着浓浓
祝福的近千副春联送到村民手中。
活动由狮山镇宣传文体办、狮
山文化站主办。当天上午不到 9
点，
狮中村行政服务中心前的小广
场便开始热闹起来。村民们有序
地排队取号，
在工作人员提前准备
好的 33 条横幅内容上认真选择，

再按照指引将对应信息填写在号
码牌上。
“我选的是 21 号内容，一帆
风 顺 吉 星 到 ，万 事 如 意 福 临 门 。
横批，财源广进。”拿着刚到手的
对 联 ，村 民 徐 姨 高 兴 地 说 ，以 往
自己买的是印制的对联，书法家
现场写的对联文化味更浓，也更
加上档次，希望以后多些这样的
活动。
相比于初次收到免费春联的
狮中村民，
第五次参加送春联活动
的狮南村村民对于现场的指引显

得更加“娴熟”。
“每年我都来领春
联，新年换新字，祝愿新年有好运
气！
”
村民吴伟高兴地说。
据统计，
当天共送出春联近千
副。春联送万家活动是方便群众、
服务广大村民的义工活动，
希望在
农历新年前夕给广大村民送去温
暖，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年。该
活动已连续举办 14 年，每年惠及
狮山镇超过一半村（居）、约 15000
户家庭受益。今年的活动将持续
到 1 月 25 日，惠及狮山镇的 30 个
村（居）。

■在狮中村，
村民正有序排队等候书法家们写春联。

南海两商会入选
省
“四好”
商会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年智 通讯
员/吴周聪)近日，广东省工商联发布
“四好”商会名单，佛山 10 家市、区两
级商会榜上有名，
其中，
南海区的大沥
总商会和南海高新区总商会入选。
据了解，
广东省工商联按照
“班子
建设好、团结教育好、服务发展好、自
律规范好”的四好标准，通过层层审
核，
最终确定 2018 年全省工商联系统
“四好商会”
名单。
大沥总商会成立至今已走过 6
年，
目前拥有 12 个团体会员单位，
600
多个会员企业。

遗失回家火车票
幸遇热心好司机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右 通讯
员/文宏）1 月 11 日，在南海大学城站
务室里上演了暖心的一幕：学生小何
领回自己丢失的背包后，第一时间拿
出失而复得的寒假回家火车票进行确
认，并不停地向 275 线公交车司机覃
光星表示感谢。
原来，
9 日傍晚，
小何在芳村公交
站乘坐 275 线公交车，
到站后，
由于天
黑着急下车，
将背包遗忘在车上。
275 线司机覃光星在到达狮山大
学城总站后对车厢进行检查，在中排
椅背发现了小何遗落的背包，经检查
发现里面有学生证、火车票、身份证、
银行卡、现金等物品。覃光星马上向
车队长报告，并把背包交至狮山大学
城站务室，
等待失主认领。
根据身份证和学生证的信息，小
何顺利地领回了自己的背包，激动地
说：
“春运一票难求，丢了就很难买回
来。
”
小何连连感谢覃光星。
推广

平安108财神节单日
成交额超1000亿元
1 月 8 日，中国金融业界规模最
大的金融生活狂欢节——中国平安
108 财神节迎来爆发日。
“18 款组合，
上千个产品”蓄势发力，各种优惠和
奖励回馈吸引全国众多消费者参与
其中。截至 1 月 8 日 20 点，108 财神
节单日成交额超1000亿元。
作为今年 108 财神节的爆款产
品，
平安产险在全国首创推出一款特
惠保险产品——暖宝保，
该产品上线
当天就受到全国消费者爆抢，
参与购
买的人数超过 110 万人，销售额超
2000万元。
自从 2018 年 12 月 23 日 108 财
神节正式启动以来，中国平安精选
“18 款组合、上千个产品”，囊括了公
司旗下的和盈智慧系列、慧盈安 E 系
列、富盈系列等主力产品，涉及银行
理财、寿险、健康险、投资等业务领
域，产品种类之多，优惠促销力度之
大，
创下历年之最。
108财神节爆款产品一经推出即
热销，
火爆程度远超预期。除暖宝保
外，
平安人寿推出10元起投的万能保
险产品——零钱养老，
当日亦形成爆
点，成交件数超过 5 万，成交金额逾
5318 万元。该产品结合了平安强大
的资产管理能力和领先的互联网产
品开发能力，
可为客户提供投保门槛
低、
灵活交费、
线上投保的年金保险。
据悉，108 财神节活动将持续至
2 月 9 日（大年初五）。中国平安表
示，108 财神节是为满足金融消费者
全方位、一站式金融理财生活需求，
倾力打造的金融生活狂欢节。接下
来，中国平安将不断运用创新科技，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产品、更好的服
务和体验。
（陈慧炜）

关于对大沥镇黄岐部分路段的
交通组织进行调整的通告
为创造更好的道路交通环境，优化交通组织，减少道路交通拥堵，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相关规
定，决定从 2019 年 2 月 1 日起，对大沥镇黄岐部分路段的交通组织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

物品认领公告

项通告如下：
大沥镇黄岐岐丰市场周边杜鹃路的（岐西路至黄海路段）实施东往西单向行驶，牡丹

我分局现有依法暂扣的一批广告牌、电子称、桌子等物品，
长时间无人认领。根据法律
的规定，
现我分局对上述物品发出认领公告。请有关行政相对人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 5 日

路的（杜鹃路至紫荆路段）实施南往北单向行驶，
紫荆路的（牡丹路至岐西路段）实施西往东
单向行驶。

内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到我分局（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邓岗甘河

同时，
调整相关路段的交通设施，
在紫荆路东段增设路边停车位；
撤销紫荆路西段和牡丹

路里水交管所大楼，
联系电话：
85621712）认领及处理。逾期无人认领的，
我分局将上述涉

路原有的路边停车位，
撤销杜鹃路黄岐中心小学门口以东路段的路边停车位，
禁止一切机动

案物品按照无主物依法予以处理。
物品清单详情请登录我局网站公告栏查询（网址---http://www.nanhai.gov.cn/cms/
html/71104/column_71104_1.html/）

车在已撤销停车位的路段内停放。
为加大对道路的交通秩序的管理，
公安交警部门将通过路面巡查和利用固定或移动的电
子设备抓拍等执法方式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记录并依法予以处罚。请广大车主和驾驶员按
照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指示，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营造安全、

特此公告。

畅通、
有序、
和谐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南海区里水城市管理局

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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