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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 梁心帮办

根据报料者透露，在东二

社区新村农贸市场附近有两辆

“僵尸车”长时间停放。4月21
日上午，记者来到东二大道，看

到市民所说的这两辆粤E牌汽

车，其中一辆是天蓝色的东风

雪铁龙小车，另外一辆是深蓝

色的欧美佳小车。车辆外观看

起来很破旧，其中一辆前保险

杠和后保险杠都有破损的痕

迹，前胎都已瘪塌，还有一只车

轮已脱落。车辆停在东二大道

的路内停车位上，与对面的某

汽车维修中心相距不到 100
米。车门可以随意打开，车内

有很多杂物，但找不到任何可

以证明车主身份的物件。

环卫工人姚姨负责这条道

路的清扫保洁，数月前她就发现

了这辆车，刚开始并没有在意。

时间久了，她发现车子似乎是别

人不要的。“车子停在这有很长

时间了，确实影响形象。”她说，

如果这辆车长时间占用停车位，

也给清扫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

扰。

记者在现场看到，东二大道

两旁布满商铺、药店及大型农贸

市场，生活配套成熟，人群熙熙

攘攘，出入的车辆也多，对路边

的停车位需求大。如今路内停

车位已开始收费，但记者观察

到，东二大道两旁的停车位内还

是停满了车辆。当天，前来东二

大道某间熟食店采购的市民叶

先生在周边路段绕了两圈，没有

找到停车位。“这些占位很久的

车辆就应该及时开走，不然很影

响流转率。”叶先生说。

除了占位影响停车外，不

少市民还担心会带来安全隐

患。陈女士在这附近经营一家

窗帘店铺，每天都会来店里打

理生意。“很久之前，我们就看

到这辆车停在路边的车位上，

都向周围店铺打听过，但不知

道是谁的。”她希望车子能尽快

挪走，放在这里不仅影响形象，

还可能会因气温高而自燃，存

在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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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城一周

“长期占用路边车位的‘僵尸车’终于开走了，感

谢交警部门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实事。”近日，桂城交

警中队配合桂城街道相关整治计划，全面深入开展

路面交通秩序整治，净化路面交通环境，收效甚大。

最近，有市民向珠江时报《梁心帮办》栏目报料，

称在东二大道的新村农贸市场附近路段，有两辆车

停了很久都没人管，希望交警部门介入调查整治。

车辆是谁的？停在路边多久了？为此，记者展开实

地调查，并将问题反映给交警部门。经由桂城交警

中队介入后，车辆负责方终于主动把汽车挪走，使路

内停车位恢复了流转。

长期停放在道路边、停车场内的破烂汽车，俗称

“僵尸车”。这些车既占用公共资源，又影响城市美

观。接下来，桂城将全面治理车辆乱停放，并重点打

击占用人行道乱停放车辆的行为，保障桂城街道车

行道、人行道的通行秩序。

▲交警对车辆负责方进行教育，并发出整改通知书。

清理路面“僵尸车”，是交警部门

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切实履

行职责、为群众办实事的体现。附近

居民和商家得知这两辆“碍眼”的“僵

尸车”已经移走，纷纷拍手称快。“果

然高效，短时间就帮我们解决了问

题。”报料者说，感谢交警部门和珠江

时报合力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实事。

为优化城市交通秩序，全面治理

车辆乱停放，接下来，桂城将重点打

击占用人行道乱停放车辆的行为，保

障桂城街道车行道、人行道的通行秩

序。桂城街道还制定了车辆违停综

合治理工作方案，将大规模开展车辆

违停整治行动，引导市民遵守交通法

规，爱护市政设施，规范停放车辆。

本次整治工作分三个阶段进

行。第一个是宣传摸底阶段（2021
年 4 月 16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告知市民

有序停车的重要性，引导市民遵守交

通法规，爱护市政设施；第二个是严

厉打击阶段（2021年 5月 1日至

2021年7月31日），市政、行政执

法、交警等部门紧密协作，充分利用

市政路面管养人员众多以及行政执

法和交警部门铁骑快速移动的尖刀

作用，从严查处路面乱停放，特别是

人行道乱停放、乱开挖、私设斜坡和

私开路口等影响交通秩序行为；第三

个是长效巩固阶段（2021年8月1
日后），将保持严厉打击常态化，保证

部门之间的协作力度不变，确保整治

工作效果得到长效巩固。

为强化车辆违停综合治理工作

的组织力度和统筹力度，特成立了桂

城街道车辆违停综合治理工作领导

小组。由桂城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

处副主任谭日泉任组长，桂城街道综

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主任吕国荣任副

组长，桂城自然资源所、城建和水利

办、市政办、桂城交警中队等及各社

区为小组成员。

桂城交警中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改善交通秩序，保障道路、非机

动车道的畅通，请大家及时清理自己

名下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不能行驶

的车辆可联系回收企业将车辆拖移

进行报废注销，不要随意在道路停

放，既占用公用资源，又存在道路安

全隐患和消防隐患，呼吁大家共同努

力，维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究竟是谁将车辆停在这里？

通过车牌能否找到车主？记者将

这个情况反映给南海公安分局交

警大队桂城中队，民警通过车辆登

记系统查询，得知天蓝色粤E牌车

辆逾期未检验，达到报废标准；另

外一辆多宗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检

验，同样达到报废标准。

23日，记者跟随桂城交警中队

的3名警辅人员再次来到这里，跟进

“僵尸车”的后续处理情况。交警经

过逐一询问周边居民和商户得知，这

两辆车属于道路对面的某汽车维修

中心。随后，民警对该单位负责人进

行约谈教育，告知其需要对名下车辆

妥善管理，随后开出了整改通知书，

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挪走车辆并

进行相关报废手续。

意识到自身的行为不对后，该

汽车维修中心的员工拿来车轮和工

具，给车辆装上车轮，并合力将两辆

车推回维修车间存放。“一辆是我们

自己的，另外一辆是客户的，客户开

来维修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我们也

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该汽车维修

中心负责人吴女士说。对此，民警建

议可向当地政府部门或警方要求协

助处理。

民警介绍，若道路上发现长期

无人处理的因逾期未检验达到报废

标准的车辆，若多次通过电话、信函

联系车主，车主仍不按期处理的，有

关部门将对“僵尸车”集中拖离到停

车场统一存放，同时还会向社会进行

公告，要求车主处理。如果逾期车主

仍未前来处理，将根据相关规定，依

法对车辆进行处理。

“炎炎天气，这样的车辆停在路

边，长期无人管理，车内布满垃圾，给

文明卫生城市环境带来影响，也很容

易引起自燃，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民警提醒，如果车辆达到报废期限，

可以通过车辆回收企业，申请报废拆

解车辆。如果将车辆随意停放在路

边，不仅阻碍交通，如果属于违法停

车，还将面临相应处罚。

交警介入：
汽修中心把“僵尸车”推走

工作计划：
大规模开展车辆违停整治

实地走访：
无主“僵尸车”长期停路边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冬冬通讯员许启琛

▲市民举报的“僵尸车”停在路边，车身看起来破旧，还缺了个轮子。

▲“僵尸车”

被移走后，路

内停车位马

上恢复了运

转。

安居乐业是一座幸福城市的

标配。在桂城，不仅有高速发展

的经济、实力十足的企业，还有暖

人心窝的志愿服务。过去一周，

桂城迎来了世界读书日和世界地

球日，还迎来了志愿服务15周年

总结大会。同时，各类文化活动

也在持续开展，为市民带去“精神

食粮”。

城市的发展，关键在人。在

桂城，志愿服务一直是一张闪亮

“名片”。志愿者们以个人小爱，

成就城市大爱。4月24日下午，

桂城志愿服务15周年总结大会

暨“我为群众办实事”百件志愿服

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南海中心小学

举行。15年来，桂城累计开展的

志愿服务已经超过350万小时。

该活动呈现了2020年度桂城志

愿者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的

故事，也回顾了桂城志愿服务15
年发展的历程。现场还启动了

“我为群众办实事”桂城百件志愿

服务活动，激发各社会主体以志

愿服务为途径，参与桂城街道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努力将桂

城打造成范围广、质量高、服务全

的“志愿之城”。

企业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

推手”。工业稳则经济稳、工业

强则经济强。4月22日下午，桂

城街道召开工业企业代表座谈

会，了解工业企业经营状况，广

泛听取企业家建议，促进政企交

流，集思广益共商桂城高质量发

展大计。会议还重点推介了《佛

山市南海区关于实施“十百千”

工业企业培育计划的意见》，聚

焦鼓励做大规模、鼓励加快成

长、实施贴息降本、融资风险补

偿、简化过桥手续、创新金融支

持、放宽协议出让、支持“工改

工”、推动产学研合作、解决子女

入学等关键问题，聚焦实体经济

发展，以提升制造业竞争力为核

心，解决企业面临的资本、土地、

人才、技术等瓶颈问题，积极构

建“月亮+星星”交相辉映的发展

格局。

“精神食粮”对城市发展、对

市民幸福感提升同样重要。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日”。当晚，桂

城图书馆联合先行书店在千灯湖

环宇城举办“趣味相投·萤火虫”

换书大会，吸引超1000位爱书人

前来交换家中的闲置书籍。当晚

大会共计2300本闲置书籍被交

换，它们在新主人手里获得“新

生”。同时，大会现场还设置了朗

读区，不少学生在挑选了心仪的

书籍后放声朗读，以实际行动度

过“世界读书日”，也引导大家树

立终身学习的理念。这场以书为

纽带的活动，链接起了不同角落

的爱书人。此外，“盛世工笔”现

代工笔名家作品展开幕仪式也于

4月24日上午在桂城美术馆举

行，13位工笔画名家携77幅作品

亮相，为桂城艺术爱好者带来一场

精致高端视觉盛宴，丰富市民业余

生活。该展将展至5月8日。

美好生活，从绿色开始。4
月 22日，是第 52个“世界地球

日”。当天起，星巴克上海超过

850家门店将率先引入供冷饮

使用的含萃取后咖啡粉的可生

物降解吸管“渣渣管”，并计划于

年内逐步推广至中国内地所有

门店。而这“渣渣管”的研发技

术及独家原材料供应，正是来自

南海桂城的广东星联科技有限

公司，它定向解决了咖啡生物残

渣的循环再利用问题，实现了在

食品行业以全生物降解材料替

代传统塑料。

下周将迎来五一假期，桂城

也早已准备了各式活动、美景、美

食等，期待各地市民前来桂城度

假，一起享受幸福生活。

文/珠江时报记者邹韵斯

志愿服务暖心 精神食粮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