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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淼 通讯员 洪
鸿标）“滴滴出行”安全事故频发，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8月27日，记者从市交
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

“市交通执法局”）获悉，“滴滴出行”公
司至今仍未在中山进行注册备案，今
年3月至今我市交通执法部门共向滴
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出行政处罚决
定书26宗，处罚金额累计达72.5万元，
目前该公司未到场接受处罚。

市交通执法局第一大队大队长
任勇接受采访时介绍说，按照国家的
法律法规，网约车平台应在市一级交
通管理部门注册备案才能开展网约
车经营业务。就“滴滳出行”经营许可
的问题，市交通运输局公交科对该公
司进行了多次的约谈和督促。截至目
前为止，“滴滴出行”仍未在中山办理
登记注册手续。这意味着“滴滴出行”
所有的经营行为、平台车辆以及驾驶

员的数据信息均得不到相关管理部
门的有效监管，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记者采访了解到，我市交通执法
部门一直重视对网约车非法经营行
为的查处和打击。数据统计显示，针
对其未在我市注册和接纳不符合规
定的车辆人员从事经营行为，市交通
执法局从今年 3月起先后向滴滴出
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出行政处罚决定
书 26宗，处罚金额累计 72.5万元。截
至目前为止，该公司仍未到市交通执
法局接受处罚。

“今年 5月，全市考取网约车驾
驶员证的有 800多人，取得网约车运
输证的车辆有 300辆。目前持证人员
已经有1400多人，车辆有400辆。”任
勇表示，取得运营资格的司机和车辆
数量增加，说明他们针对网约车非法
经营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

本报讯（记者 吴森林
陈慧 通讯员 陈秋根）市三
防办 27日发出紧急通知，要
求全市各单位镇区全力做好
近期强降雨防御工作。据市
气象部门预测，受季风槽北
抬影响，我市降雨趋于频密，
有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
程。其中 28-30日有持续性
降雨，局地有 6～8级短时大
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28日
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9-
30日有暴雨局部大暴雨。

紧急通知强调，各地各部
门要认真按照国家、省和市部
署要求，严阵以待，始终保持

高度警惕和戒备，切实落实各
项责任制，严肃防汛纪律，加
强值班值守，密切监视雨情水
情，做好会商分析、预测预报
和预警发布，全力落实防御措
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要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加强水
库、水电站、地质灾害隐患点
巡查值守，努力降低灾害风
险。要着力做好中小河流洪水
和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工作，提
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要加强
城乡内涝防御工作，提前做好
预排，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
量，落实应急联动措施，保障
群众安全。

暑假高峰已过
出游价格回落
国内热门线路普遍降价逾两成

本报讯（记者 陈健儿）昨日，记者走访
市内旅行社了解到，七八月暑假出游高峰已
过，8月中旬开始，旅游产品价格明显回落，
平均价格下降两到三成。

昨天，在市区一旅行社咨询北京游线路
的李小姐说，自己是特意选择错峰出游的，
因为“人少，价格还便宜”。记者了解到，由于
机票、酒店等价格都有所下降，从8月中旬开
始，各大热门线路的旅游产品都开始推出促
销活动，平均价格下降两到三成。比如去三
飞的新疆线路，暑假时团费为14000元左右，
9、10月只需10000元左右。不仅国内线路，出
境游产品的价格也在逐步回落，相比于暑期
旺季，东南亚一带还有欧洲的旅游线路，价
格平均下降一两千元。一业内人士介绍，8月
底的俄罗斯团首推双飞9天的特惠线路4999
元，而暑假时其价格超过 7000元。土耳其目
前团费是6999元，暑假时团费是8000多元。

我市3批次食品
抽检不合格

全为肉制品，市食药监局已立
案查处

本报讯（记者 夏亮红 通讯员 黄美霖）
昨日，记者从市食药监局获悉，省食药监局近
期组织对全省范围内生产经营的9大类食品
900批次样品进行监督抽检，不合格样品22批
次，其中中山有三批次食品抽检不合格。

此次抽检具体包括粮食加工品、食用
油、油脂及其制品、肉制品、方便食品、饼干、
薯类和膨化食品、糖果制品、蔬菜制品、餐饮
食品等。其中，中山三批次不合格样品全为
肉制品，包括广州市白云区松洲穗永昌腊味
经营部销售的标示为中山市黄圃镇广兴腊
味加工厂 2018年 5月 18日生产、规格为 5千
克/箱的广式腊肠，氯霉素检出值为 2.1μg/
kg，不符合标准规定（不得检出）；广州市白云
区松洲穗永昌腊味经营部销售的标示为中
山市黄圃镇喜嘉好肉类制品厂 2018年 6月 3
日生产、规格为 5千克/箱的猪肉大豆蛋白
肠，胭脂红检出值为 0.0012（内含物）g/kg；
0.0028（肠衣）g/kg，不符合标准规定（不得检
出（内含物），≤0.025（肠衣）g/kg）等。

目前，中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对
涉事的中山市黄圃镇广兴腊味加工厂、中山
市黄圃镇喜嘉好肉类制品厂立案查处。

“滴滴出行”未按相关规定在我市注册备案，相关部门对其开
出行政处罚决定书26宗

被罚70余万 至今仍未缴纳

本报讯（记者 何淼 通
讯员 洪鸿标）8月 27 日，记
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为
了进一步完善网约车从业人
员的审查，我市网约车驾驶
员培训报名增设毛发验毒流
程，对新报考网约车驾驶证
的司机进行全面的毛发验毒
工作，目前已有300多名司机
接受毛发采集检验。

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滴滴网约车安
全事件频发，暴露了该平台
对从业人员的审查工作存在

漏洞。我市针对网约车驾驶
员的培训，会对其暴力犯罪
记录、交通违章扣分情况及
是否有吸毒史等做全面的审
查。从今年 7月起，根据市禁
毒办的工作要求，我市交通
部门进一步完善网约车从业
人员的审查，联合公安部门
对新报考网约车驾驶员证的
司机进行毛发验毒工作。

据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
出租小汽车分会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从今年 7月起，凡报
考网约车驾驶员证的司机，

必须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进
行毛发采集。按要求，采集样
本长度为三厘米，样本要放
入专用采集袋进行封口保
存，由当事人签名确认，工作
人员填写采集时间、姓名、身
份证号等信息，最后交由公
安部门做检验。

记者采访了解到，对已
取得网约车驾驶员证的人
员，交通部门也安排了比例
为 30%的抽验。截至目前，已
有 300多位司机接受了毛发
验毒。

相关新闻

网约车驾驶员培训报名增设毛发验毒流程

中山已有300多名司机接受检验

昨天上午我市开始出现降雨。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将持续性降雨，可能带来山洪等地质灾
害，需小心防御。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未来几天将持续性降雨，市三防
办发出紧急通知——

做好近期强降雨防御工作

根据市委的部署要求，阜沙
镇全面推行河长制，以“三行动、
三提升”精准发力治水。“三行动”
即开展三项专项行动。一是开展

“清水行动”,按照“谁主管谁负
责”和“属地管理”原则，结合创文
修身和环保督察工作，主要实施
入河排污口整治、水源地保护、黑
臭水体整治等重点工作。二是开
展“清障行动”。全面清理河道违
章搭建，对镇内河 4873宗违章物

进行登记造册，涉河违章面积约4
万平方米，目前正按问题导向、先
易后难原则“挂图作战”，开展违
章建筑清拆工作。三是开展“护河
行动”,在保障防洪安全的前提下,
开展河涌护堤林绿化、重点河涌
段“一河两岸”道路建设和堤防缺
口堵复等工作。

“三提升”即实施三个方面提
升。一是实施河长制组织体系再
提升,进一步健全完善河长制组

织体系，明确三级河长和相关单
位、村居工作职责，全面落实水资
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
染防治及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
复和执法监管五大任务。二是实
施河长制规范管理再提升,进一
步建立健全河长制制度体系，强
化督察考核，建立“周督查、月考
核”的督查机制，镇党政办、人大
办、河长办定期对河长制实施情
况开展专项督查，每月通报 2次

进展情况，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
处。镇纪委对相关部门推进河长
制履责情况实施监督执纪问责，
将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综合考
核评价的重要依据。三是实施河
长制文化内涵再提升,探索实施

“文化河长”建设，结合地方志工
作，聘请本土民俗学者，挖掘整理
辖区河道文化，发掘河道文化内
涵，同时加大宣传，提升全民参与
爱河护河和乡愁文化意识。

阜沙:奋力打造“三宜”高品质城镇
近来，阜沙镇持续掀起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热
潮，将深入传达学习习总书记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
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头等大事
和首要政治任务，各单位、村（社
区）集中时间和精力，静下心来再
学习、再领会，以丰富形式为载
体，不断掀起学习传达热潮。阜沙
镇围绕李希书记对中山提出的战
略定位和工作要求，结合本镇工
作实际，助推改革发展、致力民生
改善、汇聚智慧力量，发挥阜沙独
特的作用，为广东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贡献力量。

日前，阜沙镇党委书记陈柳
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阜沙将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共建共治共
享理念，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突
出特色、创新机制，夯实城镇产业
基础，奋力打造“适宜人居、适宜
发展、适宜创业”的“三宜”高品质
城镇。

文/夏亮红 陈华辉

阜沙镇积极响应市政府“三
年绿化美化提升”方案，落实绿色
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按照“增花、增色、增彩”工作
思路，在浮虚山文体广场、小榄水
道滩涂地等种植红花楹、蓝花楹，
非红花、蓝花等开花树种共近1.3
万棵，绿化长度近4公里，绿化面
积约4万多平方米。

投入 100多万元完成了大有
村、丰联村、上南村和罗松村村庄
绿化种植工作，共种植各类树木
3500多棵、台湾草 10000多平方
米，其中：罗松村的罗松滨江公园，
原为2012年罗松村配合阜沙镇政
府治理饮用水源而清拆鸡鸦水道
旁的废旧物资收购站用地，由于土
地受到污染而不能用于种、养殖，
导致土地闲置，经镇政府的积极申
请，由市环保局聘请专业公司对该
地块进行泥土清洗修复后，进行公
园规划、设计和建设。

积极推进鸦雀尾湿地公园建
设，鸦雀尾湿地公园为市级湿地
公园之一，也是阜沙镇打造的第
一个湿地公园，建成后将是群众
悠闲娱乐的好去处。该项目和鸦
雀尾水利枢纽工程融为一体，景
色雅致，似有“落霞与孤鹜齐飞 ，
秋水共长天一色”的佳境，逐渐成
为人们欣赏日落的好去处。

陈柳斌表示，阜沙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真抓实干推进各项工作落实。进一
步明确全镇各级党组织书记抓基
层党建的工作职责和制定党的建
设主体责任清单制度，持续增强基
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全面提升党
的建设质量，为建设充满创新活力
的美丽宜居阜沙提供坚强的组织
保障。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开展“动
力”建设，强化忠诚干净担当的用
人导向，强化提醒、函询、诫勉和问
责处理，严肃处理不作为不担当行
为，增强“等不起”、“慢不得”、“坐
不住”的紧迫感和压力感。在各企
业组织开展党群共建“先锋示范
岗”“科研攻关组”“骨干生产线”活
动，形成头雁领航，雁阵齐飞，党员
带群众，齐心谋发展的良好局面。

陈柳斌说，阜沙正积极开展
“精品”招商，利用区位优势，面
向深港澳广佛，严格按照市“三
个一百”标准，着力引进一批亩
产高、税收高、污染少的优质企
业，坚持向“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与培育新兴产业两手抓”的工作

要求对标，加速推动传统产业结
构向创新驱动为核心的现代产业
体系转变。

据悉，目前已洽谈有深圳兆
力电机、深圳索沃斯平板电脑自
动化、澳美时高端户外用品生产
等项目23个，总投资46.2亿元，达

产后可新增年税收超5亿元，其中
6家项目已进入上市前期辅导阶
段。文博城项目于“3·28”签约落
地，该项目投资 10亿元，占地约
124亩，将建设“金湾文化创意产
业园”，打造一个以文化美术展与
专业油画交易市场为核心的大型

文化产业综合体。同时加快岭南
渔业小镇和万科家优居特色小镇
规划建设，深入挖潜整合旅游资
源，规划精品旅游线路。把生态文
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
置，优化区域发展空间结构,全面
提升宜居水平。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

开展“精品”招商，加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三行动、三提升”精准发力治水

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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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沙镇突出特色、创新机制，夯实城镇产业基础，奋力打造“适宜人居、适宜发展、适宜创业”的“三宜”高品质城镇。

鸦雀尾湿地公园和鸦雀尾水
利枢纽工程融为一体，景色雅致，
成为人们欣赏日落的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