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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统筹推进泥头
车综合治理

市工程运输车综合治理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总协调人谢
英豪介绍，2018年 6月 25日，我
市出台《中山市工程运输车综合
治理工作方案》，针对工程运输
车超载滥运、沿途扬撒泄漏、未
按规定时间或线路行驶以及无
牌无证、假牌假证、报废车、套牌
车上路运营等情况，开展专项整
治。方案出台后，我市紧接着在
去年 7月份成立了市工程运输

车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统筹推进全市工程运输车综
合治理工作。综合治理以来，我
市始终坚持部门联动、源头治理
工作方针为核心，各镇（区）、部
门按照市的总体部署，成立相应
的工作机构，进一步加大对工程
运输车的整治力度，积极开展多
部门联合行动。

相对中心城区，镇区的综合
治理工作相对滞后。接下来，我
市将召开全市推进会，落实责任
制，激发镇区参与综合治理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中心城区泥头车“撒
野”得改善

据悉，综合治理以来，交警
部门检查工程运输车 21516 辆
次，现场查处工程运输车交通违
法行为 4074起。市住建系统检
查工地3803个，发现254宗工程
运输车违规情况，发出整改通知
书180份，发出停工通知书1份，
发出诚信扣分通知书 67分，发
出动态扣分通知书 5份。市工程

运输车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对各部门、镇区发出督办
函422份。

源头治理效果显著。截至
2018年 12月 29日，我市分别发
出“工程运输车标志牌”667个和

“驾驶员从业资格备案合格证”
667个。从去年 11月 30日开始，
相关单位主动登记的积极性也
相应提高，平均每周新增 20多
辆车。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泥头
车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
效，在中心城区范围内从事工程
运输的车辆大部分已落实全密
闭运输。

■遗撒建筑垃圾最高
处罚5万元

市工程运输车综合治理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组组长
齐飞告诉记者，今年，我市将加
大对泥头车违法违规行为的惩
罚力度。车辆一旦涉及违法，执
法部门将根据违法内容进行分
析，分类选择处罚最严的条文进
行“顶格处罚”。

在处罚条文中，处罚额度值
得关注。未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
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的，市交通运输局将对没有
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2
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
在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沿途丢
弃、遗撒建筑垃圾的，城管执法
部门可依法处以 5000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根据“顶格处理”
的原则，执法部门最多可依法对
相关单位处罚5万元。

本报记者 隋胜伟

1月 29日下午，横栏镇
三沙公园人声鼎沸，充满了
欢声笑语。当天，横栏镇三
沙村举办第三届“迎新春·
寻年味”游园活动，逾两千
人参加。玩游戏，赢奖品，相
互合作包饺子……众多活
动中，最吸引眼球的是晚辈
给长辈端水洗脸洗脚。

村民黄阿姨是背着小
孙子、拉着大孙子过来的。
她刚坐下，大孙子就熟练地
为奶奶脱鞋、脱袜子，先用
毛巾给奶奶擦了把脸，然后
把奶奶的脚放在盆中，为奶

奶洗起脚来，让背着小孙子
的奶奶笑着流下了眼泪。黄
阿姨告诉记者，去年的游园
会自己也参加了，当时为她
洗脚的是儿媳妇，大孙子站
在一旁观看。“上一辈做得
好，下一辈就会学好。”黄阿
姨欣慰地说。

三沙村党支部书记苏
日洪表示，会把这种具有教
育意义的活动保存下来，让
中华传统美德得以传承。

赵小慧一家从广西来
到中山已经 6年，这是他们
一家四口第三次参加新春

游园。四人分头行动，这边
排队拿书画家挥写的免费
春联，那边参加插筷子比
赛。而赵小慧两夫妇则参加
了在会场中间举行的大型
包饺子比赛。“一边包饺子
一边与其他人聊天，非常开
心！虽然不能回老家过年，
但我们不孤单，因为我们有
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赵小
慧表示，虽然不在家乡，但
大家齐心协力合作包饺子
让人觉得很温暖。

本报记者 柯颂
通讯员 黄卫梅

种类齐全的年花、摩肩
接踵的市民……年味浓浓的
沙岗墟迎新春花市，昨日上
午迎来了一群身穿制服的
人，他们或牵着老人的手，或
推着轮椅汇进了人流。当天，
中山市公安边防支队勤务中
队的 30多名民警和华宇乐颐
养院的老人一起逛花市迎新
年，而这一爱心举动已持续
了 17年。

80多岁的陈婆婆第一次
在民警陪同下逛花市，“很热
闹，很好玩，出来很开心。”在
民警的护送下，老人们安心地
从街口逛到街尾，脸上都洋溢
着开心的笑容，民警还自掏腰
包为老人采购了年桔、苹果等
年货。

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也
让市民们竖起了大拇指。一家
售卖蝴蝶兰档口老板还将自
己店内所卖的花包装成花束，
献给了一位老人。

“除了春节前带老人家来
逛花市，我们每个月都会到颐
养院组织生日会、聊家常、互
动唱歌、欢乐共舞等多种形式

的活动慰问关爱老人。”连续
9年陪同老人逛花市的钟兴
林说。

据介绍，院里有超过 500
个老人，当天出来的只是部分
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平均
70多岁，最大年纪 96岁。“这
些有爱心的边防民警每年都
会过来跟老人一起活动，老人
也喜欢这些像子孙一样可爱
的人。”中山华宇乐颐养院高
院长表示，民警与老人双方感
情深厚，他们结对认亲，把彼
此当成自己的亲人。“老人遇
上家里嫁孙媳妇的喜事，也会
请民警一同前去庆贺。”

据悉，中山市华宇乐颐养
院与中山市公安边防支队勤
务中队于 2002年警民共建，
17年以来，双方结下了深厚
的情谊，每年临近春节都会一
起逛花市、办年货、贺新春。如
今勤务中队官兵虽然脱下军
装换上了警服，从人民子弟兵
变成了人民警察，但这个温暖
行动将继续传承下去。

实习生 黄咏洋 刘嘉淇
本报记者 张倩

2018年中山CPI上
涨 1.4%，食品类价格是
主导因素

涨幅在全省
地级市中最低

本报讯（记者 李玮玮 通讯员 国中调）
国家统计局中山调查队昨日发布调查数据
显示，2018年，中山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
1.4%，涨幅进一步趋缓，比 2017 年（上涨
1.6%）低 0.2个百分点。另外，去年 12月份中
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昨日也公布，环比上涨
1.3%，涨幅比上月收窄 0.1个百分点，食品价
格整体呈现上涨态势。

2018年，中山在经济平稳运行的背景下，
物价也继续保持在温和上涨区间运行。纵向
比较看，月度指数涨幅温和；从横向比较看，
CPI涨幅处在全省下游水平，比全国（上涨
2.1%）、全省（上涨2.2%）分别低0.7和0.8个百
分点。中山CPI涨幅在全省 21个地级市中最
低，处在全省下游水平。总体来看，食品烟酒
类、居住类、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共拉动CPI上
涨约1.2个百分点，是影响中山CPI上涨的主
要动力，对CPI上涨的贡献率为83.9%。

2018 年，中山食品类价格全年上涨
1.3%。其中，鸡蛋、鲜菜、鸡的价格涨幅较明
显，分别上涨 8.8%、8.6%和 4.8%；鲜菜价格拉
动总指数 0.22个百分点；水产品、鲜瓜果价
格延续上年涨势，分别上涨 3.5%和 2.9%。羊
肉、牛肉价格分别上涨21.8%和2.4%；而猪肉
价格受供大于求的市场形势影响，全年下降
7.6%，下拉总指数0.23个百分点，抑制了总指
数上行。粮油等农副产品价格涨跌温和，对
中山CPI起到稳定作用。

2018年中山服务项目价格上涨 1.3%，与
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医疗、房租、教育等服务
价格的涨幅均有所收窄。2018年医疗服务的
价格全年下降 0.3%，自有住房折算价格和租
赁房房租价格均上涨 2.1%，教育服务价格上
涨0.3%，旅游价格上涨3.9%，涨幅有所扩大。

春运至今

全市共查处假套牌
违法行为287宗

近日，中山市开发区交警大队在开展节
前酒后驾驶专项行动中查获一名男子无证驾
驶并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

据初步调查，男子叫田某，22岁，陕西
人，其所驾驶的粤TV0392摩托车号牌系伪
造，交警的综合查询平台查不到该车资料。
随后，民警对其作进一步询问。据田某交代，
自己还未考取摩托车驾驶证，该车是他向朋
友购买的，原本车辆无牌，但因无牌车到加
油站无法加油，于是他就在网上花60元购买
一副车牌悬挂在该车上。

鉴于田某无法提供任何证件，存在无证
驾驶及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及不按规
定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交警部门依
法对摩托车进行暂扣，对田某给予行政拘留
15日及罚款6000多元的严厉处罚。

交警部门大力查处假套牌违法行为，春
运以来，全市共查处假套牌违法行为达到
287宗。 （江泽丰 叶颖雯 钟碧伊）

孩子们给长辈洗脚。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老人们在边防民警的陪同下逛花市、买年货。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1月29日，横栏镇三沙村、五沙村等花田的办公室传
出阵阵欢声笑语。花场场主捧回一捆捆人民币，正在为农
户派发花田租金。每个农户根据出租的土地多少，分别领
走了少则数千元，多达十多万元的现金。

农户黄先生告诉记者，共发了11万多元。说话间，黄
先生的电话又响，另一家花场场主也开始发钱了。

据悉，2018年横栏的花田出租达到了26000多亩，仅
土地出租收入就超过了2.3亿元。

我市重拳整治泥头车，中心城区初见成效，今年治理力度将加大

遗撒建筑垃圾最高可罚5万元

春运交通安全

齐 参 与

带老人逛花市迎新年
市公安边防支队民警心系颐养院老人，

温暖行动已持续17年

为维护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蓝

天保卫战”，去年6月，我市对工程运输车（以下简称泥头车）进行综合治理。记者昨日从

市工程运输车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目前，中心城区范围内已初步取得成

效。今年，治理力度还将继续加大，违法违规的“成本”也将提高。

横栏镇三沙村举行第三届“迎新春·寻年
味”游园活动

孙子给奶奶洗脚
奶奶笑着落泪了

花场发租金 农户喜开颜

本报记者 文波 柯颂 摄影报道

春运进入高峰期，交
通执法严厉整治乱象

重点打击
路边上下客

本报讯（记者 何淼 通讯员 洪鸿标）1
月 29日，春运进入高峰期，市交通运输局综
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市交通执法局”）
总结分析春运交通运输乱象发现，路边上下
客违法行为占比超八成，将出重拳进行严厉
打击。据悉，该局将根据分管片区和交警高
速执勤点，点面结合开展执法工作。

“客运大巴不按站点停靠，未落实乘客购
票实名制、未对旅客随身行李进行安检，随意
在路边停靠上下客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不仅扰
乱了正常客运市场秩序，还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市交通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刚过去
的春运平稳期期间，市交通执法局组成八支执
法队伍，在全市24个镇区分片进行巡查，重点
对人流量大的路段、高速出入口、违法行为高
发点进行执勤，同时联合镇区对重点客运站场
车辆进行不定时检查。数据统计显示，1月21日
至1月28日，全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共计查处
道路运政案件461宗，涉及客车违规经营案件
446宗，其中不按核定站点停靠（即路边上下
客）案件共有379宗，占了85%。

据介绍，1月29日进入春运高峰期，为进
一步整治不按核定站点停靠（即路边上下客）
等交通运输乱象，市交通执法局将与各镇区
派出的执法人员共同联合组成 16支执法队
伍，对人流量大的路段、高速出入口和违法行
为高发点实施长达16小时以上的巡查或驻点
稽查。同时，还将充分利用非现场科技执法手
段，严厉打击各类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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