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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长假我市公安
交警坚守岗位，为市民出
行保驾护航

全市道路交通
安全畅通

本报讯（记者 江泽丰 通讯员 高志峰）
昨天是春节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市交警部
门获悉，春节期间，全市公安交警部门制定
周密预案，广大民警、辅警节日期间坚守岗
位，上路执勤严查酒后驾车、疲劳驾驶、超员
超载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确保了全市道路
交通安全、畅通。

据悉，春节假期期间（2月 4日至 2月 10
日15时）全市共发生一般程序处理的道路交
通事故2起、死亡0人、受伤2人，同比2018年
春节假期期间事故减少 4宗、死亡人数持平
（0人）、受伤人数减少4人，全市高速公路、国
省道主干公路以及主要景区周边道路交通
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和大范
围、长时间、长距离交通拥堵。春节假期期间
全市共投入警力4429人次，查处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 1286宗，其中现场查处超员超载 16
宗 、酒驾醉驾26宗、疲劳驾驶3宗、涉牌涉证
67宗，检查重点车辆3312辆次。

中山春运头20天
送客逾500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何淼）记者昨日从市交通
运输局获悉，1月 21日至 2月 9日，我市春运
20天累计发送旅客 503.79万人次，同比增加
8.54%。今年春运已过半，高速公路、汽车客运
站、铁路等正迎来返程高峰。

数据统计显示，1月 21日至 2月 9日，我
市累计发送旅客 503.79 万人次，同比增长
8.54%。在道路客运方面，共发送 429.56万人
次，同比增加 6.93%。其中，道路跨省发送
34.04 万人次，同比增加 29.09%；跨市发送
67.83 万人次，同比增加 71%；市内发送
327.68万人次，同比减少2.39%。

铁路客运方面，共发送 64.47万人次，同
比增加 25.65%；水路客运发送 9.75万人次，
同比减少12.02%。

中山站相关负责人表示，“从 2月 10日
开始,，回程客流逐步到达高峰，大量客流
由广州南站向珠三角城市输送。”“省站、火
车东客运站等离火车站比较近的客运站已
实施 24小时发班，等火车客流到达后立即
进行疏运。”市城东车站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车站发送客流量少于平日，以到达客
流为主。

春节3.27万人次
进出中山港口岸

本报讯（记者 黄凡 通讯员 陈文星）随
着春节长假的结束，昨日下午起，中山港口
岸入境人流明显增多。据珠海边检总站中山
边检站统计，春节七天长假共有 3.27万人次
出入中山港口岸，同比下降 18.2%。其中出境
1.76万人次，入境1.51万人次。

据介绍，春节假期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
正月初二至正月初六。假期出入境最高峰出
现在正月初三，全天共计 6320人次出入境，
是平时出入境人数的 2倍，当天共计 3933人
次出境，也是假期出境最高峰日。入境最高
峰是正月初六，共有 2600余人次入境。对于
出入境客流较去年有所下降的情况，原因主
要是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分流了部分出入境
客流，加上近年来“出国游”的持续升温，也
一定程度影响了前往香港的客流。

春节期间，中山港口岸没有出现旅客拥
堵滞留的情况。

“90后”新警庄文琪（左）在国门前度过了入警后的第一个春节。
本报记者 明剑 余兆宇 摄

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10日致电祝贺非洲联盟第32届
首脑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

习近平指出，非洲联盟是非
洲联合自强的旗帜。去年以来，

在非洲联盟引领下，非洲一体化
进程取得重大进展，非洲国家在
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继续一
致发声，非洲国际影响不断提
升。我对此表示热烈祝贺，衷心

祝愿非洲联盟团结带领非洲国
家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去年 9月，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巨大
成功，我同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

领导人共襄盛举，为中非关系发
展谋划蓝图。中方愿同非方携手
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同落实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
略深入对接，携手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航班越密越要打起
精神来

当天下午 3点半，入境航班
才刚靠岸，庄文琪已和同事们在
查验岗上等候旅客通关。当旅客
远远走来时，庄文琪已在打量着
他们的神情，留意着他们的举
动，一边警惕留意可疑人物，一
边以温暖微笑迎接人们回来。

一名旅客推着一名坐轮椅
的老人家走来时，她已微笑着站
起来，俯下身从老人家手里接过
了证件。随后在短短数秒的时间
内她就完成了人和证件的核对、

核对基本信息、提交资料、放行
等一系列的动作。一位母亲一手
抱婴儿，一手拉着还没有柜台高
的女儿走来，她站起来接过大家
的证件，俯身仔细比对了每个人
与证件的照片、基本信息。有的
婴孩坐在童车里东张西望，她都
要耐心地追随着认真地比对过
脸才放行。

面带微笑，抬起右手接过证
件，一系列的核对，护照还要盖
验讫章……同样的动作，在春节
入境的高峰期，每个值守人员每
天要重复做上一百几十遍。“印

象深刻的是除夕下午5点半到6
点，连续三班船到岸，满载赶回
家吃年夜饭的人们，我们要验放
得准，绝对不能出一点差错，也
要验放得快，让人们尽快回家团
聚。”她回忆说，最让她感动的
是，忙碌之中，有入境旅客向她
表示了谢意。“他的一句感谢，让
我心情豁然开朗，深切感受到了

服务人民的满足与快乐。”

■把无差错记录保持
下去

去年入职后经过 3 个月实
习，庄文琪正式上岗时间约 4个
月时间，但已显得老练，遇到可
疑人物，也能够沉着处理。

从实习期以来，她养成随身

记录笔记的习惯，把每天碰到的
疑难问题的应对方式、同事叮嘱
的注意事项等等记录下来，不知
不觉已密密麻麻记了一本。“我
们的职业很特殊，作为新人，每
天一定要温故而知新，不断完善
准确验放的本领。”她说。与此
同时，大学为计算机专业的她一
直在苦练英语口语，以便能流利
用普通话、粤语、英语与旅客进
行交流。“我新年的愿望是，继续
把无差错记录保持下去。练就更
精确、更快速地验放旅客的本
领。”她又补充道：“我还有个小
目标是学好英语、练好吉他。”

庄文琪的家人在深圳，离中
山其实不远，但去年入职后，因
工作需要，她几乎没有回去过。

“我从小就梦想当一名警察，如
今梦想实现了，我的家人很支持
和理解我。”

在国门前度过了入警后的
第一个春节，庄文琪更加深深地
体会到了边检工作的意义，也感
受到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本报记者 黄凡
通讯员 陈文星

春运交通安全

齐 参 与

习近平向非洲联盟
第32届首脑会议致贺电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90后边检民警庄文琪在工作岗位上度过

旅客一声感谢 心里充满温暖

本报讯（记者 郭锦润 余兆
宇）2月10日，春节长假最后一天，
市委书记陈旭东走访检查我市民
生工程建设和节日交通治安等情
况，看望值班民警及相关人员。

陈旭东来到东区夏洋社区，
调研旧楼加装电梯情况。自2015
年我市推行旧楼加装电梯以来，
该项工作得到市民广泛关注，目
前全市共接到电梯加装申请143
台，批准项目 99台，已竣工投入
使用 60余台。陈旭东与社区居
民一同体验电梯搭乘，听取大家
对该项工作的意见建议。他表
示，推行旧楼加装电梯是政府倡
导和鼓励的民生工程，关系到旧
小区居民尤其是老年人、残疾人

的切身利益，群众对此热切期
盼。接下来，要推进加装电梯项
目报建高效规范审批，用好用活
激励政策，加大宣传力度，结合
中山电梯产业优势，积极引导社
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扎扎实实把
好事办好。同时要加强回头评
估，不断总结好的经验做法，有
序推进城市更新和“微改造”，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格局，
促使各项工作协同高效开展。

陈旭东随后来到新近开放
的金字山公园，与市民游客一同
游园，并了解我市八大城市公园
规划建设情况。去年，我市把“开
放一批公园”列为十件民生实事
之一，一些原本荒置废弃的闲置

地成功“变身”，成为市民游赏休
憩的好去处。比如金字山公园的
亮点景观“金山飞泉”，所在位置
原为废弃的采石场。陈旭东认为
此举对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市民
生活舒适度幸福感、促进土地资
源合理开发利用都大有裨益。他
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提升城市公
园规划建设水平，坚持绿色发展
理念，尊重原始自然风貌，在不
搞大拆大建、确保安全可控的前
提下，争取引进更多新的潮流元
素，将城市公园与其他旅游资源
串珠成链，塑造粤港澳大湾区宜
居宜业宜游精品城市品牌，形成
引客留客效应。

陈旭东又相继来到市交警

支队指挥中心和东区紫马岭派
出所，查看节日交通治安情况，
慰问坚守一线的公安干警。春节
期间，我市有效警情、刑事案件、
治安案件、交通警情、交通事故
均同比下降，市民在平安祥和气
氛中欢度佳节。陈旭东对公安队
伍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
说，公安工作没有“淡季”，在阖
家团圆、万家灯火的时候，公安
干警总是坚守岗位、恪尽职守。
大家要劳逸结合，保重身体。全
市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对公安干
警的人文关怀，帮助他们解决实
际困难和问题。也希望全市公安
机关继续推进改革创新，做好

“智慧公安”这篇文章，向科技、

管理、集约化要资源、要警力；立
足城市管理“一盘棋”，高效推进
社会治安综治“网格化管理”，不
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

陈旭东还前往孙文公园花
灯会，慰问相关执勤值班人员。
他强调，要切实做好现场组织管
理和安全保障工作，通过花灯会
充分展现中山城市形象，进一步
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让全市
干部群众红红火火、亮亮堂堂地
过新年，进而奋发有为做好今年
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市领导陈文锋、陈小娟、郑
泽晖、李长春参加有关活动。

陈旭东走访检查民生工程建设和节日交通治安等情况

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
推动工作协同高效开展

2月10日是春节长假

最后一天，也是中山港口

岸客流的“回程”高峰，值

守在工作岗位上的珠海边检总站中山边检站民警庄文琪

越发打起十二分精神。这名去年刚大学毕业的“90后”，今

年在工作岗位上度过了工作后第一个春节。她说：“有时

候旅客出入境刚好都走我的查验通道，看着他们熟悉的

面孔，想着他们除夕赶回家吃团年饭或出境游玩平安归

来，我能在国门前迎接他们，心里特别高兴和满足。”

本报讯（记者 郭锦润 余兆
宇）昨晚，市委书记陈旭东邀请
我市援外、扶贫干部共进晚餐，
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表示新
春问候和感谢，听取大家的心声
和意见建议，为做好下阶段对口
支援帮扶合作及精准扶贫工作
加油鼓劲。

一桌热气腾腾、简朴可口的
团年饭，饱含着“娘家人”对援外
扶贫干部的关切与牵挂。陈旭东
说，中山援外扶贫干部胸怀大

局、甘于奉献，艰苦奋斗、实干担
当，为中山落实援疆援藏、东西
部扶贫协作、精准扶贫等国家战
略作出了重要贡献，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舍小家、顾大家”。市委
对大家的工作充分肯定，全市人
民也为大家感到骄傲。

陈旭东说，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艰巨的任务是脱贫攻坚”“小
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对于
中山而言，对口帮扶和精准扶

贫工作既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
务，也是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
和深化对外合作的难得机遇。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精准扶
贫、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
援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中
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坚决完成
好对口支援帮扶合作及精准扶

贫各项任务，帮助受援地区群
众不断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与全国人民一起如期迈入
全面小康社会。

陈旭东强调，越是艰苦的地
方，越能考验和锤炼干部。参与
援外扶贫的同志们要坚定信心，
迎难而上，努力在艰苦条件下、
在攻坚克难中使自己成长为担
当重任、能打硬仗的高素质干
部。要严守扶贫规矩和纪律，做
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防

止形式主义，确保扶贫工作必须
务实，脱贫结果必须真实，让脱
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可、经得
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他表示，市
委、市政府会一直关心关注大家
的成长，相关部门也要认真落实
扶贫干部有关待遇，切实帮助大
家解决工作生活方面的后顾之
忧，最大限度地调动扶贫干部的
积极性、创造性。

市领导陈文锋、陈小娟、蔡
宏、李长春参加座谈交流。

陈旭东与我市援外扶贫干部开展新春交流

致以新春问候 共商扶贫大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