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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在北京设分印点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张连城）日前，
本报连续报道了杨梅坑交通、环境乱象，
引起了大鹏新区、南澳办事处的高度重
视。在经历了三周时间的宣传、敬告、劝
导之后，8月 1日至 3日，大鹏新区南澳办
事处调集办事处十余个部门和驻区单位的
500 余名综合执法人员对杨梅坑的“六
乱”现象进行集中整治。

法规宣传家喻户晓，商户自行清理

1日早上 8时许，南澳办事处相关领导
和武装部等 10多个部门的 200余名执法人
员到达现场，按照分工各就各位，开始执法
前的准备。

记者在现场看到，清早的杨梅坑道路显
得格外清净、开阔。道路两旁人行道上，昔
日占道经营的自行车不见了踪影。南澳驻东
山社区负责人白凌告诉记者，连日的入户宣
传、动员达到了效果，绝大多数商户已自觉
将自行车转移。

9时开始，施工人员开始安装防撞柱。当
施工人员安装到金沙湾商店门口时，一位中年
男店主出面进行阻拦，社区人员耐心解释，店
主情绪却越来越激动。南澳派出所副所长刘立
智带领民警闻讯赶到，继续对店主解释、说
服，30多分钟后，店主的情绪才恢复平静。

此时，南澳办事处主任李国伟带领执法
人员进行第三次沿街检查，一家商铺占道摆
卖的货摊让他停住脚步。他让执法人员帮助
店主将货摊搬回人行道外，并告诉店主：
“这已是第三次对你进行劝告，再发生占道
经营的状况将依法查处。”

李国伟告诉记者，大鹏新区和南澳办事

处对整治杨梅坑是下定决心的，仅新区召开
专题会议就达十多次。此次整治行动，不达
目的决不收兵。说话间，一辆卡车拉着十几
辆自行车向新建成的自行车集散中心方向驶
去。李国伟告诉记者，这是刚刚查扣的占道
经营自行车。

以劝导为主，3天开出12张罚单
1日上午近 10点，游客开始增多，两轮

两座和四轮自行车开始出现在机动车路面，

执勤的交警高声向游客宣传。
10:10，一对青年情侣骑着一辆两座自

行车出现在交警面前。执勤交警对其进行法
规宣讲，并处以 20元罚款。随后，交警拦
住一对骑着两座自行车的青年情侣。骑车的
小伙子解释说，第一次来杨梅坑游玩，租车
时老板并没有告知在哪些路段不可以骑行。
执勤交警对其进行法规讲解后，做出扣车决
定。在一旁协助执法的社区人员如数奉还了
小伙子支付的押金。随后，这位工作人员向

记者解释说，这次违章责任在商铺业主，查
扣自行车后，请商铺老板到社区领取自行车
时，再对其进行教育训诫。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一次执法都引来大
量游客的围观，每一次宣讲、处罚都警醒了
围观的游客。时间接近 11时，进入杨梅坑
的车辆和游人逐渐达到了高峰，但杨梅坑路
段的交通秩序依然良好。

清理2000平方米乱摆卖
拆除乱搭建485平方米

上午近 11时，执法队陆续集中到长沙
头沙滩。这里沙滩开阔、海水清澈，是市民
游客必到的天然海滨浴场。长期以来，沙滩
和临滩而建的小广场成为无证商贩的集中
地。商贩们占地为王，乱搭建、乱摆卖使这
片美丽的沙滩变得垃圾遍地、铁皮房林立。

劝导、敬告使大部分无证商贩知难而
退，部分乱搭建的摊主企图阻挠清拆行动。
在执法人员最后宣讲相关法规、政策后，开
始了清理和清拆行动。铁皮房、遮阳棚、帐
篷屋被一个个拆除，业主拒绝自行清理的经
营物品被清除查扣。行动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
多钟，拆除铁皮房 5个，查扣自行车、烧烤
炉、沙滩椅、遮阳伞、电冰箱等物品一批。

在 3天的整治中，12个行动小组各司其
职，共对 2人以上自行车违法行驶行为开出
罚单 12张，暂扣占道经营和违法上路自行
车 143辆，拆除乱搭建 485平方米，清理乱
摆卖面积近 2000平方米，安装防撞柱 120
个。整治后，杨梅坑路段交通拥堵、秩序
混乱、占道经营、垃圾遍地等现象得到初
步改善。

深圳特区报讯（见习记者 李丽）昨日，中国人民大
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金灿荣教授做客市民
文化大讲堂，以《MH17悲剧将如何改变世界》为题，进
行了主题演讲。金灿荣教授表示，最近的国际态势非常不
太平，虽然MH17事件只是其中之一，但是从国际社会的
角度来看，最值得关注的还是这件事，它牵扯到复杂的大
国博弈，如北欧关系走向，美俄关系态势等。

金灿荣教授介绍，北京时间上月 22日凌晨，联合
国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对该事件进行独立、客观、公正
调查，并严惩肇事者。但事实上，调查处于战区，且存
在不信任与政治博弈，因此可以预见调查过程将非常复
杂，可能马航MH17的结论要等未来的历史来回答。
“但是，我们一贯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和民主主权，期待
和平解决，并要求对直接责任人给予惩罚，给香港同胞
和其他无辜的乘客以交待。”

谈及这个悲剧何以发生，金灿荣分析原因如下，首
先，乌克兰国家分裂的事实为悲剧发生提供了可乘之
机；其次，领导人能力不足导致治国乏力；最后，政治
和经济受到大国干扰雪上加霜。金灿荣评价，在国家框
架、国家机构的不稳定时期，要慎重启动民主化，否则
可能撕裂一个国家，加剧伤口恶化。

金灿荣教授做客市民文化大讲堂

解析MH17悲剧
将如何改变世界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徐兴东 通讯员 方明华 王
珂） 8月 1日深圳机场集团联合民航监管部门、各航空
公司及相关驻场单位正式成立深圳机场新闻宣传协调委
员会，在面对特殊天气以及突发事件时共同应对，提升
机场整体服务水平。

据介绍，深圳机场新宣委由深圳市机场（集团）有
限公司牵头，涵盖了深圳机场股份公司以及民航深圳空
管站、机场公安分局、机场海关、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机场边检站、宝安海事局、深航、南航深圳分公
司、海航深圳分公司、东海航空等10余家单位。

据介绍，新宣委运行机制分为日常运行与应急运行
两种。在遇到特殊天气、重大及突发事件时，新宣委将
根据实际情况启动应急运行机制，重点提升大面积航班
延误等情况下的信息服务水平，确保为广大旅客提供优
质贴心的服务。

深圳机场成立新闻宣传协调机构

航班大面积延误
航企机场共同发信息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罗国淮） 2日
晚，市儿童医院急诊科接到一位不寻常的
患者：一名 4岁女童一直处于亢奋状态，
不停讲话。凭着经验，医生认为患者可能
是吸食毒品所致，于是报警，经警方调
查，小女孩为误食冰毒。据了解，女童经
医院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

（请刘先生领取报料奖50元）

女童误食冰毒
送院治疗脱险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王奋强 通讯
员 尹峰）在光明新区的统一部署下，公
明规划土地监察队、综合执法队、安监
办、国有土地整备及监管中心、光明新区
特保大队、玉塘派出所、田寮社区等单位
日前出动 100多人，深入到公明田寮社区
麒麟山庄片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
行动，由此，公明麒麟山庄片区消防安全
隐患清理整治攻坚战全面打响。

8月 1日上午 10时许，联合执法队伍
来到公明麒麟山庄现场开展各项宣传活
动，劝离从业人员自行搬离并拆除乱搭
建。执法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派发《致公明
麒麟山庄经营者的一封信》、张贴《关于
开展麒麟山庄片区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
的公告》，在公明麒麟山庄周边悬挂宣传
横幅、竖立公告宣传牌，在公明麒麟山庄
出口设立国有土地监管联合岗亭，同时对
行动进行了全程拍摄取证。

消防民警告诉记者，公明麒麟山庄片
区“三合一”现象非常突出，存在严重的
消防安全隐患。

光明出动百人
整治消防隐患

深圳特区报讯（见习记者 谢馥蔓 实习生 王飞
翔）前日，深圳市建筑门窗幕墙学会第一次会员大会
在深圳市富城幕墙装饰有限公司召开。深圳主要幕墙
装饰企业领导和筹备组成员，及 57个幕墙研究、设计
和施工相关单位的主要领导、168位专业技术人员出席
了本次会议。这次大会宣告了深圳市建筑门窗幕墙行业
学会成立。

我市建筑门窗幕墙
行业学会成立

■ 深圳特区报记者 叶萌 文/图

原关外一些公交站台功能存在缺陷困
扰着许多市民，大家满腹怨言，企盼着实
用性强的站台尽快取代“奇葩”站台，而
记者采访市交委得知，他们已关注到这一
现象，今年内将有 600座新一代候车亭亮
相原关外，优先更新“三无站台”。

市民：站台应简单实用

公交站台到底应该是什么样？记者针
对此问题做了调查，大多数市民认为，公
交站台并不需要“花里胡哨”的功能，简
洁大方、实用才是王道。另外，市民还认
为，原关内和原关外的公交站台不能厚此
薄彼，应采用统一标准建造。

家住深惠路荣超花园的王小姐告诉记
者，她家附近的公交站台 2011年时就做了
翻新，但是使用的是玻璃顶棚，导致站内奇
热无比，很多市民宁愿躲在桥底下也不愿在
站内候车，有媒体专门就此进行报道。后
来，有关部门在这些玻璃顶内部加装了“防
晒夹层”才解决了问题。其结果是：“美
观”没达到，还花了冤枉钱。

王小姐表示，公交站台并不需要多么漂亮，基
本功能（遮阳挡雨、车辆信息等）完善就好。
与其花大价钱建设“高级”公交车站，倒不如
在高峰期多发一班车，减少市民候车时间。

经常往返于南山和宝安两区的张先生
则表示，我市原关内的公交车站大多功能
已经很完备，可满足市民候车所需。但
是，相比之下原关外的站台就要差很多，
“三无站台”很多，许多大型公交站的站
台也非常破旧。这说明，特区一体化在这
方面还没有做到。

市交委：年内原关外覆盖 600座
新式候车亭

记者就公交站台建设方面的问题采访
了市交委，公共交通处的相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已经注意到原关外公交站台简陋
的问题，计划今年内完成 600座新一代候
车亭的建设，网点覆盖原关外地区，优先
更新上文中提到的“三无站台”。

该负责人表示，这 600座

候车亭作为首批推向原关外的“新式候车
亭”，采用统一化设计，将实现站亭、站
牌、站架一体化，配套设施齐全。支架将
采用比旧候车亭普通钢管更为坚固的铸铁
材质，以延长其使用寿命。另外，新一代
候车亭还将设计座凳等服务设施，供候车
市民休息。站亭顶棚也采用了加宽设计，
能容纳更多乘客在此遮阳避雨。

据了解，首批推向原关外的新一代候车
亭主要针对最为简陋的公交站台。之后，市
交委还会对其他需要改进或翻修的公交站台
进行调研，逐步扩大新一代候车亭的覆盖
面。针对有些公交站台“华而不实”的问
题，该负责人表示，有些站台是翻修的时候
施工方考虑不周全导致了这种问题的出现，
而即将推出的新一代候车亭将采用统一设计
建设标准，力争做到各站点之间只有规模差
距，从而避免“花冤枉钱”现象再现。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肖雄鹏）“在五
星级酒店的泳池游泳，没想到突然被电击
中，我和女儿差点横遭不测。”日前从武
汉来深探亲的曹女士和女儿在福田区大中
华广场的喜来登酒店泳池遭遇怪事，事发
后身感不适。对此，酒店方昨日表示，泳
池是否漏电尚难判断，一切有待安监部门
的调查结果。

昨日，记者从酒店方面了解到，事发
后，酒店的工程师多次对泳池进行检测，
均未发现漏电现象。因泳池属于较为隐私
的场所，未安装监控，事发的具体经过及
原因尚难以判断。目前安监部门已介入调
查，事件结果出来后，酒店方面将会积极
配合，承担应有的责任。

五星级酒店游泳
母女俩疑遭电击

详情请登录
深圳文明网、明善公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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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新候车亭将亮相原关外

杨梅坑整治3天扣自行车143辆
开出罚单12张，清理乱摆卖乱搭建2000多平方米

综合执法人员拆除铁皮房。 深圳特区报通讯员 刘亚莎 摄

《杨梅坑8000辆观光单车致拥堵严重》追踪报道

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
昨日，市气象台在全市发

布高温黄色预警。南山区民俗
文化村里，数百名周末顶着酷
暑出游的市民和游客用一场酣
畅淋漓的泼水大战消去高温。
深圳特区报记者 王雨渤 摄

泼水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张尉心 实习生 李斯佳 通讯
员 陈凌威） 8月 2日开始，由龙岗区文化中心联合
《故事大王》杂志共同主办的“深圳龙岗杯”第 13届全
国少年儿童故事大王选拔展示活动拉开帷幕，来自全
国的 300余名小“故事大王”汇聚龙岗区文化中心，
参与初赛、复活赛、半决赛、决赛，角逐全国最佳故
事大王称号。

据了解，“故事大王选拔大赛”经过 12届的活动，
已成为全国最高层次少儿讲故事大赛。今年在龙岗区举
办“深圳龙岗杯”第 13届少年儿童故事大王选拔展示
活动，将淡化评奖的“竞赛”性质，突出其“文化交
流”的性质。在以往激烈比赛的基础之上，还融合了少
儿优秀作品创作展、专场儿童剧、公益少儿电影、夏令
营等在内的一场综合性少儿艺术盛宴。

故事大王选拔赛
在龙岗启动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深圳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一 4 0 10000000元
二 100 1 261555元
三 1287 29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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