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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下午，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华旭初率市应急管理局、市发改
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
务局等部门相关人员，到始兴县开展尾
矿库、山塘水库汛前防汛、重点项目安
全生产督查调研，要求各有关部门要时
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提高安全生产

意识，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华旭初一行当日下午首先前往始兴
县马市工业片区，检查忠信建设项目安
全生产情况，接着抵达黄泥塘山塘，检
查汛期黄泥塘山塘安全管理工作，随后
前往始兴石人嶂矿，实地察看该矿尾矿

库安全管理相关工作。在督查过程中，
华旭初认真听取当地相关部门负责人
关于安全生产的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企
业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

华旭初强调，各部门要进一步提升
安全生产意识，消除麻痹思想，深化隐患
排查，预防安全事故发生。同时要强化

各类措施保障，强化应急管理，完善应
急预案，明确责任分工，把各项安全生
产工作落到实处。各相关单位要督促
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准确掌握各类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做到及时督办整改，坚
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 韶关日报记者 黄河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环卫部门了解
到，为了营造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给
市民生活提供便利，环卫工人趁着雨水
不多、江河水位下降的时机，组织力量
对亲水平台进行冲洗，对河边的卫生进
行打扫。

据了解，近日持续降雨造成河水暴
涨，市区亲水平台“沦陷”于洪流中。昨
日三江水位降低，曾被水浸泡的亲水平
台重现“真容”，但洪水带来的淤泥垃圾
不仅影响市容市貌，还影响河滨市民的
正常生活与工作。武江区亲水平台面
积位居三区之首，从五里亭桥底开始沿
武江河堤直至沙洲尾韶乐广场的北江
河堤几乎都有亲水平台，因此，武江区
是此次亲水平台冲洗的主战场。

当日，武江区环卫所组织了 30 多
人，借助路面养护车等设备对辖区内的
亲水平台进行全面冲洗。记者在现场
看到，由于亲水平台上的淤泥太厚，环
卫工人只能先用铁铲清理，然后再进行
打扫、冲洗。虽然有时天空还飘着小
雨，但工人们干得十分起劲。武江环卫
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所工人从早
晨开始进行冲洗作业，要持续一整天才
能完成冲洗任务，中午吃了午饭又接着
工作。

记者从浈江环卫所了解到，为了营
造一个干净、整洁的河滨环境，该所同
日组织人员对辖区内江边的阶梯进行
打扫清理。

韶关日报记者 袁少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气象局获
悉，再等一天，控制我市上空多日的雨
水就要离场。据市气象局预测，今日，
我市将再经历一天大到暴雨的洗礼，明
日开始全市天气将由小雨转多云。在
接下来的一周里，雨水将暂时退场。

具体预报如下：9日，大雨到暴雨局
部大暴雨，10℃到 13℃；10日，小雨转多
云间阴天，10℃到 17℃；11日，多云间阴
天，9℃到 20℃；12 日，多云间晴天，9℃
到 20℃；13 日，多云，11℃到 21℃；14
日，小雨转阴天，13℃到 19℃；15 日，阴

天间多云，11℃到 21℃。
据市三防办统计，截至 8日 13时，全

市主要江河及中小河流略有下降，均在
警戒水位以下；仁化县有 3 宗大中型水
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分别为赤石迳水库
水位 128.66m，超汛限水位 0.26m；澌溪

河 水 库 水 位 172.38m，超 汛 限 水 位
0.38m；锦江水库水位 135.28m，超汛限水
位 0.28m，其余各县（市、区）大中型水库
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

另外，截至记者发稿时，本次强降
雨造成仁化、乐昌、始兴等县（市）多
处房屋损坏，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另 外 ，仁 化 、乳 源 、乐 昌 、曲 江 等 县
（市、区）共有 6200 多亩农作物过水或
受浸。

韶关日报记者 黄俊

本报讯 连日来，我市降雨不断。
3 月 6 日 13 时 30 分左右，韶关海事局指
挥中心接报，称市区黄田坝渡口一艘锚
泊渡船因汛期水位起落，被推至亲水平
台后发生搁浅。韶关海事局接报后成
功处置该险情，未引发人员伤亡及环境

污染等次生事故。据介绍，事发渡船发
生搁浅后，市区水位正不断下降，渡船
一旦翻沉，将对辖区通航安全构成威
胁，情况十分危急，需要立刻组织排
险。海事部门接报后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第一时间安排临近的浈武江海事处

展开应急处置工作。海事人员根据该
船搁浅在亲水平台的实际情况，立即调
来一辆 50 吨级吊车，以岸上起吊的方
式实现渡船脱浅。并征调大马力的运
输船，全速驶往黄田坝渡口水域协助抢
险，以防一旦起吊不成功，使用运输船

将搁浅渡船拖出险境。当天 15时 30分
左右，通过妥善处置，吊车将搁浅渡船
安全吊离亲水平台，牢固系泊在渡口码
头。据了解，此次事件因渡船渡工对水
位变化预判不足所致。韶关海事部门
提醒全市各类船舶业主应加强瞭望、谨
慎驾驶，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必要时停
航停渡，选择安全水域锚泊并留足人员
值班，严防走锚、搁浅等险情发生，如遇
水上险情，及时拨打水上应急救援电话
12395。

韶关日报记者 张伟 通讯员 许家英

本报讯 昨日上午，副市长李欣在
市自然资源局和市公路局主要负责人
的陪同下，分别察看了三处地质灾害隐
患点和乳源的水毁公路。李欣强调，当
地政府和相关部门一定要加强责任意
识，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
切实担负起自己的责任，确保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损害。

李欣首先察看了位于芙蓉山下的

原武江区教育局停车场、华南高技、乳
源 邓 屋 村 三 处 地 质 灾 害 隐 患 点 。 随
后 ，李 欣 前 往 国 道 240 线（原 坪 乳 公
路）乳源洋碰路段 K70+500，察看该路
段塌方的清理现场。据介绍，受连续
降雨影响，乳源公路局国省道管养路
段 前 几 日 出 现 塌 方 落 石 现 象 共 有 16
处，较严重的除洋碰路段外，还有国道
240 线乳源段 K73+100 和省道 S258 线

婆洞路段 K49+100 处。截至昨日上午
9 时，全市公路发生边坡塌方共计 188
处 ，约 10650m3，目 前 已 清 理 约
8300m³；路基下塌 8 处，约 1600m³，其
中防撞栏损毁 385m；路面损毁 420㎡；
公路部门投入防汛抢险 676 人次，应急
机械 380 台班。

李欣对乳源公路部门和当地政府迅
速、高效的处置予以充分肯定，尤其赞

扬公路部门连夜处置灾情的做法。在
听取了市公路局局长龚水石的简要汇
报后，李欣要求全市公路部门要密切关
注暴雨天气影响情况，加强值守和巡
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置并上报，切实采
取有效措施，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工作，
尽最大可能避免或减轻灾害影响。对
已发生灾毁的路段按照“先抢通、后修
复”的原则进行有效处置，对暂时难以
抢通的路段，要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
对情况比较危急的路段要安排专人现
场指挥交通，根据受灾情况配合公安交
警部门进行交通管制，切实保障过往车
辆和行人的安全。
韶关日报记者 王建喜 通讯员 黄志鸿

本报讯 “您好！这里是 12338妇女热
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您反映的这
个问题，我们法律专家志愿者可以为你解
答……”昨日，在广东省妇女维权与信息服
务站（韶关站）的妇联主席接听日活动现
场，热线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气氛忙碌而热
烈。

上午 9 时，活动一开始，电话铃声便接
连响起。我市一女市民来电咨询离婚多年
当年判决的孩子抚养费跟不上现今物价问
题。省妇联副主席孙小华接听来电后进行
记录，并由法律专家进行了详细解答，建议
对方可以拿之前的离婚判决书，以孩子的
名义向法院起诉要求变更抚养费。随后，
有妇女就家庭暴力、离婚后无法探视子女、
农村妇女如何就业、留守妇女、儿童需要关
爱等问题进行咨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林岚、市妇联主席汪波等领导和志愿者现
场就来电妇女的困惑和疑问一一进行了倾
听、解答，给出了专业的意见建议。

据悉，为了进一步扩大“12338”妇女热
线的社会影响，发挥热线联系妇女、服务
妇女、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积极作
用，市妇联连续 9 年在“三八”国际妇女节
当天举办主席接听日活动，2011 年至 2018
年共接听热线电话 350 个，为妇女群众解
答咨询 350 宗，咨询的内容涉及法律、婚
姻、家庭暴力、财产分配、子女教育、劳动
创业等各方面。

孙小华，林岚，汪波，省妇联权益部部
长陈秋鹏，市妇联副主席伍海艳、彭跃勤
参加活动并在现场接听妇女来电，还邀请
了知名律师、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志愿
者一同参与，共同为妇女群众解疑答惑。
此外，全市 10 个县（市、区）均同步举行接
听日活动。

韶关日报记者 吴嘉宁 通讯员 张丽红

本报讯 昨日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
节，浈江区人大常委会携同爱心人大代表
帮扶特困妇女儿童，为她们送上慰问金以
及暖心的节日祝福。

是日上午，浈江区人大常委会携同爱
心人大代表分三组前往了 6 名困难群众各
自的家中或学校开展帮扶活动，将筹集的
善款送到她们手中。本次活动由市区两级
人大代表林锐生牵头捐款，在各位爱心人
大代表的支持下，最终筹集 17000 元善款，
其中 13000元作为本次活动的慰问金，6名
困难群众分别获得了 2000 元到 3000 元不
等的帮扶金，剩余的善款将用于儿童节慰
问困难儿童。

本次活动帮扶对象包括有：犁市镇特
困母亲邹丙莲下肢残疾，丈夫高龄无劳动
能力，住十多平方米平房，无经济收入，家
庭生活困难；家住十里亭镇的姜桥秀育有
一子，其丈夫因病去世，她患有宫颈癌，化
疗后身体非常虚弱，已丧失了劳动能力，收
入靠低保金；新韶镇的郑素琴，她丈夫在女
儿出生后不久就离家出走，如今精神残疾，
无劳动能力，家庭主要收入靠低保金；车站
街道的陈丽芳，患乳腺癌，现正接受化疗，
无固定工作，无退休工资，育有一女，刚大
学毕业；车站街道的张梅芳是个孤儿，随奶
奶生活，奶奶已 69岁高龄，无退休工资，生
活来源靠低保金，现读曲仁中学高三班；花
坪实验学校在校学生樊盛翔，因意外摔断
腿住院，单亲家庭负担沉重。

林锐生表示：“人大代表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人大代表暖心驿站就是汇聚
爱的力量。这个活动也让人民群众感受到
社会的关爱和温暖，人大代表拉近了与老
百姓之间的距离，让妇女群众感受到了节
日的温馨和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韶关日报记者 刘嘉健

本报讯 恰逢“三八”妇女节之际，
由市精神文明办、韶关日报社联合举办
的“第二届韶报惠民车展”在西河全民
健身广场正式开幕。本次车展展期为 3
月 8日-3月 10日，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
看车购车。

据了解，本次车展共吸引了 12个汽
车品牌、近 100 款车型现场参展。记者
在车展现场看到，一汽、大众、本田、传
祺、宝骏、北京汽车等车商齐聚，各参展
品牌均展示出了最受消费者关注与喜
爱的车型。同时，不少品牌的崭新车型
亮相车展，吸引了市民的目光。

据悉，本次不同品牌车商提供了较
大的福利优惠政策，“定金抵购、价格直

降、免息保养、一元购车基金”等措施可
谓相当给力。市民在购车后，还可以参
加砸金蛋赢家电奖品活动，惊喜多多。

记者了解到，受二孩政策等因素影
响，在所售车型中，SUV、7 座车车型因
空间容量大、车感舒适颇受市民欢迎。

“刚好想买一台 SUV 车型，所以带上家
人过来看看，这里车型比较多，优惠力
度也大，真不错。”市民董先生一边看车
一边告诉记者。为了让参展品牌、广大
消费者拥有更舒适的购车体验，本次惠
民车展秉承室内车展的特色，在现场搭
建了雨棚，市民在下雨天也能休闲逛车
展。

韶关日报记者 彭翀 摄影报道

市领导带队到始兴开展安全生产督查时要求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海事部门紧急处置搁浅渡船
未引发人员伤亡及环境污染等次生事故

市妇联开展主席接听日活动

倾听妇女心声
关护妇女权益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 年 03 月 16

日 星期六 上午 10：00时在曲江区南堤二
路 20号三楼拍卖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别克GL8小型普通客车粤FY1268，2.
金杯牌中型普通客车粤F04413，1-2标的保
证金5000元/辆。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9年 3月 15日下午
17时前将竞买履约保证金交纳至指定账户
（户名：韶关市仁杰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
国 农 业 银 行 曲 江 支 行 ，账 号 ：
44718001040009467、以到账为准），并请于3
月15日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看样
时间为拍卖前两天，联系电话：6663943。

韶关市仁杰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3月9日

春季车展昨日在市区西河全民健身广场开幕

购车好时机来啦

浈江区人大常委会携同爱心

人大代表慰问特困妇女儿童

情系困难妇女
慰问温暖人心

上图为下雨天也无法阻挡市民看车购车的热情。

上图为环卫人员在清理清水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