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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交警启动
“飓风行动”
严查严处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通讯员聂梦娴 记者申
艳）5月15日起，在上级公安机关统
一部署下，桂林公安交警部门在全市
范围内启动为期一个半月的严厉整治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严重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的“飓风行动”。
5月15日，行动首日上午，雁山
交警大队开展整治。期间，民警拦下
一辆二轮摩托车，车上有两名年轻男
子，民警让驾驶员出示驾驶证，驾驶
员表明自己没有驾驶证。民警通过系
统核实，驾驶员黎某系阳朔县福利镇
人 ， 无 驾 驶 证 。 目 前 ， 黎某已被控
制，并因为无证驾驶，面临罚款300
元、拘留15天的处罚。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当前，我市的摩托车、电动自行
车存量大、分布广、管理难，且近年
来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违法查处呈逐
年上升的趋势。对此，桂林公安交警
将在2019年5月15日至2019年6月30
日期间，重点整治摩托车超员、无牌
无证、酒驾醉驾、不戴安全头盔、逾
期未年检、逾期未报废等6类重点交
通违法行为；整治电动自行车超员、
醉驾、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无牌
等5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此 次 行 动 中 ， 除 了 路面整治以
外 ， 桂 林 公 安 交 警 还 将 从源头、宣

传、共治等多个环节发力，以切实有
力的措施，迅速遏制当前摩托车、电
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多发势头，为全市
道路交通安全添一份保障。
行动期间，桂林公安交警将围绕
城市、农村“双线并行”源头排查为
先 的 原 则 ， 组 织 警 力 对 辖区内摩托
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涉摩涉电交
通违法、事故情况等进行细致摸排，
查找工作盲区和薄弱环节，制定有针
对性的工作措施；充分整合部门、行
业力量，形成齐抓共管的共治格局。
届时，交警部门将积极联合治安、派
出所、巡特警、刑侦等力量，与各部
门 强 化 协 调 联 动 ， 形 成 强大工作合
力。
同时，加强路检路查，安排专门
人员在城郊接合部及农村地区重点道
路开展专项查处；对电动自行车闯红
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行驶等违法
行为加大查纠力度；对我市的学生出
行情况进行研判汇总，有针对性地开
展对学生驾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
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工作，并开展“文
明交通进校园”等活动。
查处过程中，对各类公然阻碍民
警辅警执行职务、暴力抗法等违法犯
罪行为，依法严肃打击处理。

本报讯（ 记者庄盈 通讯员
刘旭晖）日前，象山区城管大队
对民主路上违规停放的非机动车
开展集中整治，拖移乱停放且无
人认领的车辆 12 辆，劝导乱停放
在商店门口的 34 辆，规范 16 辆
共享单车至线内停放，保障群众
出行。
非机动车违规停放一直是城
市管理的难点，为破解这一难
题，象山区城管大队科学谋划，
多措并举，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一方面开展专项整治，一手抓停

原桂林机床厂铸造分厂生活区房屋全部拆除

车整治，一手抓文明意识，加强
执法过程中的宣传，督促沿街商
户落实好“门前三包”职责。另
一方面，对于非机动车停车乱
象，大队定期组织执法力量开展
集中整治，采取现场教育查纠和
取证拖移处罚相结合的处理方式
灵活治理。 5 月 1 日至今，专项
整治行动在文明路、民主路、铁
西片区、瓦窑市场周边等路段，
规范停放非机动车 1600 余辆，拖
移非机动车 300 余辆，依法暂扣
违规停放共享单车 100 余辆。

桂林海关连续查获两起
走私濒危物种制品案
本报讯（ 通讯员韦敏 记者
唐霁云）记者从桂林海关获悉，
近日，桂林海关缉私分局在10日
内连续查获两起寄递渠道走私濒
危物种制品案，共查获象牙制品3
块86 . 8克、黑叶猴骨架2只、犀牛
角碎屑175克、穿山甲鳞片968 . 4
克。目前，这两起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除持有

两江四湖二期连通水系
沿岸景观再提升
本报讯（记者谭熙 通讯员黄帅君）
两江四湖二期连通水系(桃花江至西清湖)
已全面灌水，具备通航条件。为了让其沿
岸的景观更美丽，昨日，叠彩区组织人员
和机械对原桂林机床厂铸造分厂生活区的
房屋进行整体拆除，提升沿岸景观。
昨日上午8点多，记者来到环城北一
路蜈蚣山隧道北出口附近的连通水系3号
桥东侧巷子内，靠湖边的老房子原来是桂
林机床厂铸造分厂生活区，是上世纪50
年代后陆续建起的砖木结构平房，年久失
修，安全隐患突出。
记者了解到，“两江四湖”二期工程
启动后，原桂林机床厂铸造分厂及生活区
约108亩土地由桂林国投产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进行棚户区改造。随着工程的开
展，不少住户已经搬离了生活区，但仍有
51户住户住在生活区内。
叠彩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成立项
目指挥部，克服重重困难，解决住户的实
际问题，仅用不到三个月时间，顺利完成
剩余51户住户的搬迁安置工作，全力推
进项目的进行。
市民雷先生告诉记者，他于上世纪
90 年代到机床厂工作，结婚后厂里分了
一套 27 平方米的平房给他和家人住，他
的小孩也在这长大。 5 月 10 日，雷先生
搬离住了 20 多年的家，住进了 80 多平
方米的新房子，有了舒适的居住环境。昨
日，他特意回到居住了 20 多年的老房

象山城管多措并举
整治非机动车乱停放

特许进出口证明书外，任何贸易
方式或者携带、邮寄象牙等濒危
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的行为均属
违法。
桂林海关缉私分局深入开展
“国门利剑”专项行动，以“零
容忍”态度严打濒危物种及其制
品走私行为，先后在旅检、邮递
渠道查获多起携带、邮寄象牙、
犀牛角、石首鱼等濒危物种走私
入境案件。

重点针对出租屋、
群租房以及电动车经营场所

雁山区启动消防安全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

拆除现场。

记者谭熙

摄

子，再看看自己的家。
在两台挖掘机的作业下，生活区内老
旧房屋昨日被拆除，面积4300平方米。
“在这里住了 20 多年，我心里很舍不
得。但是，这里将改造得更好更漂亮，对
大家来说是好事，我很支持桂林的建设发
展。”雷先生说。
叠彩区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拆除
完成后，为完善景区功能，将进行景观配
套建设和西清路延长线的施工，大大提升
周边环境，推动叠彩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
的高度。

本报讯（记者梁亮）近日，
雁山区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启动，行动重点针对出租屋、
群租房以及电动车经营场所，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雁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
关部门，采取分管领导亲自带
队、分组包干、责任到人、分片
区拉网式排查等方式，开展本次
安全大检查。各工作人员按照分
组责任分工，第一时间到达责任
片区，先后对中小学幼儿园、大
中专院校以及特种行业特种设
备、电单车售卖点等重点行业和
区域进行了检查，并对检查出的
违法行为做出严肃处理。
在排查隐患的同时，雁山区
组织公安、城管、消防等部门，
面向辖区内各高校分管领导、中

小学校长及危化烟爆企业、消防
重点单位负责人，村支书或主任
等进行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
训。大家学习了相关消防法规，
了解了城区危险化学品和烟爆行
业风险隐患整治要点，并观看了
消防安全案例警示教育片。
下一步，雁山区将对检查发
现问题的单位进行复查，同时结
合日常工作，持续开展重点针对
出租屋、群租房以及电动车经营
场所的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各乡
镇和有关部门，将进一步明确各
自职责，加强消防安全综治平台
建设，加大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和
宣传工作力度，抓严抓细抓长，
形成网格化管理，织牢消防安全
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