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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店铺向外扫垃圾 各被罚款 1000 元

两店主拒不受罚被告上法庭，罗湖区法院将择日强制执行

南都讯 记者米燕 《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颁布实施以来，首宗与文明行为相关的强制执行案件公布。罗湖区东门街道

昨日公布，该街道日前将两名向公共场所“外扫垃圾”且拒不受罚的店主告上法庭，罗湖区法院将依据法定程序择日对两宗案件进行强制

执行。

两店铺尚未受罚已换法人代表

据执法人员介绍，去年 6月 1 日，当事人温某在罗湖区鸿展商城 1-J28 之 1 店铺内向街道清扫垃圾；去年 6月 14 日，另一当事人陈

某在罗湖区解放路宝生大厦 1-01 号店铺内向街道清扫垃圾。执法部门对两宗不文明违法行为调查取证后，根据相关规定对上述两门店分

别作出处罚 1000 元的行政决定。不过，两名店主拒不执行行政处罚，且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无奈之下，东门街道

将两名经营者诉至法庭。

时隔数月，违法当事人仍未接受处罚。去年 12 月 9 日，执法部门再次向当事人送达催告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行政复议或

行政诉讼，城管执法部门依法于去年 12 月 27 日向罗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受理后，经审查认定两宗行政处罚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裁定准予执行，并于今年 2月 7日将裁定书送达罗湖区城管局。该裁定于送达之日起生效，罗湖区

法院执行局将依据法定程序择日对两宗案件进行强制执行。

昨日，南都记者实地走访两家被罚商铺，但意外的是，时隔近 8个月，店铺早已换了法人代表。对此，东门街道回应，强制执行由法

院发出，已经登记了当事人身份信息，法院自会依法执行，“当事人绝对逃不了”。

半年来处理乱丢垃圾达上千宗

去年 3月 1日，深圳市人大正式颁布国内首部文明行为促进的法律法规《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下称《条例》)，对乱扔

垃圾、随地吐痰等十大不文明行为作出高额罚款的规定，处罚力度之大实属少见。



据介绍，去年 6月 1日起，东门街道办在全市率先对乱扔垃圾和门店外扫垃圾进行专项整治，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处罚。公安部门和城

管部门联合对东门步行街的不文明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并根据情况登记不文明行为人的信息。采取照相、电子监控对商家、市民、游客的

不文明行为进行抓拍，并通过步行街 LED 屏、报刊、电视等媒介曝光。

截至目前，东门步行街区累计处理行人乱丢垃圾 1012 宗，其中处罚 50 元的案件 251 宗，立案查处 200 元的案件 22 宗，劝诫 739 宗；

门店外扫垃圾 37 宗，均被处 1000 元罚款。

东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罗志威表示，目前行人乱扔垃圾拒绝受罚的有 10 多宗，也在走法律途径。虽然走法律途径耗时较

长，但这是一种有效手段，能对不文明行为起到震慑作用，也解决了执法难题。不管是商家还是行人，在东门随手扔垃圾，可能面临对簿

公堂受重罚的后果。

据介绍，经过半年多的严格执法，东门步行街的市容环境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乱扔垃圾的难题已得到根本解决。

法律解读

11 种不文明行为或被高额处罚

《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随地吐痰、便溺和乱吐、乱扔香口胶渣、甘蔗渣、瓜果皮核、纸屑、烟头或者其他

废弃物，除责令清理外，行政执法部门有权对不文明行为人处以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该条例还规定，禁止从临街门店向街道清扫

垃圾，违反规定的，处 1000 元罚款。

去年 3月 1 日，《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条例》规定，如有包含上述 11 种不文明行为的，相关行政执法

部门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最高罚款额度予以处罚。



2014 年 2 月 13 日 A15 版

“外扫垃圾”罚千元 赖“账”商家被诉

《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颁布后深圳首宗“不文明行为”被强制执行

核心提示

去年 6月 1日起，罗湖区东门步行街对行人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动了真格，行人乱扔垃圾罚 50 元、商家外扫垃圾罚 1000 元的“以

罚促管”方式成效显著，使得步行街路面每日清扫垃圾量减少九成以上，由此东门步行街成为治理范本继而向罗湖区乃至全市推广。

不过处罚过程也有挫折，有被罚商家拒交罚款，直至被执法部门诉至法院请求强制执行。8个月的漫长时期，不仅考验着相关部门执

法必果的决心，也向执法程序能否简化等方面提出了问号。

本报讯 （记者崔宁宁摄影报道）路上乱扔垃圾、开店外扫垃圾，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小事，但也可能会对簿公堂领重罚。昨日，罗湖

区东门街道召开新闻通气会，向媒体披露了将两个向公共场所“外扫垃圾”而拒不受罚的商家告上了法庭的案情进展，目前，罗湖区人民

法院已正式受理强制执行并下发裁定书。

而据介绍，这将成为去年 3月 1日《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颁布实施以来的首宗与文明行为有关的强制执行案件，也或是

全国首例当事人因“外扫垃圾”的不文明违法行为被法院受理并裁定强制执行的案例。

外扫垃圾被罚

商家拒不交钱

去年 6月 1 日，东门步行街开展为期 3个月的“垃圾不落地，东门更美丽”市容环境集中整治行动，行人乱扔垃圾罚 50 元、商家外

扫垃圾罚 1000 元，让许多市民大呼动了真格。截至目前，东门步行街区累计处理行人乱丢垃圾 1012 宗，其中立案查处 200 元的案件 22

宗，劝诫 739 宗；门店外扫垃圾 37 宗。

不过在被罚行人、商家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及时缴纳罚款以外，因外扫垃圾被处罚的 37 家门店却有 2家拒不缴纳罚款，在法定期限内

也未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最终被罗湖区城管局诉至法庭。

“这两家门店都是由监控摄像头拍到外扫垃圾的”，东门街道执法队副队长赖勇强介绍，当事人温某，于 2013 年 6 月 1 日在罗湖区鸿



展商城 1—J28 之 1 店铺内向街道清扫垃圾；当事人陈某，于 2013 年 6 月 14 日在罗湖区解放路宝生大厦 1—01 号店铺内向街道清扫垃圾。

街道执法队立案调查后，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对上述 2个外扫垃圾的门店

分别作出处罚 1000 元的行政决定，并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不过接下来的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执法部门催告无果

两商家被诉至法院

送达《处罚决定书》的数月里，被罚商家仍未接受处罚，去年 12 月 9 日执法部门再向 2商家送达了催告书。无果后，城管执法部门

去年 12 月 27 日向罗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般行政处罚后，当事人有一个月的法定期限进行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赖勇强说，

不过当事人未采取上述两种方式抗辩，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是最后也是无奈的办法。

在两份《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行政执行裁定书》上，记者看到，法院经审查认定 2宗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且“被申请执行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起诉讼，经催告亦未履行义务”，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

据介绍，今年 2月 7 日罗湖区城管局收到《裁定书》。该裁定也于送达之日起生效，罗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将依据法定程序择日对 2

宗案件进行强制执行。

目的：

诉至法庭意在

社会教育效应

东门街道罗志威书记表示，之所以下定决心、动真格，将乱扔垃圾拒受处罚看似轻微的违法行为告上法庭，“最终目的在于起到社会

教育效应而非强制处罚”。接下来，东门步行街还将继续加大对“乱扔垃圾”不文明行为的行政执法力度。

反思：

执法程序

仍需简化

市城管局法制处刘爽汉副处长表示，诉至法院强制执行，一方面不仅彰显了法院的权威，解决商户不交罚款不申请复议的“你奈我何”

态度，一方面法院强制执行也是国际惯例，可以减少城管执法的正面冲突，是未来城管执法的发展方向之一。

“不过程序上可以更简便一些，深圳应该利用好手上的立法权，为这方面做出尝试”，刘爽汉说。



涉事两商家

各自有话说

一家说：小疏忽罚一千太离谱

一家说：店铺已转手换老板了

“我们知错，但处罚 1000 元有点离谱”，在步行街解放路宝生大厦一家名叫“雅仕服饰”的男士服装店，老板娘杨女士在忙着招待顾

客，她是 2家当事商户之一陈某的妻子。她认为仅仅是一个小疏忽却被重罚，有些不近人情。

杨女士说，去年 6月 14 日晚 12 点，店铺在打烊前清扫垃圾，但没想到把垃圾扫出去一些被执法队通过监控逮个正着。“以前我们店

门口就有垃圾桶，平时都是自觉把垃圾倒入桶中”，杨女士说，但去年店门口的垃圾桶搬到了对面，他们仅仅是一时疏忽而没倒垃圾入桶。

对于不缴纳罚款，杨女士说步行街在去年整治行动前宣传时是“处罚 200 元”，她认为被处 200 元可以接受，1000 元还是太高。当记

者说根据有关市容条例，最高 200 元是针对个人而非商户时，杨女士则转口“交不交让我老公来办”。

而另一家名叫“裙缘专卖店”的当事商户，店员称，老板温某已于去年 12 月将店转手，现在的老板姓刘。而东门街道执法队的工作

人员对记者说，这家店其实“换汤不换药”，店铺仍是原样，店员也没换，“可能是温某注销了营业执照，再换由他家人重新注册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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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严罚有效

垃圾锐减 95%

12 日上午，记者前往东门步行街实地采访看到，放眼望去几乎难寻“垃圾”片。据悉，2013 年以前，深圳城管部门要处罚扔垃圾等不文明

行为，几乎是无法可依。当年 3月 1 日，深圳市人大正式颁布国内首部促进文明行为的法律法规——《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对市

民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十大不文明行为作出高额罚款规定，处罚力度之大全国少见。

不过，法规出台后，在深圳各地并没有严格执行。东门步行街区首“吃螃蟹”，经过广泛宣传后，于 2013 年 6 月 1 日起在街区范围内严格执

法，宣称要“打造最干净城区”。

深圳东门治"垃圾虫"陷"拉锯战" 两商家迟迟不认罚

两商家迟迟不认罚，走程序八个月后才由法院裁定强制执行；全国首创的“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备受考验

文/图羊城晚报记者 陈骁鹏

从 2013 年 6 月 1 日起，著名商业街——深圳东门步行街区对行人和商家乱

扔垃圾行为动真格处罚。截至目前，针对东门商业区内门店“外扫垃圾”的行为，

有关部门处罚了 37 宗，其中 35 户受认罚（罚款金额 1000 元），但有两户商家不

接受处罚，也不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将行政处罚当作“无料到”。

记者 12 日从罗湖区东门街道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上述两家商户被政府

告上法庭，罗湖法院已正式受理强制执行并下发裁定书。这是自 2013 年 3 月 1 日

国内首部文明行为促进法规《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条例》）颁布以

来，全国首例当事人因不文明违法行为被法院裁定强制执行的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商户在 2013 年 6 月被处罚，但直到 2014 年 2 月，才

由法院裁定强制执行，仅仅 1000 元的罚款，拖了八个月却仍没收到钱，《条例》

的实操性和实用性因此备受考验。



法，宣称要“打造最干净城区”。

截至目前，东门步行街区累计处理行人乱丢垃圾 1012 宗，其中处罚 50 元的案件 251 宗，立案查处 200 元的案件 22 宗，劝诫 739 宗。针对

商圈内数以万计的商铺，则查处了不按规定处理垃圾的不文明行为共 37 宗，每宗依法处罚 1000 元。据东门街道提供的统计数据，东门步行街路

面清扫垃圾量由去年 6月以前的 6吨减少到目前的 0.31 吨，锐减 95%左右。

两商家不认罚

直拖了八个月

记者采访中发现，首“吃螃蟹”的东门执法部门，遇到了个别“不认罚”的行人和商家，陷入与对方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

据东门执法人员介绍，城管部门 2013 年 6 月 1 日和 14 日分别发现两起商家乱扔垃圾的行为，第二天即对相关商家下发《行政处罚告知书》，

两商家迟迟不交罚款，城管部门于 9月 18 日又向两商家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时隔数月，当事人仍未接受处罚。12 月 9 日执法部门再向违

法当事人送达催告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城管执法部门依法于 12 月 27 日向罗湖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

当天受理后，经审查认定 2宗行政处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裁定准予执行，并于今年 2月 7日将裁定书送达罗

湖区城管局。罗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将依据法定程序择日对两宗案件进行强制执行。

深圳市城管部门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外界总认为城管只会通过强扣物品或别的方式来对付经营者，“如今双方都在法律框架下

依法依规来做事，虽然执行上比香港等地区还有差距，但其中意义还是比较大的。”

商家称：

罚一千太重太冤

当被告小题大做

上述被处罚的两个商户为什么不肯接受处罚？记者 12 日为此前往其中一个商铺地址（鸿展商城 1—J28 之 1 店铺）调查，商铺负责人刘先生

告诉记者，该店铺去年 12 月已转让，此前的店主温某才是受处罚主体，“垃圾不是我们扔的，要罚就要找到他来罚”。

对此，东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罗志威表示，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如今该罚谁要由法院来认定。他表示，以前曾有商家因噪音问

题被罚三万元，但商家立马就通过变更法人这一手段规避处罚。

另一家受罚商铺（解放路宝生大厦 1—01 号店铺）负责人则向记者表示：“我们当时确实忘了（把垃圾扔到垃圾桶），把垃圾放在门口，但罚

款 1000 元太过分，我们不愿意。”该负责人称，平时都很守规矩，就是有一天晚上突然忘了就被重罚，“有点冤枉，罚一两百元还能接受，罚 1000

元太多了。”对于如今成了被告，她坦言，“有点小题大做了，当时我们也打算去行政复议，后来就把事情忘了，也不是有意耍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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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群体冻着了吗？

南都记者走访救助站、福利院等地，查看弱势群体御寒情况

前天下午，洪湖公园人行天桥上一女子口吐白沫死亡，有围观者怀疑是被冻死的。南都记者从罗湖警方了解到，死者并不是在此流浪的露宿者，

而是一名刚刚来深圳的找工人员，走在天桥上突然猝死。虽然这个悲剧并非源自天气，但街头巷角、救助站、收容所、福利院……那里的人们在寒

冷的冬日过得可好？

救助站

这里很“热闹”

与室外的持续低温相比，深圳市救助站内却热闹得很。受降温天气影响，不少流浪或需要救助人员在此避寒，人数比同期有所增多，一天最多

的新增人数达 73 名。深圳救助站启动了应急救助机制，站内煮上了御寒的姜汤。对于一些不愿来救助站接受救助的流浪人士，工作人员也上街为他

们发放救助物资。

“春节以来总体情况都比较正常，但比起同期明显有所增多”。管理二科科长张文伟已经在深圳市救助站工作 21 年，他告诉南都记者市救助站从

春节以来，平均每天进进出出的人数在 70 人左右，是平时的两倍多。总体情况较为平稳，但数量明显比往年有所增多。以 2月 8日年初九为例，救

助站内新增的接受救助人士达 73 人，2月 11 日一整天，救助站共接收入站救助 72 人次，离站 68 人。

张文伟表示，按照日常的工作流程，对于有能力解决食宿或者享受低保农村五保的人员，救助站一般不会提供救助。“总不能看到他们在外面受

冻，只要有需要，我们都会接纳进来，避避风寒”，张文伟表示，救助站针对寒冷天气有专门的应急救助机制，采取开放式救助求救人员，对于只要

是有需要的困难人员，救助站都会无偿提供安置服务。“先行救助，来者不拒”。

尚在街头流浪有需要的人员如何救助？张文伟表示，根据自愿的原则，联合执法队以及救助站的社工及工作人员发现需要救助的街头流浪人员

时，都会劝说其来救助站。“哪怕吃顿热饭，洗个热水澡，也比在外面风餐露宿强一点”，张文伟称，因为其中不少是职业的乞讨和捡垃圾的人员，

对于入站救助非常抵触，工作人员也会给他们发放棉衣棉被或者食品，帮助他们抵御低温。



收容教育所

人均配发三床棉被

天气寒冷，深圳市公安局监管场所羁押人员“添衣加被”以御寒。

据介绍，市气象局发布寒冷黄色预警后，深圳市公安局预审监管部门专门向各监管场所发布通知，要求“保证人人有冬服穿、人人有棉被盖”，

同时要组织医务力量巡诊，防止被监管人员患上感冒等寒冷期多发病症。还要加强巡查，尤其是夜间低温时段，防止出现因寒冷导致的意外事件。

南都记者昨日探访深圳市收容教育所，发现被收教学员人均配发了三床棉被，还配发了统一的棉服。同时，学员们还在室内进行跳绳、羽毛球

等运动。干警还告诉南都记者，为给收教人员驱寒，收教所还专门熬制姜汤。

福利中心

“全副武装”度严寒

立春节气已过，按理说天气是该慢慢回暖了，可市社会福利中心的老人和孩子们均表示，这么冷的天气近几年都没遇到过。为了让他们温暖度

严寒，福利中心采取了加厚棉被、安装电暖器等措施，老人们更是从头到脚“全副武装”。

“以前我们只给小宝宝和身体弱孩子的房间里安装电暖器，但是现在实在太冷了，我们给青少年的房间也装了。”保育科青少年部负责人李女士

说，目前，福利中心内的青少年约有 70 个，婴儿 100 个，除了增加保暖物资，工作人员还会经常带着他们外出活动，食物中也会增加荤菜，增强他

们自身的抵抗力。

老人普遍怕冷，为了不让一个老人挨冻，老人院无论从房间内设施还是老人穿着都升级到最高配置：除了加了一床毛毯，每个老人的床底都垫

了一层棉垫，棉垫上还垫上了柔软的棉被；老人身上也是“全副武装”，暖手套、帽子、围巾、保暖鞋应有尽有。当然也有不怕冷的老人，一位 95

岁的爷爷穿着简单，洗澡也都是用温水。

“这几天来，每个来到老人院的家属都说这里好暖和。”四楼班长胡女士说。在老人院，不仅每间房间都配备了电暖器，每层楼的大厅也有安装，

老人们围着电暖器看看电视聊聊天，其乐融融。

街头

老人不愿进救助站

深圳迎来一个冷冬，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蜷缩在大衣里，在自己搭建的由垃圾和物品堆成的“床上”。老太太拒绝救助站的援助，街坊邻里担

心她冻坏，纷纷伸出援手，老人的小窝在一点点汇聚“温暖”。



在白石洲地铁站 A出口几百米远的沙河医院的对面，一位老太太已经“远近闻名”。她在两间门面房外已经搭窝一年有余，来往的行人和附近的

邻居都常看到她。

据旁边商店的店员表示，老太太已经在这一带活动很多年了。店员表示，她们曾尝试拨打救助站电话：“去年台风来的时候救助站也来过好几次，

今年过年前也来过，可是老人执意不走。”因为老人家说的是方言，店员和她也无法沟通，因此也不知她为什么要露宿街头：“有说法是老太太的子

女抛弃了她，也有人说她已经没有家人了。”店员觉得老太太很可怜，时不时送上一些水和食物，还有废弃的矿泉水瓶等供老太太卖废品。“现在天

冷了，我每天来开门都挺担心的，很害怕老太太躺在那里就去了。虽然几乎没说过话，但是也算熟人了，觉得心里不好受。”据悉，过年前这一片区

很多热心人给老人家送来了旧衣物和食品，也有人捐钱。

南都记者联系了深圳市救助站“情暖鹏城”项目的工作人员，老太太看到救助站工作人员到来立即走开，询问她是否有家人等问题，老太太也

一律拒绝回答，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只能放下棉被、泡面、大衣等物资然后离开。“情暖鹏城”工作人员早就认识这位老太太，她已经是这一片区著名

的“钉子户”：“我们年前已经来过几次，社区工作站也来过三四次，但是都没有说服她住进救助站，只能尊重她的选择。”

辟谣

女子冻死？

实为猝死

事发前日洪湖公园人行天桥上，死者系来深找工人员

天寒地冻，街头露宿者的日子到了最难熬的时候。昨晚有电视台报道称，前天下午洪湖公园人行天桥上一名露宿者被冻死。南都记者从罗湖警

方了解到，死者并不是在此流浪的露宿者，而是一名刚刚来深圳的找工人员，走在天桥上突然猝死。

事发地点位于文锦北路的洪湖公园人行天桥上。前日下午 3时许，一名女子被发现在天桥上口吐白沫，当晚电视台报道援引目击者的说法称，“这

么冷的天气，肯定是冻死的吧。”据了解，该天桥确实长期有几名流浪者盘踞。面对镜头有流浪汉表示，“去哪里睡还不是一样的，就在这里比较好

一点。”

市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掌握的三名洪湖公园人行天桥的露宿者均为男性，他们曾多次去和他们沟通，但露宿者都不愿意去救助站。罗湖

警方表示，死者为女性，49 岁，是一名刚来深圳准备找工作的云南人，现场还发现了行李等物品。事发当时其突然倒地并口吐白沫，120 赶到后抢

救无效死亡，经法医初步鉴定为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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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飞狮舞麒麟巡游 深圳元宵好戏连台

南都记者网罗明日节庆活动，想凑热闹的不妨按图索骥

一年一度元宵至，明日就是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了，舞龙舞狮、麒麟祈福、花灯巡游、吃汤圆品茶果，深圳各社区的精彩活动将轮番

上演，南都记者网罗了明日深圳各地活动，让市民快快乐乐“闹元宵”。

饱眼福还能饱口福

传统佳节，自然少不了舞龙醒狮队的助兴。在东部大鹏新区，明日大鹏广场上将上演连台好戏。明日上午 9时，大鹏办事处将举办“龙

飞狮舞闹元宵，非遗艺展炫大鹏”活动，届时，来自大鹏各社区和学校的 60 多头醒狮以及 2条长龙，将在大鹏广场表演“龙狮斗”，市民

还可以欣赏到醒狮队进行的传统套路、高桩、鼓阵等表演。大鹏办事处还为市民准备了一台民俗文化视觉盛宴，大鹏山歌、皮影戏、鱼皮

画、捏泥人等非遗项目明日也将一一登场，大饱眼福的大鹏市民“口福”也不浅，明日还能现场体验“舌尖上的大鹏”，品尝濑粉仔、大

鹏米饼、大鹏茶果、所城将军酒等系列大鹏民间小吃。大鹏整场活动将持续到中午 12 时。

除了舞龙醒狮，麒麟也出来“闹”元宵。舞麒麟是客家地区的传统习俗，在客家人聚集地坪山，元宵节将举办一年一度的麒麟巡游祈

福活动。明日上午 9时，来自坪山办事处各社区的近 20 支麒麟巡游队将从坪山影剧院出发，沿建设路巡游至民乐福超市广场，在此停留

进行祈福表演。之后，所有麒麟队将返回坪山影剧院登台 PK，将表演独舞、采青、对舞等拿手好戏。坑梓秀新社区、大浪龙胜社区、观澜

樟坑径社区明日也将进行舞麒麟祈福展演。

莲花山巡游如期至

而在罗湖区，粤曲发烧友明晚将齐聚罗湖文化公园，举办新年粤曲文艺晚会，之后的每个周末晚上，也将进行粤曲选段演出，粤曲迷

们一定不要错过。翠竹街道百仕达社区明晚也将举行元宵巡游活动，百余名义工组成的游园队伍舞着龙狮开路，紧跟着的队伍将以各种装

扮出场，不少小朋友们甚至会把巡游当成化装舞会，进行夸张喜庆的装扮参与巡游。

元宵节前后，深圳各社区邻里节相继开幕，为市民准备各类活动欢度佳节。15 日下午 2时，莲花街道办事处将举办“莲花山民间歌舞



大巡游”活动，辖区 12 个社区表演者将以社区为单位，组成 12 支巡游队伍，沿公园道路巡游，与游园市民零距离接触。除了传统的舞龙、

秧歌、空竹等中国民俗展示，还会融合农历马年、全民健身等诸多主题，营造出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值得一提的是，梅富社区有 3个自

然村，早期以客家人为主，该社区组成了 40 人的巡游队，明日将身穿客家特色服装，配搭麦穗、挑担、凉帽等道具参与巡游。莲花山民

间歌舞大巡游活动从 2004 年开始举办，今年已经是第 11 届。在前 10 届的巡游中，参与巡游表演的居民累计超过 15000 人次，到现场观

看的市民超过 30 万人。

活动推荐

新年粤曲文艺晚会

时间：2月 14 日晚 7：30

地点：罗湖文化公园戏曲台

内容：罗湖文化公园是深圳粤曲爱好者聚集地，元宵节当晚将举办新年粤曲文艺晚会，15 日、17 日、21 日也将有不同粤曲节目演出。

推荐指数：★★★★

百仕达元宵巡游

时间：2月 14 日晚上 地点：百仕达社区

内容：百余名义工组成的游园队伍舞着龙狮开路，巡游队伍将扮演欢乐娃娃，或举着红灯笼打着腰鼓出场。

推荐指数：★★★★★

统筹：南都记者 曾海城

采写：南都记者 曾海城 梁锦弟 汤蕊妍 林燕德 邵凡凡 周伟涵 王晓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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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黄“零容忍”，请你来举报

深圳警方出动警力近万人次，抓获近百人，停业整顿娱乐休闲场所 42 间

南都讯 记者李亚坤 2月 10 日，省公安厅组织召开了全省公安机关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省公安机关集中组织开展为期 3个月“扫黄”歼灭战。

会后，深圳市公安局立即召开了扫除“黄赌毒”工作专题部署会议，迅速贯彻落实省厅会议精神，并连夜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打击“黄赌毒”专项行

动。行动开展以来，深圳警方共出动警力近万人次，抓获违法人员近百人，停业整顿歌舞娱乐场所 3间、桑拿按摩场所 39 间。

行动中，深圳市公安局成立了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由副市长、公安局长刘庆生挂帅，其他局领导分工负责，相关警种全面参与，并成立 6

个专责小组。整个行动由治安巡警支队牵头。

深圳警方表态，将以“零容忍”的坚定意志和决心，以打好扫黄、挖黄、治黄歼灭战为发端，彻底整治清除“涉黄”丑恶现象；以治标促治本，

打战术、抓战略，始终保持对“黄赌毒”的“严查、严治、严管、严打”高压态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打击防控机制。

深圳警方欢迎市民群众积极举报“黄赌毒”违法犯罪线索，积极支持、配合公安工作。市民可以采取公开或匿名的方式通过拨打 24 小时服务电

话、传真、网站举报、邮寄信件等方式，向深圳市公安局违法犯罪有奖举报中心举报。举报线索一经查实，公安机关将按标准予以奖励。

[链接]

罗湖分局：严惩保护伞

南都讯记者肖友若 罗湖区是深圳市的老城区，各类娱乐休闲场所较多，人口流动性较大。前晚，罗湖警方专门部署对全区歌舞娱乐场所、游

戏厅、城中村、出租屋以及高层楼宇等治安复杂场所开展了一次清理整治行动。罗湖公安分局第一副局长林长平表示，警方必须对“黄赌毒”拿出

强硬的态度、尤其是对可能存在的“保护伞”要予以严惩。此外，对待“黄赌毒”及其他助长“黄赌毒”现象滋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必须持“零容忍”

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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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2 月 12 日

■都市频道报道 罗湖外语学校高中部出了一个规定，小卖部只能在食堂开放的时间营业，也就是说，如果赶不上饭点，连零食

也没得吃了。校方解释，目前学校的作息时间是早上 6点半起床，7点半早读，这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是食堂早餐时间，如果按时起

床的话，早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在上课期间禁止小卖部营业，也是为了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校方介绍，目前在读的学生大约有 2500

人左右，住宿生和走读生差不多各占一半。在这种天气条件下，让学生早起去食堂早餐，对学生，尤其走读生来说确实是一个考验，但

也需要对学生进行这样的考验，希望家长能够理解和支持学校的做法。校方表示，他们也听取了学生反映的意见和建议，并考虑到青春

期的孩子长身体的营养需求，会对食堂的伙食供应做相应的调整。

■都市频道报道 去年 6月份起，罗湖区东门步行街开展“垃圾不落地，东门更美丽”的行动，对乱扔垃圾的行人和外扫垃圾的

商户进行处罚。其中有两家商户拒不缴纳罚款，最近被罗湖城管局告上了法庭。罗湖区法院向罗湖城管局送达了两份行政执法裁定书，

准予强制执行对这两家商户的罚款决定。该裁定书于送达之日起生效，罗湖区法院将择日依法强制执行。去年 6月 1日和 14日，东门

步行街内两家商户分别向门店外清扫垃圾，街道执法队立案调查后，按照规定分别作出了处罚 1000元的行政决定。三个月后，两家商

户既没有接受处罚，也没有提出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无奈之下罗湖城管局向罗湖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都市频道报道 2月 12日观众报料说，位于梧桐山脚下的罗湖文化创意产业园内，有一栋 3层高的破旧房子，过年期间“摇身

一变”，变成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地标建筑”，面积比原来的小房子大了几倍。但现场却没有挂出施工证，附近居民怀疑是违法建筑。

在梧桐山社区“博雅馆”对面，这栋以黑色防护网包裹的建筑，占地约 100多平方米，目前已建成 5层高的主体框架，整个主体结构由

钢铁打造，在低矮破旧的民房区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该建筑所处位置极佳，山水环绕、景观一流，不过，在现场没看到任何项目说

明，也没发现规划、施工许可证。据了解，这里以前是 3层高的砖土结构小房子，春节前后被推倒扩建成眼前这栋高大建筑。东湖街道

执法队查违人员证实，此房为罗湖文化创意产业园管理用房，春节前管理处方面曾申报“升级改造”，结果是浑水摸鱼、趁机扩建。执

法人员表示，已向业主发出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并责令其在限期内提供报建手续，如果无法提供，执法队将依法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