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回放：抓捕嫌犯
被撞倒不幸牺牲

2016年10月， 大涌公安分局
针对辖区内发生的多起盗窃柴油
案件展开行动。11日凌晨，公安分
局便衣队警辅人员郭相兵与同事
在巡逻时接到指令， 称有一辆白
色小车在辖区内涉嫌盗窃柴油。
接报后， 郭相兵即与同事骑摩托
对该小车进行追捕。 当追至大涌
镇旗南村全禄环镇路某水厂附近
路段时，嫌疑车辆突然急刹掉头，
郭相兵驾车变道左侧路面， 试图
堵住嫌疑车辆的逃跑方向， 但嫌
疑车辆车速较快， 将郭相兵撞倒
在地后迅速逃离现场。 郭相兵受
伤较为严重，同事立即拨打了120
抢救。经医院组织专家全力抢救，
但郭相兵仍不幸牺牲。
案发后，大涌公安分局高度

重视，组织警力对嫌疑人展开搜
查，并于当晚将犯罪嫌疑人丁某

抓获。当年 10 月 14 日，警方又
将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罗某抓获。

■社会帮扶：各界筹款
141万力挺“正能量”

刚刚而立之年的郭相兵是
家里的顶梁柱，年幼的两个女儿
在老家四川泸县上学， 家境贫
寒。事发后，市、镇两级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市公安局、市总工会、

市红十字会、大涌镇政府、大涌
公安分局等多部门对其家属进
行了帮扶慰问， 并开展募捐活
动，切实解决郭相兵家属的后顾
之忧。很快，各类抚恤金、慰问
金、募集捐款共 141.5万余元就
发放到郭相兵家属手中。

经中山市见义勇为评定委
员会研究评定，确认郭相兵不顾
个人安危，协助公安机关制止违

法犯罪的行为属见义勇为。根据
《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
障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中山市
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向省见义
勇为评定委员会提请确认郭相
兵的行为属见义勇为行为。

■调查认定：家属获发
100 万元抚恤奖金

受省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

委托，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黄金辉在昨日的座谈会上代
表市公安局， 向郭相兵家属宣
读了广东省见义勇为评定委员
会 《关于确认郭相兵见义勇为
的批复》，并为其家属颁发了荣
誉证书。 郭相兵家属签署了领
取广东省见义勇为一次性抚恤
奖金领取表。 广东省见义勇为
评定委员会将对郭相兵家属发
放 100 万元的一次性抚恤奖
金。
黄金辉高度评价了郭相兵

协助公安机关追捕犯罪嫌疑人
而英勇牺牲的壮举。他说，关键
时刻，正是因为有像郭相兵这样
负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人
挺身而出，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和利益，社会才会更加
安宁，百姓才会更有安全感。

本报记者 卢兴江
通讯员 刘宗伟 宁双权

《中山市人民政府法
律顾问工作规则》征求公
众意见

首次明确法律顾问
队伍的构成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记者 4月 9日从
市法制局获悉，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市政府法
律顾问工作机制，该局根据有关规定并结合
我市实际，起草了《中山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
工作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规则》首次明
确了市政府法律顾问队伍的构成并进一步明
确了市政府外聘法律顾问遴选聘任的办法。

据介绍，《规则》的主要内容是与市政府
法律顾问管理工作相关的制度，包括市政府
法律顾问室及法律顾问的职责、外聘顾问的
聘任和管理、法律顾问的工作机制、顾问工作
的考核评价及其他管理制度等。《规则》进一
步明确了市法制局是市政府法律顾问室的设
立平台，法制局即为市政府的法律顾问机构，
负责市政府法律顾问的有关工作。

《规则》第四条首次提出并明确了市政府
法律顾问队伍由市法律顾问室成员与外聘法
律顾问组成。对于外聘法律顾问，《规则》也进
一步明确了遴选聘任的办法，由法制局通过
公开接受社会报名和定向发函邀请两种办
法，在合资格的法学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工
作者中遴选，按程序报市政府审定后由法制
局与人选签订聘任合同。
此外，《规则》还首次提出了法律顾问办

理法律事务的工作规则。《规则》第三章在顾
问室委托顾问办理法律事务等方面首次提出
了具体的流程以及相关的审核标准，同时也
明确了市政府法律顾问通过市法制局（市法
律顾问室）以集体名义发挥作用，市法制局
（市法律顾问室）出具法律意见或提供的其他
法律服务以加盖公章确认的书面文件为准。
公众可在 4月 18日前向法制局提出相关意
见。

本报讯 （记者 张房耿 通
讯员 陈娟 ）4月9日上午，12348
广东法网全新发布启动仪式在
广州举行。 该平台真正实现了
打通公共法律服务 “最后一公
里”，让群众“最多跑一次”的目
标。 市司法局作为全省唯一一
家地级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进
行了现场连线， 向会场嘉宾介
绍我市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的相
关情况。

12348广东法网建成启动
后，群众只需打一个电话、上一
下网或者到就近的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站、室)，就可以获取大
部分的公共法律服务。 群众提
出的律师服务、公证办理、司法
鉴定、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国
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远
程会见等服务需求， 通过选择
12348广东法网的任一类平台或
窗口，都能获得专业机构、专业
人员的及时服务。
昨日的会场直播连线了中

山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市司
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中山的
市级法律服务平台除具备市级
功能外，还进行了拓展，如实行

点援制， 让法援申请人可以选
择自己满意的律师； 其次是依
托政务网、微信、微博、QQ等，
让群众享受免费便捷优质的法
律服务。 现场还直播连线了中
山市民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办理
业务的情形， 通过群众讲述办
理业务的便捷， 让会场观众和
网友切实了解实体平台和语音
平台公共法律服务运作情况。

市司法局局长赵小冰表示，
我市2013年先行先试，创新出台
了 《中山市构建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五年规划 （2013-2017）》，

在全省范围内率先正式启动公
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5年来，
我市建立了公共法律服务 “立
体化”网络体系，把法律援助、
法律服务、法治宣传、人民调解
等资源整合优化，建成市、镇、
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
台，为群众提供“窗口化”“一站
式”便民法律服务。同时，我市
开通了全天候在线“12348”电话
热线， 并线上依托中山市司法
局政务网、“中山市司法局”微
信、微博公众号，将线下法律服
务资源择优架构到网络平台

上， 串联整合各级法律服务实
体平台资源，让免费、便捷的公
共法律服务触手可及。
此外，我市还实现了公共法

律服务领域“地毯式”全覆盖，
277个村(社区)全部配备了法律
顾问， 通过扩大法律援助覆盖
面， 并针对不同特点提供个性
化、专业化服务，及时满足困难
群众法律援助需求。五年来，共
接受法律援助咨询16900余人
次， 承办法援案件6600余件，为
弱势群体挽回经济损失上千万
元。

火炬区今年首季拟
发放应届毕业生生活补
贴名单公示

158名应届毕业生
每月可领千元补贴

本报讯（记者 谭华健 通讯员 杜文明）4
月 8日， 火炬区对今年第一季度拟发放应届
毕业生生活补贴名单进行公示。 该批名单共
有 158人，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纬创资
通（中山）有限公司、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
公司等企业的 2017年应聘过来的应届毕业
生每月将可领千元生活补贴。
为帮助企事业单位引进和留住人才，壮

大人才队伍，优化人才结构，该区去年 9月出
台了 《火炬区引进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暂行
办法》，按照该办法，当年新引进的应届本科
和硕士毕业生， 与所在企事业单位签订 1年
及以上劳动合同， 并在中山连续依法缴纳社
会保险满 3个月， 发放补贴每人每月 1000
元， 共补贴 1年。 据统计， 目前该区有超过
1000名的应届毕业生符合相关条件申领了
该补贴。

2017年，该区还发布《关于实施人才优
先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明确通过 6大保
障、26 条具体措施实施 “中山火炬人才计
划”，全面支持人才来该区创新创业。

该《意见》从多层次对引进人才进行补
贴。其中，重点培养引进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获得者、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
划”“珠江人才计划”“广东特支计划” 等领军
人才， 最高可按国家、 省经费给予 1:1、1:0.8
配套；同时，将海外高层次人才划分 A、B、C
三个类别，分别给予 100万元、50万元、20万
元奖励补贴；在技能人才扶持方面，企业每培
养或引进一名技能人才可享受最高市、 区合
计 3000元补贴，职业技能晋升者可享受最高
市、区合计 5500元补贴。

中考体育考试昨日开
始，市招考中心提醒———

现场可查成绩
有伤病可缓考

本报讯（记者 陈慧）记者昨日从市招考
中心了解到， 今年我市中考体育考试将于 4
月 9日至 28日进行。 市招考中心提醒考生：
考前或考试期间， 考生受伤或临时出现身体
不适（如感冒、发热、腹泻、恶心、呕吐、头晕、
胸闷、胸痛等）或损伤的，不要勉强，不能隐
瞒， 应及时主动向带队老师或考点工作人员
报告，如果不能继续考试，应提出缓考申请。
保证不带病、不带伤参加考试。
对经医生认定不能参加剧烈体育运动的

考生，须办理免考手续。凡患有器质性心血管
病（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
高血压、结核病、支气管扩张、哮喘、急慢性肝
炎、急慢性肾炎、各种恶性肿瘤等考生，应提
供近期病历和复检化验材料申请免考手续。

考生考试期间着运动装带齐证，每考完
一个项目，可现场查看成绩，如对成绩有异
议，必须当场立即提出，由考点主考、纪检监
察员和监考组长核实有关情况后作出处理。
过后、异地提出的，均不予受理。所有考试项
目完成后，考生须到成绩处理处签名确认。

辅警郭相兵制止犯罪时不幸牺牲，认定见义勇为家属获颁百万抚恤奖金
郭父接受采访时动情地说———

“失去儿子深感悲痛，
但他永远是郭家的骄傲”

昨日下午，记者从市公安局召开的见义勇为家属座谈会上获悉，大涌公安分局便衣
队警辅人员郭相兵制止犯罪时不幸牺牲，经省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调查和征求意见，认
定其行为属于见义勇为。根据相关规定，其家属将获得 100 万元的抚恤奖金。此前，我市
各界筹集抚恤金、慰问金、募集捐款共 141.5 万余元已发放到郭相兵家属手中，力挺见
义勇为“正能量”。

座谈会上，郭相兵的父亲郭祚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动情地说，儿子追捕坏人见
义勇为牺牲了，我们失去了儿子，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大家都深感悲痛，但儿子将永远是
郭家的骄傲，也感谢中山市给儿子的荣誉和肯定。接下来的时间里，作为孩子的爷爷和
奶奶，将把儿子留下的两个宝贝女儿抚养成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12348 广东法网全新发布，我市连线直播介绍“中山经验”

遇上法律难题 这里能帮到你

本报讯 （记者 唐益 摄影 文波 通讯员 卢
展欣）清明节前，市环保局带队开展大气污染防
治督察暗访时发现，位于南区永安一路的德商地
产工地存在配套粉尘治理设施不完善等问题。该
工地随即被勒令停工。9日， 记者从南区环保分
局了解到，在相关部门的督促下，该工地已完成
整改。

3月 30日， 记者跟随督察组来到南区德商
地产施工工地时，现场挖掘机繁忙作业，由于没
有安装喷淋设施，产生的粉尘四处弥漫，工地出
入口也未按规定设置洗车槽，几辆满载渣土的泥
头车没有经过冲洗就直接驶出马路。督察组检查
发现该工地环保手续不齐备， 随即责令工地停
工，并要求严格落实围挡建设、道路硬化、物料堆
放覆盖、洒水喷雾降尘、车辆密闭运输、出入车辆
冲洗的扬尘防控“六个 100%”。当天下午，南区环
保、城管等部门约谈该工地开发商与施工方负责
人，要求施工现场按照要求整改。

9日，记者从南区环保分局获悉，该工地已在
节前完成整改。记者回访时发现，该工地车辆出入
口已完成硬底化处理； 出入口配备了轮胎清洗池
和高压水枪， 在车辆出入时有专门人员对车辆进
行清洗； 配备了洒水车每天定时对工地周围道路
进行洒水降尘；沿工地围栏设置了水雾系统，以减
少从工地排出的粉尘； 对工地内作业区域配备了
远程喷雾机，以减少作业区域出尘情况；派专人于
工地出入口监督清洗车辆情况及管理环保设施运
行情况，以保证设施正常运行。

本报讯（记者 李丹丹）扬
尘污染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一
个重要原因，而建筑工地是扬
尘污染的高发地。记者昨日从
市住建局了解到，中山建筑工
地扬尘污染防治将有技术指
南。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中
山市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
技术指南 （试行）（征求意见
稿）》正在征求意见，该技术指
南将在今年 5 月 1 日正式实
施，同时对各建筑工地实行目

标责任管理制度，督促企业自
觉履行社会责任和法定义务，
自觉规范施工建设行为，有效
减轻施工扬尘。

市住建局要求建筑工地
建立健全扬尘污染防治管理
制度，首先施工企业应建立扬
尘污染防治检查制度及公示
制度，定期组织建设工程施工
扬尘专项检查，在施工现场出
入口将工程概况、扬尘污染防
治措施、 非道路移动机械清

单、建设各方责任单位名称及
项目负责人姓名、本企业以及
工程所在地相关业务主管部
门的投诉电话等信息向社会
公示。其次施工企业应结合工
程特点和作业环境要求，在项
目施工前编制扬尘污染防治
专项方案， 明确扬尘控制目
标、 防治部位、 防治措施。另
外，各个项目部应建立扬尘污
染防治工作台账， 对喷淋降
尘、车辆出场冲洗等作业进行

记录。
根据此次建筑工地扬尘

防治技术指南， 要求施工工
地周围应当设置连续、 密闭
的围挡，中心城区主要路段、
镇区主要路段工程的施工现
场， 围挡高度不低于 2.5米，
其它路段施工现场的围挡高
度不低于 1.8米；房屋建筑工
程在高度超过 4 米时必须搭
设随建筑物上升的安全网对
脚手架外侧进行密实封闭。

悬挑脚手架、 附着式升降脚
手架底部应采取硬质材料封
闭， 并及时清理封板上的垃
圾或其他遗撒物， 清理时应
提前洒水润湿。 对于施工现
场，也有降尘要求，除了设置
立体降尘措施外， 还要求施
工作业期间每天开启不宜少
于 5 次， 每次开启时间不宜
低于 15 分钟。如遇我市启动
污染天气应对措施， 加大开
启频率和开启时间。

4月 9 日，南区德商地产工地车辆出入口已完成硬底化处理，并配备了轮胎清洗池和高压水枪，在车辆出入时
由专人对施工车辆进行清洗。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中山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技术指南 5月 1日正式实施

建房工程高于 4米须封闭施工

工地控粉尘不力
被勒令停工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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