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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拟出台房屋建筑工
程质量投诉处理办法

质量问题处理不力
将予以通报曝光

本报讯（记者 李丹丹）中山将出台房
屋建筑工程质量投诉处理办法。记者昨日从
市住建局了解到，该办法已经进入第二次征
求意见阶段。

在工程质量投诉处理过程中，如发现工
程质量责任方存在处理不力的，由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予以通报批评、公开曝光并纳入信
用评价管理，涉及违法违规的依法给予行政
处罚，如建设单位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房屋保
修义务、施工单位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房屋保
修义务，或者是建设单位对投诉人先行的联
系、投诉故意不登记不处理，或拒绝给出登
记受理回执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都将予以
处罚。

本次办法还明确了处理时限，住房和城
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出《投诉事项受理告
知书》至《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投诉处理通知
书》的时限，一般质量缺陷处理为 30个工作
日，涉及工程主体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
检测鉴定的质量缺陷处理为60个工作日，因
情况复杂或特殊原因不能在 60个工作日处
理完毕的，可适当延长处理时限。

本报讯（记者 唐益）我市火
炬开发区、翠亨新区内的两座污
水处理厂，分别因进水浓度低、
没有连接管网而被中央第四环
境保护督察组要求整改。11日
下午，副市长袁永康带队前往火
炬开发区开展中央环保督察反
馈问题整改情况现场督导。记者
了解到，目前这两座污水处理厂
整改工作进展顺利，预计分别于
本月底和下月底完工。

2016年底，中央第四环境保
护督察组进驻广东期间，反馈我
市火炬开发区大环污水处理厂
存在进水浓度不够等问题。“大

环污水处理厂建设于 2008年，
主要处理开发区中心片区以及
张家边片区的生活污水。”火炬
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综合行政
执法局局长钟萍介绍说，在中山
实施雨污分流前，大环污水处理
厂采用的是雨污合流的方式，每
栋居民楼的污水管直接接入河
道，再在河道中建设截污闸，将
污水抽取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
理。“不下雨的时候，河道里都是
污水。下雨的时候，就是雨水和
污水，导致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
不够。”钟萍介绍说，雨天开闸
排涝还会导致污水外流，污染下

游河道。
而位于翠亨新区内的临海

污水处理厂，于 2012年动工建
设。但由于没有铺设污水管道，
建成后一直闲置。按照中央第四
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意见，上述
两座污水处理厂分别进行整改。

据介绍，火炬开发区制定了
污水专项规划，将整个火炬开发
区生活污水输送至新建的洋关
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11日下
午，记者在大环污水处理厂内看
到，输送污水的压力转移管正在
铺设中，目前已完成铺设量的
64%，本月底全线接通。新建的
洋关污水处理厂，基建、单机调
试等已经完成，目前正在进行联
机调试，即将接入污水。本月底，
这座全新的污水处理厂将投入

使用。届时，大环污水处理厂将
关闭。而临海污水处理厂，污水
管网提升工程正有序推进。长

8000余米的污水管道，已经铺设
完成 4200米，预计 7月底完工，
12月试运行。

在督查过程中，市教体
局反馈，目前仍有部分镇区
的公益普惠性幼儿园占比
没有达到 75%的要求，特别
是中心城区，公益普惠性

幼儿园工作推进难度大。
下一步，该局将通过媒体
向社会发布“责任清单”，
依靠公众监督，进一步加
快公办中小学建设进度，

调动各有关单位的积极
性，全力以赴开展建设工
作，并对进度落后的单位
加强督办跟踪。

本报讯（记者 李玮玮）《中
山市公民文明素质和文明城市
创建提升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近日出台。该行动计划提出
了 27项主要任务，涵盖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思想道德
建设、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公共
文明管理机制、提升服务市民水
平、树立文明新风等方面。

具体来说，我市将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育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续建设
一批核心价值观示范点和主题
公共场所，常态化开展全民修
身行动；常态化开展寻找最美
人物、善行义举和身边好人活动
等。

在城乡环境方面，我市全面
推进垃圾收集设施改造工程，全
面消除黑臭水体；规范户外广告
审批和设置等，到 2020年，文明
村镇覆盖率达到 95%以上。逐步
完善文明创建网格化管理机制，

以每个网格 1000—2000常住人
口合理划分管理区域。确保每个
区域都有人管。

通过提升“生活美”，增强市
民群众幸福感。深化“一门式一
网式”政府服务模式改革，加大
民生保障力度，提升重特大疾病
医疗救助水平，打造“流管政务
服务24小时网上超市”。

在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
方面，大力推进“书香中山”建
设，加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

力度，加强市图书馆、博物馆、
“中山文化云”、街区自助图书馆
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分众、分
级、分享的全民阅读活动，办好
香山讲坛、中山读书月、中山书
展等品牌，创新漂流书吧、共享
书吧等形式。举办群众合唱艺术
活动，办好市民大舞台、公园音
乐节等活动。

大力推进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计划，到 2020年，全市公民具
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5%以

上。配套建设更多市民身边的公
共活动场所，广泛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实现城乡 15分钟健身圈
全覆盖。

努力提升“风尚美”，弘扬
向上向善文明新风。发扬公益
慈善志愿服务精神。积极创新
平台和载体，扎实推进志愿服
务阵地“十百千”计划，继续发
展壮大志愿者队伍，注册志愿
者人数占常住人口比例达 15%
以上等。

《中山市慈善总会救
助办法》获通过

6种情形可申请
“二次救助”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中山市慈善总
会救助办法》日前获得通过。据悉，新修订的
救助办法延伸了临时救助的范围，加大救助
力度，规范救助流程。过去遇到突发事件才
能向市慈善总会申请临时救助，往后满足一
定条件的困难家庭，6种情形都可获得在政
府兜底外的慈善救助。

“过去，市慈善总会常态化的救助只面
向遭遇了突发事件的市民，每次救助金额不
高于 5000元。而刚修订的《中山市慈善总会
救助办法》可以理解为目前零散慈善救助的
大汇编。”市慈善总会副会长、秘书长罗东解
释说，办法将重大疾病专项、危房改造专项
救助、扶贫济困专项救助、助学专项救助、其
他临时救助、微基金救助等6种情形，分门别
类列出相应条件和申请办法，将原先零散的
慈善帮扶进一步规范化、常态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大病救助也好，
助学助困也好，与政府部门出台的救助办法
是区分开的。受助市民是在享受政府的‘民
生兜底’后，在助学、助医、生活质量改善方
面仍有困难的，可以来找我们，属于二次救
助。”罗东透露。

据悉，今年前5个月，市慈善总会审核并
发放临时救助金 38.1万元，为 134户困难家
庭提供帮扶救助；社会爱心人士通过市慈善
总会成立微基金达 43家，上线慈善项目 192
个，发动13281人参与微基金捐赠，募集善款
达458万元；“博爱商城”共接收46366件捐赠
物资，折合115万元，通过“博爱商城”线上以
及线下定向捐赠物品 33258件，直接受惠群
众 22442人次，参与对接配送志愿服务的社
工和义工有 9369 人次，志愿服务时数达
40091小时。4月18日，由市民政局推动、市慈
善总会运营的“中山市因病致贫帮扶中心”
（中山市完美慈善帮扶中心）成立。截至 5月
底，共有53名大病困难群众通过该中心获得
38.3万元的慈善救助。

督查组成员在市教体局远程监控中小学食堂“明厨亮灶”情况。 本报记者 余兆宇 摄

6月9日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10
日，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与港口镇政府共
同举办“2018年中山市民歌民谣大赛”，19个
镇区的39支队伍的百余名歌手参加比赛，一
竞歌喉。

中山市民歌民谣大赛自 2007 年举办至
今，已被打造为我市非遗品牌活动，今年已
是第十二届。今年大赛分为原生态传承组和
创新传承组两个组别进行，不限年龄。经过
各镇区的筛选，共有19个镇区的39支队伍参
加比赛。表演形式多种多样，包括独唱、对
唱、小组唱、表演唱等，演唱曲目涵盖了中山
咸水歌、白口莲山歌、客家山歌、东乡民歌、
隆都民谣等在中山地区流传的民歌民谣。而
值得一提的是，在创新传承组中，有众多来
自小学的小歌手们参加比赛，他们用童稚的
声音，以歌伴舞、小组唱等形式，献上令人耳
目一新的民歌节目。

本报记者 冷启迪
通讯员 林润昆 摄影报道

我市积极开展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现场督导工作

洋关污水处理厂拟本月底启用

本报讯（记者 唐益）6月
6日，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向
广东15地市交付首批82件举
报件，其中我市 1件。位于我
市火炬开发区誉港湾花园附
近的垃圾中转站因臭气扰民
被投诉。

我市在接到央督交办件
后，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清理工

作。11日，副市长袁永康带队
赴现场查看整改情况。记者在
现场看到，6台挖掘机正在紧
张作业。其中3台正在清理剩
余垃圾，另外3台正用黄土覆
盖清理完毕的区域。据火炬开
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综合行政
执法局局长钟萍介绍，清理工
作计划于11日晚全部结束。

相关新闻

臭气扰民 垃圾站被清理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我市举行民歌民谣大赛

百余名歌手唱响
中山好声音

我市全力推进扩充教育资源、保障食品安全两项民生实事

全市新增430个规范化幼儿园学位
本报讯（记者 隋胜伟 ）

11日，市政府第四督查组到市
教体局、精彩童年幼儿园、杨仙
逸中学等对扩充教育资源、保
障食品安全两项民生事实的推
进工作进行督查。记者获悉，截
至目前，我市新增规范化幼儿
园学位已达430个。今年计划
新建改建扩建的40所公办学
校中，已开工3所，开展工程招
投标的7所，其余正启动前期
工作。

扩充教育资源是 2018 年
中山市十件民生实事之一。按
照 要求，我市今年要新增幼儿
园学位 6000个，新增公益普惠
性幼儿园 10所，新增市级实验
园 20所。新增义务教育阶段公
办学位 7000个，新建改建扩建
公办学校40所。

督查组仔细查看了民生事
实项目推进表，了解了新建改
建扩建公办学校项目推进的情
况，并前往杨仙逸中学和精彩
童年幼儿园实地了解相关情
况。

据市教体局介绍，目前，我
市各镇区已申报待审核的公益
普惠性幼儿园共 17所。依据相

关程序，市教体局 6月下旬将
对上报的公益普惠性幼儿园申
报材料进行审核。幼儿园通过
认定，将按公益普惠性幼儿园
的标准收费，家长的负担有望
大幅减轻。

据市教体局局长李嘉颖介
绍，为推动民生实事项目的实
施，该局下发了相关文件和方
案，明确了责任清单，制定了奖
补办法。为鼓励社会力量以多
种形式举办幼儿园，增加规范
幼儿园学位资源，市教体局正
修订和完善我市幼儿园设置标
准和相关办事指南。截至目前，
全市有两所幼儿园新开办，包
括东凤标榜半岛幼儿园和中山
市特殊幼儿园，新增规范化幼
儿园学位 430个。另外，上半年

批准筹设的有开发区贝莉亚幼
儿园、小榄绩溪恒智星幼儿园、
石岐区中心幼儿园。

下半年，规范化幼儿园学
位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大幅
增加。市级《3-6岁儿童学习与
发展指南》实验园的申报工作
已启动，截至目前收到各镇区
上报申报书 20多份。市教体局
明确新建改建扩建 40所公办
学校工作计划，目前已开工 3
所，7所正开展工程招投标，其
余正启动前期工作。

按照保障食品安全（中
小学食堂远程监控）项目的
要求，全市 60%以上的中小
学食堂要实现市、镇、学校
三级远程监控，中小学食堂
餐饮量化等级 A 级率达
60%、B 级率达100%、“明厨
亮灶”覆盖率达 100%、食品
安 全 管 理 员 配 置 率 达
100%。

昨日，督查组专程来到
市教体局网络监控室，详细
了解食堂监控三维校区系
统。通过大屏幕，督查组现
场查看君里中学、坦洲中学
以及东升、小榄等镇区学校
食堂的实时监控情况，点
心间、烹调区、切菜间、仓
库等场所的情况一目了
然。据介绍，市教体局已完

成该项目的前期调研，开
展全市中小学食堂食品安
全排查，建立工作台账，对
登记在册的 202 间中小学
校食堂远程监控配置情况
进行调研，初步掌握各所
学校食堂远程监控联网存
在问题。目前，已有 81所学
校联网，工作实施方案正
在制定中。

■17所幼儿园
“瞄准”公益普惠性

■新增规范化幼儿园学位430个

■81所学校“后厨”可远程看

■将向社会发布“责任清单”

我市出台公民文明素质和文明城市创建提升行动计划，重点推进27项任务

打造文明城市“升级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