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献故事感动现
场市民

“在温存的人间，总有那
么一群人，让世界充满了光明
和希望……”在昨天的宣传活
动现场，器官捐献协调组组长
谢熙现场朗诵了她写的一首
题为《器官捐献 大爱呼唤》的
诗歌，她说，她是含着热泪，怀
着满腔激情写下了这首诗。她
现场给市民讲述了三个令她
难忘的捐献故事：

20岁的湖南女孩小英来
中山务工，2013年 1月的一场
车祸终止了她的生命。逝世
后，她捐献出的肝肾和双眼角
膜救了 5个人。她捐的角膜让

一个8岁男孩小壮的世界不再
黑暗，另一个角膜让而立之年
的刘姐的生活从此充满阳光。

32岁的广西人阿军 2015
年 3月因脑出血去世，他捐献
出的心脏让本已奄奄一息的
吴伯走出了病房，出院这天，
吴伯感慨地说：“中山是我的
福地，在这里移植心脏，生命
在这里重生，我永远忘不了中
山这座城市。”

2015年 7月底，中山板芙
镇25岁男孩阿庆出了车祸，他
生前曾说过：“如果我哪一天
生命不再，我想捐献器官，就
当做好事，帮帮别人。”“帮他
完成心愿吧，孩子生前就是好
心肠。”8月 2日晚上，家属为

阿庆捐献了眼角膜、心脏、肝
脏、肾脏和肺脏等所有有用器
官，打开了 7位病人全新的生
命篇章。

“很感动，都是那么年轻
的生命，去世后又挽救了别
人，他们是中山这座城市的
无名英雄。”昨日，不少市民
现场听了捐献者故事后都红
了眼圈，纷纷表示，这些捐献
者带着温暖和爱，大写着中
山这座城市文明的光和满满

的正能量。

■已有217名捐献者
让1016名病人重获新生

据介绍，中山自2009年开
展器官捐献工作以来，目前已
经有217名好心人逝世后进行
了器官捐献，让1016个病人重
获新生。今年截至昨日已完成
捐献 13例，捐献心脏 7个、肝
脏13个、肾脏26个、肺脏1个。
2018年到目前我市开展肾移

植 23例、肝移植 10例、心脏移
植 4例，充分体现了中山这座
城市的博爱精神。

“人体哪些器官组织可以
捐献？成为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者有年龄限制吗？”现场吴姓
市民向工作人员咨询，器官捐
献协调员李福录告诉他，公民
去世后，人体的肾脏、肝脏、心
脏、肺脏、胰腺、小肠及眼角膜
都可以捐献，人体器官捐献志
愿登记信息会被严格保护，不
会泄露。因器官捐献而产生的
费用不需要由捐献者家人承
担，目前成为器官捐献志愿登
记者最小年龄需满18岁。“植
物人可以器官捐赠吗？”李福
灵告诉市民，植物人是因脑部
病变或其它系统的疾病合并
脑病变，导致大脑功能丧失患
者没有思考、记忆、认知、行
为，因此不可以捐赠器官。

“去世后捐献出器官给其
他人以光明和希望，是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我非常支持器官
捐献。”市民刘先生现场进行
了签名并在线填写了器官捐
献志愿书。

本报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林茹珠 唐柳青

为了积极推动我市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让更多的
公众了解并支持器官捐献事业，昨日上午，市人民医
院首次举办“器官捐献日”（从2017年起，每年6月11
日为“中国器官捐献日”）公众宣传教育活动，该院领
导、医务人员、就诊患者、住院患者家属、医学院校实
习生、医学留学生、社工、志愿者等500多人参与了签
名活动，该院器官捐献协调组组长谢熙现场还讲述了
三个感人的捐献故事。

昨日是我国第二个“器官捐献日”，我市举办相关宣传活动

中山217名捐献者 让1016人获新生

昨日，市人民医院举行“器官捐献日”公众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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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江泽丰 通讯
员 刘洪希 罗庚新）6月 11日，
不少市民都在微信朋友圈发布
城区道路拥堵的信息。记者注意
到，由于博爱路银通街路口南北
向封闭施工，以及博爱路翠景道
南北向封闭施工，导致施工路段
附近部分路段车流量暴增，从而
出现拥堵的情况。当天，交警部
门针对拥堵情况发布了相关改
善措施，提醒市民尽量避开拥堵
路段。

记者发现，大部分市民反映
的拥堵路段，是兴中道南北向、
体育路、兴文路西往东、东裕路、
城桂路、岐关西路和起湾道，还
有翠景道也出现拥堵的情况。打
开当天的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
以上提到的路段基本显示红色，
表示这些路段相当“拥堵”。

“平时走 10分钟，今天走了
40分钟。”家住朗晴假日，单位
在中山五路的王先生说。当日，
像王先生这样被堵在路上的市
民有很多，部分市民因此甚至

“弃车”——将车子停在附近收
费停车场，改骑共享单车去上
班。

当天上午部分路段的交通
拥堵情况，一直持续至9时30分
左右，随着早高峰的逐渐退去，
之前繁忙拥堵的路段逐渐恢复
畅顺。

记者就此专门采访了市交
警部门。市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
表示，11日上午早高峰，城区交

警已加派警力进行疏导，但是因
为车流量大，部分路段的拥堵情
况难以瞬间疏通。早高峰城区部
分路段出现拥堵情况，主要是博
爱路银通街路口施工导致。为了
减轻该路段改造期间对周边交
通的影响，交警部门到周边路口
进行了实地观测，并研究制定了
初步改善方案，后续还将继续对
影响片区蹲点观测，并对改善方
案作出动态调整优化。

昨天傍晚晚高峰，记者观察
到，起湾道还是出现一定程度上
的拥堵情况，不过相对于上午的
情况，已有一定程度的缓解。而
其他路段，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
拥堵现象。城区交警表示，晚高
峰期间，城区交警已全警出动，
上路疏导交通，尽最大努力减轻
拥堵情况。

本报讯（记者 何淼 通讯
员 刘小林）记者 11日获悉，
根据广铁集团的调图文件，我
市城轨中山站从7月1日起将
新增 13趟城轨班次。据悉，13
趟新增班次中有 7趟是由城
轨中山北站转移过来的。

由城轨中山站前往广州
南的车次偏少，一直受市民诟
病，经过此次调图，城轨中山
站的班次将有所加密。据介
绍，13趟新增班次分别为车次
C7637 次“广州南-珠海”、
C7713 次“广州南-珠海”、
C7683 次“广州南-珠海”、
C7675 次“广州南-珠海”、
C7607 次“广州南-珠海”、
C7721 次“广州南-珠海”、
C7657 次“广州南-珠海”、
C7640 次“珠海-广州南”、
C7716 次“珠海-广州南”、
C7688 次“珠海-广州南”、

C7724 次“珠海-广州南”、
C7714 次“珠海-广州南”、
C7628次“珠海-广州南”。

值得注意的是，这 13 趟
新增班次中，C7713次“广州
南-珠海”、C7721次“广州南-
珠海”、C7714次“珠海-广州
南”3个班次为周末线，即周末
才发班；C7716次“珠海-广
州南”、C7724次“珠海-广州
南”两个班次为高峰线，即在
客流高峰期才会发班。

据悉，13趟新增班次中有
7趟是由城轨中山北站转移过
来的，有 6趟为新增班次。此
次调图后，城轨中山北站班次
将由高峰期的每天 74趟，缩
减为每天 66趟（转移 7趟，新
增 1趟）。据悉，城轨中山北站
现状车次密，候车空间小，属
高负荷运行，高峰期客流压力
大，此次调图后将有助缓解。

本报讯（记者 李丹丹）记
者昨日从市城乡规划局获悉，
《中山市港口镇大丰工业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京珠高速以西）
调整》正在进行公示，公示内容
显示，该片区沙港公路将从 40
米宽调整至 70米、建设用地较
上版控规减少 90.34公顷。规划
调整后，该片区功能定位为港
口镇现代物流产业、家具产业、
塑料及五金产业集聚区。

■深茂铁路经过该片区

据了解，控规调整后，该片
区建设用地面积为 176.68 公
顷，较上轮控调建设用地减少
90.34公顷；另外，此次控规调
整将片区内沙港公路由原来40
米调整为 70米，由原来主干路
升级为快速路，整个片区的对
外交通有较大改善。

市城乡规划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大丰工业区之所以调整
控规，是因为港口镇纳入中心
城区后，职能定位提升、用地布
局发生变化，《中山市总体规划
（2010-2020年）》将港口镇划入
中心城区，承担起工业、物流、
商贸方面的职能。另外，规划中
的深茂铁路穿过大丰工业区，
对原用地布局产生影响，《中山
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综
合交通规划提出目标：打造以
铁路功能为主导的“一主三辅”
综合交通枢纽，深茂铁路作为
交通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规
划将穿过规划片区，为落实城
市总体规划，本次调整将深茂
铁路的影响进行综合考虑；同
时《中山市干线公路网定线规
划》中的横二线是本次规划调
整中的沙港公路，道路红线宽
度定为 70米，因此需对原沙港

公路红线宽度进行调整。

■将形成产业集聚区

根据片区现状和规划目
标，大丰工业区规划用地功能
上主要以工业用地为主，整个
片区形成“一心三轴三片区”的
功能结构。“一心”主要是指以
沙港公路两侧工业为中心，形
成现代物流、家具、塑料及五金
的产业集聚区。

“三轴”分别是指沿小榄水
道形成滨河景观防护轴；沿苏
份涌内河道形成休闲公园绿化
轴；沿深茂铁路和京珠高速公
路形成交通景观绿化轴。“三片
区”分别是指福源路东侧以水
产、美食为主的商业片区；以群
乐经济联合社为中心，结合居
民用地的综合居民功能片区；
以及片区东部居住功能片区。

中山翠亨投资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黄锦旗

严重违纪违法
被“双开”

本报讯 日前，市纪委监委对中山翠亨投
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黄锦旗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经查，黄锦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在采购办公家具、社会企业
融资、工程项目招投标等事项为他人提供帮
助，收受巨额贿赂，涉嫌受贿犯罪。

黄锦旗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市属国企
“一把手”，既是广东省人大代表，又是中山
市党代表，本应带头遵纪守法、恪尽职守，做
好国有资产守护人、诚信经营带头人、经济
发展开拓人，但其自2014年担任翠投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后，初心尽失、忘乎所以、贪
图享乐、滥交朋友，把手中权力当做捞钱工
具。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从公司购买办公家
具到企业融资服务，再到新区项目招投标等
事项，利用职务便利，由社会朋友穿针引线，
内外勾结，为企业融资提供服务，违规帮助
企业“量身定做”标书文件承揽工程，并从中
收受巨额贿赂，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
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给党的事
业和形象造成严重损害，应予严肃处理。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市纪委
常委会议、市监察委办公会议审议并报市委
批准，决定给予黄锦旗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终止其中山市第十四次党员代表大会
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
犯罪问题及所涉款物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
查、提起公诉。 （钟继宣）

季风和高空波携手来

今明两天有大到暴雨
本报讯（记者 陈慧）昨日，市气象台发出

提醒，我市12-13日将有大雨到暴雨，市民出
门要做好防御准备。据市气象台监测，昨晚起，
偏南季风逐渐北抬、加强，同时高空波东移，水
汽、动力以及热力条件都配合不错，这波降雨
强度不容小觑。预计，12-13日不仅有大雨到暴
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4-15日，季风和高空波仍然活跃，预计
仍有明显降雨。目前我市已进入强对流多发
季节，需注意做好短时雷雨大风导致的厂房
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树木倒塌等
灾害的防御工作。强降水易导致局地山洪、
泥石流、山体滑坡、城乡内涝等灾害，需注意
做好防御。

我市举办关爱妇女
生殖健康巡回讲座

下月完成全市
24个镇区巡讲

本报讯（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于芝春
黄海航）由市卫计局、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联合举办
的,以“关爱妇女生殖健康——妇幼健康中山
行”为主题的全市巡回讲座活动，已于6月份
正式启动。

市卫计局相关负责人强调，国家倡导关
爱女性生殖健康，提高女性避孕知情选择。我
市将有针对性开展关爱妇女生殖健康公益活
动，帮助女性了解并掌握科学的避孕方法。

据悉，按照工作计划，有关方面将在7月
完成全市24个镇区的巡回讲座，活动时间大
都安排在双休日。通过开展妇女避孕节育知
识、生殖健康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女性健康
活动，使妇女在1年内再次意外妊娠、重复流
产及重复流产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减少，提
高女性自我保护意识和选择科学合理避孕
方式的能力。

6月10日，2018年“乐宜嘉杯”粤港澳跆
拳道联赛（中山站）在南头镇中心小学体育
馆落下帷幕。记者了解到，本次比赛，来自全
省各地及港澳地区23支队伍共600多名运动
员参加了比赛。南头镇代表队在比赛中发挥
出色，获得三金三银两铜。
本报记者 江泽丰 通讯员 赵育才 摄影报道

粤港澳跆拳道联赛
（中山站）落幕

南头镇代表队
获三金三银两铜

博爱路两路口封闭施工引发城区部分道路交通拥堵

交警发布十条改善措施

一是拟对岐关西路-体育
路路口、城桂公路-兴文路路
口、东苑南路-兴文路路口、沙
岗桥底环岛路口、广珠公路-
悦来南路路口进行信号调整
优化，优先南北向通行车辆通
行，减轻博爱路、兴中道等主
要路段的交通压力；

二是在岐关西路南往北
方向，增设指示标志，引导车
辆经由周边支路（如岐豪街、
岐景街、恒宝街、沿江路等）通

道通行，加快岐关西路南往北
车流的疏散效率；

三是在东苑南路南往北
方向，增设指示标志，引导车
辆经由周边支路（库充库溪
街、库充大街等）通道通行，加
快东苑南路南往北车辆车流
疏散效率；

四 是 取 消 公 园 路 停 车
位，提高途经公园路车辆通
行效率；

五是采取增设隔离设施

等 手 段 减 轻 兴 中 道 北 往 西
右 转 车 辆 与 博 爱 路 东 往 西
行驶车辆冲突，提高车辆通
行效率；

六是协调调整雍景园小
学博爱路上临时接送门口，减
少车辆停靠对博爱路正常行
驶车辆影响；

七是近期协调全民健身
广场打开靠近银通街出入口，
供沿线车辆通行，借助兴中体
育场、兴中体育馆内部道路进

行车辆疏散；
八是清理东苑南路沿线

停车位，提高东苑南路车辆通
行效率；

九是采取隔离措施等手
段规范体育路车辆通行，并借
助体育场内部道路实施绕行
方案，同时拟在体育街实施南
往北单行交通组织方案；

十是在兴中道-体育场人
行过街位置开设掉头口，便于
车辆提前掉头，提高通行效率。

■交警部门发布的“十条措施”

6月10日起，因博爱路银通街交叉口立交工程需要，银通街南北方向开始封路，禁止通行。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港口镇大丰工业区控规调整公示

沙港公路拟扩宽至70米
城轨中山站

新增13趟城轨班次
7月1日起执行，去广州南将更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