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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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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截至目前，洋关污
水处理厂已基本建成，
进入联机调试阶段；压
力管输送工程长度2公
里，已累计完成工程量
63％，以上2项整改任务
预计可按时完成。其余5
项整改任务基本达到序
时进度要求。

目前，中心组团
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和
北部组团垃圾综合处
理基地三期（扩容工
程）均已动工建设，恰
景假日酒店关停方案
正在修改完善中。上
述3项整改任务基本
达到序时进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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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2020年

建 成 火 炬 开
发区洋关污水处
理厂和完成火炬
开发区大环污水
处理厂压力管输
送工程 2 项，整改
任务须在今年6月
底前完成。另外 5
项在今年内完成。

2019 年底前
建成中心组团垃
圾综合处理基地
（三期）项目和北
部组团垃圾综合
处理基地（三期）
项目；2020年底前
完成怡景假日酒
店的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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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3 日下午，我市征兵体检
站揭牌仪式在火炬开发区医院多功
能厅隆重举行。市领导侯奕斌、郑泽
晖，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
山军分区司令员孔德雨等参加了活
动。

据市征兵办公室介绍，往年的
征兵体检点是在国防教育基地中临
时搭建的，今年在市卫计局的指导
下，火炬开发区医院依托现有的体
检中心，按规定要求改造设立了我
市征兵体检站，征兵期间，专门用于
组织征兵体检，其它时间用于医院
开展正常体检业务。

“可以说，征兵体检站的建成，解
决了以往征兵体检地点不定、体检队
伍不定的问题，更有利于进一步提高
征兵体检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水
平。”市征兵办公室工作人员说。

据悉，随着征兵体检站的投入
使用，今年我市大学生征兵体检工
作也随之展开。

图为征兵体检现场。
文/本报记者 付陈陈
图/本报记者 文 波

我市征兵体检站建成投用 大学生征兵
体检工作正式展开

市海洋与渔业局提醒，近年来随着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善心为出
发点的放生活动越来越频繁，由于许多
人对生态平衡和科学放生了解不多，经
常出现错放、乱放的现象，向野外放归一
些对自然环境有破坏或会打乱生态平衡
的物种。市民准备放生水生野生动物前，
应向专业人士和单位（海洋渔业主管部
门、水生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水生物科研
教学单位、野生动物救治中心、大型公共
水族馆等）咨询该物种是否可以在本地
放生，对于有病或有残的动物应送交以
上单位救助之后方可放生。

提醒

本报讯（记者 唐益）
生产各种滚轮类机械零件
及部件的中山广泰机械有
限公司，因车间废机油处
置不当被投诉。8 日上午，
南头环保分局接到第四中
央环保督察组交办案件
后，于当天对该企业开展
调查。目前，上述企业因未
完善环评手续、未规范建
设危险废物储存场所等被
立案调查。

“我们在8号上午10:30
接到央督交办案件，立即对
企业是否有环评手续、工商
营业执照等情况进行了调
查。”南头环保分局局长何

柏林介绍说，在摸清企业基
本情况后，当天下午环保、
公安、社区联动，赴现场对
涉案企业开展彻查。在调查
过程中，发现该企业存在未
完善相关环保手续，需要配
套建设的环保设施未经验
收即投入使用、未规范建设
危险废物储存场所以及未
采取防渗漏措施导致废乳
化油流入厂内沙井排出外
环境等三个问题。

记者了解到，针对发现
问题，南头环保分局已对该
企业进行立案调查。目前，
正在联合有关部门，对案件
进行进一步调查处理。

相关新闻

接件立行立改 查封问题企业
南头镇迅速处置一起环保督察组交办案件

本报讯（记者 唐益 通讯
员 肖欢欢）6月5日至7月5日，
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正式
进驻广东，对我省开展环境保护

督察“回头看”工作。记者了解
到，为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迎检工作，我市成立了 7个
专项小组，落实7项整改任务。

据介绍，为做好迎接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工作，
我市印发了迎检工作的通知
和保障工作方案，成立了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中山
协调联络组（以下简称“市协
调联络组”）和 7个专项工作组
（综合协调组、资料文件组、交
办案件落实组、宣传舆情组、
后勤保障组、安保维稳组、专

项督察对接组）。市协调联络
组负责调度，指挥各专项小
组，严格按照职责分工，细化
工作事项，着力解决好中央领
导有批示、社会关注度高、群
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做到
真正落实、彻底整改。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已
完成任务包括关停阜沙水厂、
关闭搬迁 10 家位于阜沙水厂

饮用水源保护区违法企业；关
停中山市火力发电有限公司违
法煤码头，落实燃料煤陆路运
输替代方案；拆除了长江水库
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怡景假日酒
店贵宾楼；清理了 125 个饮用
水源违法项目；完成禁养区内
47 个畜禽养殖场的关闭搬迁
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整改
等。

本报讯（记者 李丹
丹）古香林片区正在建设
公园群，包括金钟湖公园、
古香林公园、气象公园、市
儿童公园等正在进行建
设。为了改善该片区通行
能力，同时提升道路行驶
舒适度，记者昨日从市住
建局代建办了解到，东苑
南路将进行升级改造，目
前正在对东苑南路的城
桂路至沙石公路段道路
改造工程进行勘察及设
计招标。

据了解，东苑南路重
点改造的是城桂路到金
钟水库绿道驿站前的这
一段，位于古香林片区北
部，是一条城市次干道，

大致呈南北走向，南接沙
石公路，北至城桂路，道
路改造设计分为两段进
行，第一段由沙石公路至
南外环高架桥底，全长
545.340米；第二段由南外
环高架桥底至城桂路，全
长504.077米。东苑南路将
对道路进行“白改黑”升
级，也就是把混凝土路面
改为沥青路面，同时拟定
在南外环与东苑南路相交
位置留出四个方向相应的
匝道，目前仍未定线位，此
次勘察设计招标仅包含沙
石公路-东苑南路交叉口
设计，不包含南外环路-
东苑南路、城桂路-东苑
南路交叉口设计。

东苑南路拟升级改造

我市昨举办水生生
物增殖放流活动

300多万鱼苗游进
翠亨新区沿海水域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 黎旭升）昨日，由
市海洋与渔业局主办的 2018年水生生物增
殖放流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活动在翠亨
新区举行。140名来自市民、学生代表来到河
边，放流了 342.5万尾鱼苗。而本年度水生生
物增殖放流计划放流鱼苗达3000多万尾。

据市海洋与渔业局介绍，今年市委、市
政府共安排财政资金 135万元，采购 3000多
万尾苗种进行放流。品种选定有黄鳍鲷、花
鲈、鲫鱼、草鱼、鳙鱼、鲻鱼等，放流地点将选
在南朗、翠亨新区、坦洲、港口等沿海水域。

据悉，自1982年起我市连续36年开展大
规模的水生生物放流活动，累计总投入资金
超过1265万元，放流种苗超过4.6亿尾。另据
有关调查显示，2015年至 2017年，我市累计
在南朗附近海域增殖刀额新对虾 9011.78万
尾、黄鳍鲷 63.56万尾、花鲈 34.42万尾、黑鲷
99.59万尾……

通过多年来的增殖放流活动，我市海洋
生物资源得到有效恢复，人们保护海洋资源
的意识也不断提高。

■假期景区周边或现拥堵
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根

据往年经验，高速公路首尾两个时
段以及进出城的城市快速路、通往
城市郊区、热门景区的道路将出现
排队缓行现象。

目前，我市城区共有 17个道
路改造工程占道施工。届时，无论
施工单位是否在端午假期中停工，
各工程项目的围蔽设施、路面损坏
等状况均将对道路通行造成较大
影响。对此，交警部门在调派民警
前往现场指挥进行疏导的同时，希

望市民途经施工路段时，尽量按照
绕行提示小心驾车，有序通行，以
免造成人为交通拥堵。

■石岐区沿江路等四条道路
禁止人车通行

6 月 16 日至 18 日，2018 粤港
澳大湾区（中山·石岐）龙舟文化节
将在石岐东明桥与康华桥之间的
岐江河水域范围举行。

6月 16日上午 7:30到活动结
束，市公安交警支队将对沿江路
（东明桥东侧红绿灯路口至湖滨

北路口）、海景路（东明路路口至
东兴路路口）、东兴路（海景路路
口至沿江路路口）、海景横路、江
滨路（兴顺路路口至大信君汇湾
入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社
会车辆和行人通行。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禁止在
高速公路通行

根据省公安厅要求，为加强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预防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事故，6月15日零
时至 6月 18日 24时止，广东省内
高速公路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通行，但运送自来水生产用的液氯
运输车辆，为机场、加油（气）站配
送成品油料、液化石油气、天然气
的运输车辆，以及医用氧运输车辆
不受限制。
本报记者 江泽丰 通讯员 刘洪希

我市召开医疗机构
违法违规行为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会议

严肃查处群众投诉
较多的医疗机构

本报讯（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于芝春
黄海航）6月12日，我市召开了医疗机构违法
违规行为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会议。副市
长袁永康出席。

据悉，此次医疗机构违法违规行为排查
整治专项行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
是严厉打击非法改装、非法套牌的“黑救护
车”和无资质的运营企业开展患者转运工
作，以净化医疗转运市场。二是打击“黑诊
所”、医疗机构涉黑涉恶行为，防止黑恶势力
在医疗机构内滋生蔓延。三是严肃查处群众
投诉、举报较多、问题较突出的医疗机构以
及泌尿外科、妇科等专科领域。四是打击医
疗欺诈、诱导医疗消费，特别是虚假诱导病
情，虚假检验，虚假诊断、证明，虚假诱导治
疗，使用假药、劣药，巧立名目乱收费、多收
费、重复收费等行为。五是整治医疗机构服
务质量、服务态度，营造和谐就医环境。

会议要求，各镇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
医疗机构违法违规行为对人民健康安全的
危害和专项行动的重要性，将排查整治工作
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合起来，明确责任，
落实措施，检查辖区医疗机构是否也存在诱
导消费、欺诈医疗、胁迫医疗等行为，确保我
市不出现涉医恶性事件。

市领导率工作组赴
云南昭通调研东西部扶
贫协作工作

精准聚焦
确保对口扶贫实效

本报讯 近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
小娟率工作组赴云南省昭通市，送 4名处级
干部到贫困县区挂职，对中山小组同志进行
考核，调研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并与东莞
市委组织部、省第五扶贫协作组座谈。

陈小娟在座谈中指出，开展扶贫协作以
来，昭通、中山、东莞三市因地制宜抓落实，
大力推进三市签署的“1+8”框架扶贫协议确
定的具体事项，成效有目共睹，经验弥足珍
贵。陈小娟要求中山小组全力以赴协助昭通
加快脱贫攻坚步伐，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坚决按照中央、省委的要求推进落实好扶贫
协作工作；要精准聚焦，深化帮扶，确保对口
扶贫取得实效；要担当作为，密切配合，形成
扶贫协作工作合力。挂职干部要牢记使命，
切实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带头履职尽责，带
头担当作为，带头承担责任，以担当带动担
当，以作为促进作为。

在昭通期间，陈小娟一行还深入到大
关、盐津、威信、永善、绥江和水富等6个县调
研，考察援建安置点建设、扶贫产业项目开
展、村民生产生活等情况，同时到扎西干部
学院调研。 （钟祖彦 吴森林）

我市全力以赴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迎检工作

成立7个专项组 落实7项整改任务

城区17个路段跨假期施工
端午节假期即将来临。为期三天的假期中，虽然高速公

路不免费，但预计届时我市高速公路首尾两个时段以及各

区镇景区周边及施工路段可能出现拥堵现象。昨日，交警部

门专门发布了出行提示，提醒市民小心驾车。

保障古香林片区公园群通行能力 交警提示端午假期景区周边及施工路段或现拥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