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省委部署要求和市委工作安
排，市委宣传部、市直属机关工委、市教
育工委、市国资委党委从6月起组织进
各高校、机关、企业和镇区开展广东经
济形势报告会巡讲活动，引导广大青年
学生、企业职工、机关干部正确认识和
把握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更加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坚定信心、鼓足干
劲，为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开创
广东工作新局面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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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经济形势报告会三角专场在
镇政府一楼会议室举行，三角镇党政班子，
机关、部门党组织党员干部在主会场参加会
议，其他单位、村（社区）、两新组织的党员在
本单位党员活动室通过远程视频的形式，同
步参加了学习。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
专家温宪元受邀为作专题辅导。温宪元运用
扎实的理论和通俗的语言，详细解读了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提出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分析了广东经济发展
存在的问题。广大党员们表示，听了报告后
对今后如何树立信心创新发展，如何提质增
效稳定发展，如何挖潜力增强发展动力等方
面有非常重要的、前瞻的指导作用。

三角镇

本报讯（记者 陈健儿 通
讯员 蓝天） 7月4日晚，大涌镇
岚田社区治保会治保委员李雅
宏在执勤时受到犯罪嫌疑人恶
意袭击，造成脸部和额角受伤。
嫌疑人随后逃离现场，2小时后
被抓获归案。

7月4日晚上8时许，岚田社
区治保会治保委员李雅宏和治
安员李康全在值班过程中，通过
视频监控发现社区的东堡大街

和文田大街交界处，有人涉嫌从
事涉黄违法犯罪活动。

按照社区民警指挥，李雅宏
和李康全赶赴现场，对 1名涉嫌
从事卖淫犯罪活动的女子和 1
名涉嫌嫖娼犯罪活动的男子进
行布控，要求二人在原地等待公
安民警前来处理。当时，另一名
青年男子手持啤酒瓶从巷子里
蹿了出来，并朝李雅宏脸部大力
砸去。李雅宏脸颊和额角随即鲜

血直流，爆开的啤酒液洒满李雅
宏全身。该男子砸中李雅宏后，
还趁机踢打了几下李康全。面对
嫌疑人突如其来的袭击，李雅宏
和李康全一边呼叫支援，一边进
行反击，该嫌疑人见势不妙，溜
进巷子，逃离了现场。

3分钟后，岚田社区的值班民
警和治保会的其他治安员赶到，
将现场2名涉嫌嫖娼卖淫犯罪嫌
疑人控制。随后，众人迅速将李雅

宏和李康全送到大涌医院治疗，
李康全因受袭部位是腹部和背
部，经检查并无大碍，李雅宏因脸
部和额角受伤、流血，当晚入住医
院，并接受了手术治疗。

在接到情况报告后，大涌镇
相关领导赶到大涌医院看望李
雅宏，要求办案单位尽快将犯罪
嫌疑人抓获归案。在办案人员的
共同努力下，当晚10时30分许，
涉嫌强迫他人从事卖淫违法活

动和袭击执勤人员的犯罪嫌疑
人陈某在岚田社区一出租屋落
网。

据了解，今年 59 岁的李雅
宏已在岚田社区治保会工作 23
年。早在十几年前，李雅宏在协
助公安机关抓捕一名劫持人质
犯罪嫌疑人过程中 ，左手的手
臂、掌心、小指等多处受伤，其中
左手小指受伤接受治疗后，至今
都未能恢复自由伸曲。

本报讯 （记者 李丹
丹）近年来许多市民为了追
求纯天然和好口感，越来越
喜欢上了“山泉水”。在城桂
路边上一个取水点，经常能
见到前来取水的市民排队
接水。从去年开始，五桂山
住建局在城桂路一取水点
处立了一块牌子，“因施工
影响，本水源已受污染，切
勿取水饮用，特别提醒。”但
是前来这里取水的人依然
络绎不绝。近日，中山公用
水务水质检测车开到取水
点现场进行取样，检测“山
泉水”PH值、浊度等。技术
人员还进行密封取样带回
实验室，对大肠杆菌、菌落
总数以及其他重金属含量

等指标进行检测。
中山公用水务水质监

测中心负责人表示，市民从
山上取来的“山泉水”是否
能安全饮用，要通过实验室
检测后才知道，现场初步检
测“山泉水”偏酸性，城桂路
取水点 PH 值约为 6。2006
年我国颁布的《生活饮用水
卫 生 标 准》（GB 5749-
2006），对水质的卫生评价
项目分为常规项和非常规
项共6大类、106项指标。其
中，常规项检验指标 42项，
主要反映水质的基本状况，
非常规项检验指标 64项，
是根据地区、时间或特殊情
况需要确定的检验指标。常
用评价水质的常规项目包

括：微生物指标、毒理指标、
感官标准和一般理化指标、
放射性指标等。微生物指标
包括总大肠杆菌、菌落总数
等；毒理指标包括砷、硝酸
盐、铅、镉、汞、氟、氰化物、
氟化物等。只有各项检验指
标均达国家标准要求，才能
说明水质是合格的。

此次中山公用水务水
质检测结果将于 7月 10日
对外公布所有数据，其检
测人员提醒市民，所取的

“山泉水”口感虽较一般自
来水好，但一定要注意卫
生安全，取水点的选择要
注重其周围环境的卫生状
况，尤其在丰雨季节最好
暂停取用。

全省职工演讲比赛

我市社工
刘明亮获金奖

本报讯（记者 周振捷 通讯员 罗
俊斌）日前，由省总工会主办的“中国
梦・劳动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全省职工演讲比赛决赛在广
州举行，我市益群社工服务中心社工
刘明亮勇夺金奖，市总工会荣获赛事
优秀组织奖。

此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各个地市、
不同行业的28支工会代表队的46名选
手参加，经过激烈角逐，主办方评选出金
奖2名，银奖8名，铜奖15名。期间，我市社
工刘明亮以“爷爷的勋章”为切入点，深情
讲述了他从事社工行业7年的历程，回顾
当初入党入行的初心，感动了在场的不少
人，获得了此次比赛其中的一名金奖。

本报讯（记者 卢兴江）
7月7日，市水务局水资源保
护及暑期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拉开序幕，当日就劝离11名
在水库边沿钓鱼的市民。记者
了解到，该专项整治行动将一
直持续到8月31日。

当日，13名执法人员乘
快艇首先巡查了金钟水库。
出发前，执法人员通过安装
在库区的 6 个视频监控探

头，发现有11人在水库边沿
钓鱼。记者和执法人员来到
各垂钓点发现，每个钓鱼点
都丢有成堆的新鲜垃圾，包
括塑料袋，塑料瓶，餐盒等。
一些垂钓者对岸边的“溺亡
提示”熟视无睹，直接就在
牌子下面搭棚钓鱼。执法人
员出具执法证件上前劝离，
并对部分劝而不离的，扣留
其渔具。

随后，执法人员又马不停
蹄直奔长江水库。长江水库是
中山的一级水源保护区，水域
面积比金钟水库大十倍，也是
暑期钓鱼、游泳、电鱼的多发水
库。今年以来，通过多次整治行
动，钓鱼的市民少了很多。

当日上午 11时，当执法
船行驶到长江水库福获村附
近时，发现一艘小木船上两人
在水库中违法电鱼。水政执法

人员见状，示意立即停止电
鱼，并将船只靠岸接受执法人
员检查。见水政执法船只靠
近，电鱼人员将船只划进山沟
深处后弃船而去。弃船位置，
水政执法人员还发现另有几
艘小船停靠。执法人员将其中
三艘船拖回长江水库码头临
时扣留，待海事、水政、长江派
出所等部门协商后进一步处
理。

7月7日，“第三届深圳国际摄影艺术展”在中山
美术馆开展。

本次展览共收到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1127位
作者的5778幅作品，经过10位国际评委认真公平的评选，共
选出977幅入选作品和100幅获奖作品。本次巡展从中精选
了217幅优秀作品，与中山的广大观众共同分享。

本报记者 孙俊军 冷启迪 摄

7 月 5
日，中山市
职工书法

摄影大赛颁奖仪
式暨获奖作品展
览在市工人文化
馆举行，展出 100
多幅获奖的职工
书法、摄影作品。

本报记者 黎旭升
周振捷 摄

治安员执勤中遇袭受伤
犯罪嫌疑人逃离现场2小时后落网

从山上取的“山泉水”安全吗？我市专
业机构进行现场取样检测

初步检测显示
“山泉水”偏酸性

工作人员在一处山泉水出水口取样，现场进行水质检测。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水政执法展开暑期安全整治行动

首日劝离11名钓鱼人员

我市各部门、各镇区
积极开展“广东经济形势
报告会”巡讲活动

坚定信心鼓干劲
开创工作新局面

市财政局
近日，市财政局举办了广东经济形势报

告专场宣讲会，由市委宣讲团成员、电子科
大中山学院教授、博士梁士伦主讲，该局130
余名党员领导干部参加了报告会。

梁仕伦用翔实的数据和客观事例，回顾
了改革开放 40年来广东经济发展和转型的
历程、主要特征及所取得的丰硕成就，从
2018年广东的经济态势分析、当前广东经济
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如何推动广东经
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讲解和诠
释。

通过本次报告会，使该局广大干部职工深化
了对省经济形势的认识和把握，进一步坚定了“四
个自信”，增强做好财政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市公安局
近日，市公安局邀请了中山市金融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邵念荣为该局开展广
东经济形势报告会巡讲活动，参加活动的主
要对象为该局 2018年度第二期司升督警衔
晋升培训班全体学员及训练支队全体民警、
教官及学员管理人员。

本场报告会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部分内
容开展：一、广东省稳中向好的季度总体经
济情况；二、广东与全国一样进入了“经济常
态化”阶段；三、广东具备了引领“新常态”的
基础条件。

市教育工委
近日，广东经济形势报告会巡讲活动走

进市教育工委，市教体局机关及下属单位全
体党员干部和市属高校、直属学校负责人和
新党员代表 300余人参加了会议。中山职业
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李懋受邀作辅
导报告。

市司法局

近日，市司法局举办经济形势报告巡讲
会，邀请中山市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邵念
荣博士作专题报告。市司法局机关及各直属
单位的全体干部职工共140多人参会学习。

邵念荣用翔实的统计数据和鲜活的事
实事例，展示了广东经济在全国的地位，回
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的和所取
得的丰硕成就，介绍了广东当前的经济形势
以及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项机遇与挑战。报
告受到了在场全体与会人员的欢迎和高度评
价。大家纷纷表示，参加广东经济形势报告巡
讲会的收获很大，对省情实际有了更清晰的
认识，也对广东的发展前景增添了信心。

神湾镇
近日，神湾镇举行广东经济形势专题报

告会，邀请电子科大中山学院教授、市经济
研究院院长梁士伦作辅导报告，神湾镇 330
多人参加了会议。

梁士伦全面准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讲
述广东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衡、延续稳中向
好态势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
突破的良好趋势。神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霍锦添表示，此次宣讲活动，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进
一步提振和坚定了该镇发展旅游、游艇和物
流产业服务“三大集群”，打造珠西岸现代服
务业创新示范镇的信心。

民众书展开幕
“把美丽民众寄出去”吸

引读者参加

本报讯（记者 查九星 通讯员 何
书藏）在第十届中山书展开幕前夕，民
众镇“2018年惠民书展”7月 6日率先暖
场。这也是民众镇近几年来首次举办书
展，选择在学生放假时举办，旨在能够
让本镇的广大中小学生在家门口就能
有书读、读好书。

记者在现场看到，许多刚放假的学
生们都来选购自己喜欢的图书。书展负
责人介绍，展出图书超过 3000种，全部
为正版新书，内容涵盖十九大题材的政
务类、红色经典类、青少年教辅类、古典
类、文史类、科普类、艺术类等。所有参
展的图书均由出版社直面读者，最大限
度地让利于读者。

在书展现场，“把美丽民众寄出去”
活动吸引了不少读者参加。民众镇邮政负
责人洪凤苗介绍，本次书展发行了三款纪
念明信片，选取的图案都是民众镇美丽的
岭南水乡风景图，希望市民们填写这些具
有民众特色的风景明信片，加盖纪念戳，
然后投寄给亲朋好友，让美丽水乡民众的
优美风光能随着邮政飞向祖国四面八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