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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中通道工地
开展劳动竞赛

省市总工会负责人昨为参赛
施工队伍授旗

本报讯（记者 周振捷 通讯员 罗俊斌）
7月9日上午，深中通道第一阶段劳动竞赛启
动大会在深中通道中山侧施工营地举行。省
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李长峰，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蔡宏出席活动，为参赛
的施工方队伍授旗，并为深中通道项目“建
设者之家”揭牌。

据介绍，深中通道劳动竞赛第一阶段为2
年，将设置工程优质、高效建设、技术创新、生
产安全、文明施工、科学管理、廉政建设7个方
面竞赛内容。通过劳动竞赛，充分调动深中通
道项目全体参建产业工人的积极性，打造一
支新时代充满创造力的产业工人队伍，推动
深中通道项目又好又快建成。今后，将有来自
土木、航运、船舶、桥梁、隧道、军工、重工、设
计、勘察、监理等各行各业超过150家参建单
位及1.4万名建设者，参与深中通道的建设。

本报讯（记者 唐益 通讯
员 肖欢欢）9 日，记者从市环
境监测站了解到，6 月中山空
气质量再次排入全国前十，位
列第九位。今年上半年，我市
空气质量已 3 次排入全国前
十。

根据市环境监测站统计，

今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我市
空气质量污染指数为 3.71，具
体排名情况为：在全国 74城市
中排名第 10位，在全省 21个地
级城市中排名第 11位，在珠三
角 9 市排名第 4 位，仅次于深
圳、珠海和惠州。

6 月份我市空气质量污染

指数为 2.85，排名情况为：在全
国 74 城市中排名第 9 位，在全
省 21 个地级城市中排名第 11
位，在珠三角 9市排名第 4位，
仅次于珠海、深圳和惠州。

今年 1至 6月，我市空气质
量有效监测天数为 181 天，其
中优为 81 天，良为 80 天，轻度

污染 17天，中度污染 2天，重度
污染 1 天，达标率为 89.0% 。
PM10、PM2.5 和 NO2的平均浓
度分别为 46、31和 32微克每立
方米，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
降 4.2%、下降 8.8%和 8.6%；臭
氧最大八小时平均第 90 百分
位数浓度为 149 微克每立方

米 ，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下 降
7.5%；SO2的平均浓度为 9微克
每立方米,与去年同期相比下
10.0%；CO第 95百分位数浓度
为 1.1毫克每立方米，与去年同
期相比下降 15.4%。我市大气环
境综合指数（3.71）比去年同期
下降 8.2%。

近日，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林伟强
主持召开全体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省委十
二届四次全会精神，传达学习市委十四届四
次全会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
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
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把全体干部职工的思
想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

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紧扣重点，
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谋划今后一段时期商务
工作，以新担当新作为破解难题，补齐短板，
奋力开创商务工作新局面，重点抓好八方面
工作：一是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二
是深化“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三是推动外经
贸转型升级；四是提升国际化双向投资水
平；五是深化自贸区政策复制推广对接；六
是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七是持续改进工作
作风；八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本报记者 徐世球 通讯员 唐勇义

近日，市工商局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
达中共中山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
会议精神，该局机关全体处级干部、科级领
导干部等共35人参加会议。

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江梅向与会
人员传达了市委十四届四次全会胜利召开
的情况和市委书记陈旭东代表市委常委会
作讲话的主要精神，要求全局上下迅速行动
起来，认真学习贯彻市委十四届四次全会精
神，把全面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和提升开办企
业便利度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勇
于担当，充分发挥工商部门在营商环境建设
中的排头兵作用；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全市
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5个工作日内，为增创
中山营商环境新优势贡献“中山工商人”的
智慧和力量，为奋力实现省委赋予中山的

“三个定位”，为全省“四个走在全国前列”作
出“中山工商人”应有贡献。

本报记者 徐世球 通讯员 龚商

2018年度中山市科技
项目第二批结题名单公布

20个市级科技
项目通过验收

本报讯（记者 谭华健）记者9日从市科
技局获悉，近日，该局对咀香园健康食品（中
山）有限公司等单位承担的 21个市级科技
项目进行了专家结题评审，并公布了 2018
年度中山市科技项目第二批结题名单。

根据专家评审结题意见等，最终确定
咀香园健康食品（中山）有限公司的“焙烤
型功能性蚕桑食品基料制备关键技术研究
及产业化应用”、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的“滑行类游乐设备的创新
设计”等20个市级科技项目通过验收，同意
中山市水润农业有限公司的“安全优质无
公害‘水润猪’的高效养殖与产业化”等1个
市级科技项目终止结题。

云南绥江李子
书展期间有售

绥江籍务工者凭身份证可
免费领取一盒

本报讯（记者 李玮玮）云南绥江“半边
红”李子因果实向阳面呈紫红色、背面呈翠
绿色而得名。记者从中山驻绥江县东西部
扶贫协作工作组了解到，7月 13日，“半边
红”李子将在中山书展期间上市销售，同
时，云南绥江籍中山务工者可以凭身份证
来书展现场免费领取一盒来自家乡的李
子，品尝家乡熟悉的味道。

在中山驻绥江县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
组、东区扶贫办的牵线搭桥下，促成中山食
源食品有限公司在中山销售绥江乃至昭通
的特色农产品，通过优势互补、长期合作、
精准帮扶，助力绥江全面打嬴脱贫攻坚战。
据工作组介绍，这种李子个大肉厚清脆，吃
起来酸甜交融，是绥江的知名特产，销往
滇、川、渝及东南亚国家。

”半边红“李子将于7月13日至17日在
书展期间销售。为让在中山的绥江籍务工
者品尝到家乡的味道，云南绥江籍务工者
可凭绥江身份证到书展销售摊点免费领取
一盒“半边红”李子。同时，为了更好服务在
中山务工的绥江务工者们，绥江在中山东
区人社局设立了绥江驻中山劳务服务工作
站，绥江籍务工者如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
困难，可直接联系服务工作站。

本报讯（记者 何淼 通讯
员 陈雪梅）7月 9日，位于沙溪
镇的南外环延长线（横四线）凤
凰山大桥工地，工人们正在进行
预制箱梁的安装。据横四线项目
负责人表示，按目前施工进度，
凤凰山大桥将于 8月完成主体
结构。另外，南外环延长线第三
合同段，即横栏快线有望今年年
底建成通车。

■沙溪互通立交连通
两镇

南外环延长线是连接我市
西部的重要通道，项目总长
11.339公里，起于沙溪镇充美村
南外环与 105国道交叉点以西
250米处，与南外环顺接，终点在
模栏镇天宝围，与古神公路平
交。“项目第一合同段自开工至
今年6月，累计完成产值9928万
元，占合同金额的48%。”据横四
线项目负责人王于介绍，项目第
一合同段的重点工程包括凤凰
山大桥、长腰大桥、大同高架桥
3座大桥以及沙溪互通立交。目
前长腰大桥已完工，凤凰山大
桥、沙溪互通立交等正在进行施
工。

“长约 175米的凤凰山大桥
目前正在进行预制箱梁的安装，
后续工作还包括桥面系统施工
等，预计 8月可完成主体结构。”
王于介绍说，沙溪互通立交位于
长腰大桥与凤凰山大桥之间，是
整个项目两个互通立交之一，共
由 5座桥梁组成，现有两座已完
工，3座在施工中。

“沙溪互通立交的位置非常
关键，正在建设中的凤凰路在这
里与南外环延长线相交，康乐南
路、工业大道等主干道的车辆未
来也将通过匝道在这里交会，快
速到达广珠西线沙溪出入口。”
王于告诉记者，沙溪互通立交建
成，将极大方便大涌、沙溪两镇
居民出行，可带动周边片区经济
发展。

■横栏快线有望年底
通车

“项目第二合同段目前已完
成合同金额的 47.1%，第三合同
段的进度较快，现已完成合同金
额的98.32%。”王于表示，第三合
同段长约4.02公里，现已命名为
横栏快线，起点位于沙溪镇岗背
村，终点位于古神公路。目前，横

栏快线的路基已基本完工，路面
正在施工，预计今年年底能建成
通车。

记者采访了解到，横栏快

线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双向
6 车道，两侧各有两条车道的
辅道。建成后，从横栏镇镇中
心去古神公路只有 1公里的车

程，有利于疏导横栏镇内的过
境交通，有效缓解交通压力，
惠及古镇、横栏、沙溪、大涌等
镇区居民。

南外环延长线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7月5日，华灯初上，在
工厂林立的三角镇高平村，
人们早早吃过晚饭，兴高采
烈地来到了村中心的广场。
这里将举行一年一度的高平
村文化体育节。“我们村从
2015年开始，每年都举行为
期4个月的文化体育节。通
过举办文化体育节，倡导健
康的生活方式，加快村中各
项事业的振兴。”高平村党支
部副书记梁耀全在文化体育
节开幕式上，夹杂着音乐声，
兴奋地告诉记者。

■每年都有新创
举，群众皆有新欢喜

在文化体育节的开幕
式上，人们边看着舞台上的
表演，边用带有广东话、四
川话、客家话、福建话等五
花八门的家乡味普通话在
交流着……其情其景，甚为
融洽。

三角镇高平村由原高
平村、新洋村、新团结村（原
属阜沙镇）、新二村（原黄圃
镇）三镇四村合并而成，户
籍人口1万多人。随着二、三
产业的蓬勃发展，吸引了外
来务工人员约 3.6 万人。高
平村也由原来只依靠传统
的农业发展的水乡，转变为
以工业为基础、商业配套，
特色休闲农业逐步兴旺的
新型现代社区。

但由于历史文化、社会
风俗、管理体制的差异，各类
历史矛盾相对突出，给村社
会管理工作带来了挑战。“能
变成现今这样和谐，文化体
育节的举办是其中的一大功
劳。”梁耀全介绍，高平村每

年的文化体育节都紧扣党委
政府的中心工作，密切联系
时政，既有传统节目，也有创
新节目，吸引了广大群众和
外来务工者。今年，他们村就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环境治
理，以“河长制”工作落实为
契机，文化体育节就增加了

“中山大田”碧水蓝天志愿巡
河活动。

“通过各项文化体育活
动的开展，活跃了本地群众
的文化体育氛围，拉近了外
来人员的文化差异，消除彼
此的隔阂，促进我们新老中
山人的交流和融合。”正在
观看演出的新中山人蓝先
生告诉记者。

■文化素质、文明
程度在活动中得到提高

高平村的文化体育节，

倡导的不仅是比赛，更主要
的是让群众养成一种积极
向上的良好心态。

每天傍晚，广场上都会
看到热闹的广场舞。现今，
广场舞队伍已从 2012年的
单一“大妈舞者”发展为老、
中、青、男女都有的庞大队
伍。汉哥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原本经常参加打牌赌博，
还输掉了家里不少钱。高平
村广场队成立以后，汉哥被
人拉了过来，看到后觉得好
玩，也参加进去学跳广场
舞。这一跳就一发不可收
拾，喜欢上了这种健康的活
动，不再去参加赌博了，群
众也非常喜欢看他跳舞，都
称他为“舞王”。

高平村文化体育节，也
促进青少年艺术培养。高平
小学的“咸水歌”获得全市

“咸水歌”比赛一等奖，高平
小学还成为镇“跆拳道”、

“篮球”的特色学校。
高平村文化体育节还

促进了企业与本地村民和
谐。通过文化体育节，为企
业与群众的沟通搭建了平
台，企业出资支持活动开
展，群众和企业员工一起参
与活动，拉近了彼此之间的
距离。企业家刘建华还和以
前参加过群体性事件的篮
球运动员成为好朋友，经常
拉他们一起出去代表企业
打比赛。

“文体活动，不是解决
所有问题的万金油，但却是
舒经活络、促进沟通、加强
友谊的润滑油。”梁耀全乐
呵呵地说。

本报记者 柯颂
通讯员 梁培芳

为进一步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根据
《政协中山市委员会全体会议及常务委员会
会议公民旁听办法》的有关规定，现邀请公
民旁听政协中山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议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上午
10:15举行，地点在市政协 11楼会议室，邀请
公民旁听名额6名。

二、本次会议邀请公民旁听的议程主要
包括：

（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二）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精
神、市委十四届四次会议精神;

（三）围绕推进“旧楼加装电梯”专题协
商议政。

三、凡年满 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本市公民，或持有有效的中山市居住
证且在本市工作的公民，可从“中山政协网”
下载并填写申请表，然后持本人身份证或居
住证，于 2018年 7月 13日前（工作日上午 8:
30—12:00、下午2:30—5:00）到市政协机关一
楼值班室（兴中道 1号）报名。申请旁听报名
时需交本人近期正面半身免冠小 1寸彩照 3
张及身份证或居住证复印件1张。

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可
依照《政协中山市委员会全体会议及常务委
员会会议公民旁听办法》推荐公民旁听。

四、旁听人员由市政协办公室根据议题
及报名情况确定并通知其旁听。

咨询电话：0760-88221939
政协中山市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7月9日

5日晚，三角镇高平村举办文化体育节，为群众送上一场丰富的文化体育盛宴。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南外环延长线凤凰山大桥预计下月完成主体结构

横栏快线有望年底建成通车

6月中山空气质量排名全国第九
已连续三个月跻身全国前十，上半年空气质量达标率为89%

三角镇高平村开展丰富多彩文体活动

文体助力乡村振兴
共绘和谐美丽画卷

我市各部门传达
学习市委十四届
四次全会精神

市商务局

市工商局

政协中山市第十二届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旁听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