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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江泽丰 通讯
员 刘洪希）7月 9日下午，市文
明办、公安交警支队、教体局等
部门在东区朗晴小学召开“警家
校”护安护畅模式现场推进会。
记者从会上得知，7月底之前，
城区范围内所有符合条件的小
学将全部实施“警家校”护安护
畅模式，到今年年底前，全市各

镇区中心区域内所有符合条件
的小学也都要达成这个模式。

据介绍，“警家校”护安护畅
模式是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落实城市道路交通文明畅
通提升行动计划，确保学生上学
最后 100米平安畅通的一项重
要举措。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按照省
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教育厅的
工作部署和要求，今年初，市文
明办、市公安局、市教体局以及
市志愿者协会联合制定《中山市
开展“警家校”护安护畅志愿服
务工作方案》和工作指引，并选
取石岐中心小学、朗晴小学、西
区小学、石岐第一小学、杨仙逸

小学、良都小学共 6所试点开展
“警家校”护安护畅模式。通过该
模式，文明办、志愿者协会积极
发动家长志愿者参加护安护畅
队伍，教育部门负责指导学校完
善护安护畅队伍管理，交警部门
主动完善了校园周边交通设施，
规范标志标线和配齐反光锥、隔
离带的设置，并组织警员协助相

关学校指挥疏导交通。
经过四个部门及相关学校

近半年时间的共同努力，6 所
“警家校”试点学校周边交通秩
序明显改善，上下学时段交通拥
堵得到有效缓解，学生、家长的
交通安全、文明意识也有了明显
提升，实现了校园周边零事故目
标。

主持30项科研项目
成功申请20多个专利

电子科大中山学院一党支部
获评省“三型”党支部

本报讯（记者 唐益 通讯员 曾荔枝）6
日，省教育工委通报表彰全省教育系统党建
工作先进集体及个人，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
院电子信息学院专任教师党支部榜上有名，
获评省“三型”党支部称号。

据介绍，电子信息学院党员教师积极组
建或参与组建起多个创新研究团队，主持了
国家级和省、市级科研项目 30项，教研项目
16项；在SCI、EI和核心刊物发表高水平科研
论文和教研论文近50篇；成功申请专利20多
个；获得各类奖项共26项。

市青少年宫2018年暑期兴
趣班昨开班

部分公益课程
仍可报读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 黎旭升 通讯员 黄
旺 ）7月9日上午，市青少年宫人声鼎沸，2018
年暑期兴趣班正式开班，数千名中山少年儿童
结束了紧张的校园学习生活后，背着书包来到
市青少年宫，开始了暑期的课外学习生活。

据悉，本期班设置专业近 60 个，设近
8000个学位。今年暑期兴趣班继续推出公益
项目，特设 300个免费学位满足我市困难家
庭子女和外来务工子弟的学习需要。困难家
庭子女可凭有效低保证明和户口本，而贫困
外来务工子弟则可经本人申请和就读学校
推荐，免费报读喜爱的集训课程。据悉，目前
兴趣班、公益课程及拓展营尚余少量学位可
供青少年在开班后报读。

本报讯（记者 江泽丰）7月
9日上午，2018年中山市青少年
校园足球夏令营“校园足球协
会杯”比赛在中山市实验中学
落下帷幕。经过为期6天的激烈
角逐，最终获得男子小学甲组
冠军的是三乡载德小学，男子
小学乙组冠军被民众浪网小学
夺得，女子组冠军是小榄镇西
区小学。

记者了解到，本次比赛从 7
月 4日开赛，共有 45支队伍参
加，其中男子小学甲组16支，男
子小学乙组 22支，还有女子组
足球队 7支。本次比赛，也是首
次有女子足球队参加“校园足

球协会杯”的比赛。
本次比赛得到了中国电信

中山分公司、中山市古威域斯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支持。中
国电信中山分公司教育客户中
心总经理刘东明介绍，除了支
持本次夏令营活动外，还为足
球小将赠送电子阅读卡和绿色
上网卡。古威域斯负责人苏小
刚介绍，公司向全体参加比赛
的队员送了一套运动服，未来
还将向孩子们送上合适训练比
赛的足球鞋，让他们坚持走足
球之路。

据介绍，本次青少年校园
足球夏令营包括3个内容，分别

是教练员培训、裁判员培训和
足球竞赛，旨在进一步培育中
山市校园足球氛围，完善竞赛
体系，扎实推动校园足球工作
深入开展。目前，夏令营各项任
务均已圆满完成。

最终，获得男子小学甲组
前三名的队伍依次是三乡载德
小学、三乡光后小学和东区朗
晴小学。获得男子小学乙组前
三名的队伍依次是民众浪网小
学、火炬开发区中心小学和坦
洲镇七村小学。获得女子组前
三名的队伍依次是小榄镇西区
小学、古镇镇古三小学和三乡
镇白石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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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6月9日投诉（受理号：
D4400002018000388）“中山市板芙
镇芙中路51号银华花园业主反映对
面有森垃堡家具有限公司、中山台
粉涂料有限公司排油漆味、臭味，影
响小区业主的生活，投诉五年，但没
有解决，认为环保部门在包庇该企
业。”

投诉人说这一个星期闻到臭味越来
越严重了，还没有看到处理结果。
并且投诉人之前已经向板芙镇环保
局投诉了该情况一年多，现在板芙
镇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对投诉人说这
两间厂没有污染，叫投诉人不要再
投诉了。投诉人对本次督察整改不
满意，再次投诉。

1.之前有人打督察组电话投诉誉港
湾小区附近的垃圾中转站，有相关
部门到场调查，但只是将誉港湾小
区附近的垃圾中转站运到大环垃圾
中转站堆放，散发恶臭气扰民。曾
向中山火炬开发区的住建部门投
诉，回复称垃圾不会再增加。该垃
圾中转站不但增加垃圾，而且还在
扩建，附近有居民区、幼儿园、小学，
根本不适合建垃圾中转站，希望拆
除该垃圾中转站。
2.住建部门明确规定是不能挖山建
房的，但君华新城开发商将华陀山
砍了一半山建房。

森拉堡家具厂肆无忌惮排放废气，
板芙镇环保局包庇该厂的排放行
为。板芙镇环保局对该企业做监测
时，是在该厂停产的情况下监测的，
最后监测结果是合格的。正常生产
排放废气时，群众投诉多次，环保局
人员都不会来。6月9日有群众将
该厂投诉到督察组，该厂停产一周，
之后就报复性排放废气，臭味更大。

1.中山市横栏镇茂辉工业区(贴边〉
乐丰三路16号的中山市横栏镇溢晟
装饰材料厂，没有环评,没有任何环
境保护处理，废水、废气直排，固废、
危废直接给市政生活环卫处理；2.
中山市华溢众志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永兴工业区永兴工
业二路5号)，中山市晶彩琦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中山市横栏镇永兴工
业顺兴北路76号），合志透光石厂
(东岸南路与环镇南路交又口)，中
山市汇祥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富兴
二路,多宝城背后〉上述这些企业是
没有环评的化工厂,工业废料大多
都是给市政垃圾车回收。

恒信花园B区旁边有个客运汽车站，
直线距离才几米，早上6点开始有噪
声，大巴汽车噪声，鸣笛噪声，还有
汽车尾气粉尘污染。以前不是在这
个位置，在商场里面的，多次投诉没
效果，致电问环保局有没有环评，环
保局称居民没有资格查询。离居民
区那么近，搬过来这几年，附近居民
苦不堪言，无法休息，投诉无门。

中山市东区沙岗食街的江苏小馆
（朗晴假日小区2期和3期交界的马
路边）没有厨房，炒锅和炉头直接放
在商铺门口烹饪，没有油烟设备，油
烟滚滚，也做宵夜，深夜噪声大，投
诉了一年了都没有处理。

投诉中山市古镇横琴桥往海洲加油
站方向500米传弘照明隔壁一电镀
厂排放浓烈的化工味废气扰民，废
水直排入厂后面的河。

行政区域

板芙镇

火炬开发区

板芙镇

横栏镇

东区

东区

古镇镇

污染类型

大气

其他污染,
大气,土壤

大气

水,大气,
土壤

大气,噪音

大气

大气，水

调查核实情况

经核查，广东森拉堡家具有限公司（下称“森拉堡公司”）主要从事生产家具和木器制品，中山台粉化学涂料有限公司（下称“台粉
公司”）主要从事生产粉体涂料和喷涂五金件；两公司项目位置选址先于银华花园建立，均已办理环保手续。

1.此转办件与第4批转办的D90号件、第5批转办的D94、D95号件均指向同一问题。板芙镇环保分局自2018年6月9日接到第4
批D90号转办件后，多次对森拉堡公司和台粉公司进行突击检查，两公司均正常生产，污染治理设施均正常运行。6月11日检测机构
对两公司排放的废气及银华花园周边的空气进行监测，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森拉堡公司废气超标排放，台粉公司废气达标排放，银
华花园周边空气中的各项污染物均符合标准。6月15日，环境执法人员根据检测结果，对森拉堡公司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
大气污染物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查封了涉超标排放的产污设备。

2.2018年6月19日、20日、28日，板芙镇环保部门对森拉堡公司进行后督察，现场森拉堡公司部分生产，被查封扣押的超标排放
口涉及的产污设备处于查封状态，其它废气污染防治设施和粉尘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喷漆车间密闭，喷漆废气经过污染防治设
施后通过排放口排放。环境执法人员再次委托检测机构对森拉堡公司和台粉公司排放的废气及银华花园周边的空气质量进行监
测，检测结果未出具，环境执法人员将视检测结果依法处理。

3.2018年6月29日晚上和6月30日上午，板芙镇环保分局走访银华花园住户，调查在6月15日板芙环保分局对森拉堡公司立案
处罚、查封扣押后是否还存在油漆味、臭味的现象，共调查走访了住户与物业人员15名，被访者均反映无出现臭味越来越严重的现
象。

4.2017年以来，银华花园个别业主向板芙镇环保分局多次投诉森拉堡公司、台粉公司异味扰民问题，每次接到投诉后，均按信访
规定到现场进行调处，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并多次委托监测机构进行现场废气采样监测，组织银华花园业主、物业公司代表召开座谈
会解释调处情况，听取意见。同时，信访系统也将调查情况通过短信或网上回复形式及时告知信访人。

经核查:
1.投诉反映的大环垃圾中转站位于火炬区环茂一路27号，由惠州市宏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站内日常管理工作。经调查，

该站环保手续不全，涉嫌“未验先投”环境违法行为。火炬区誉港湾垃圾中转站清理关闭，火炬区改为就近暂存等待进入市级垃圾基
地处理。由于该站收集范围内的生活垃圾产生量占火炬区每日总产生量的50%以上，且市级垃圾处理基地处理量有限，大环垃圾中
转站收集的生活垃圾未能做到日产日清，产生臭味影响周边群众。火炬区已监督环卫公司建立管理制度和应急处置制度，并于大环
垃圾中转站场公示。

2.信访人反映的山体实为位于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大环村和义学村的一片山体，其中分为华佗山公园和建设区。信访人反映的
建房地块不属华佗山公园范围内，按规划属于二类居住用地。中山市君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公开出让程序取得该地块（不动产
权证证号为：粤(2017)中山市不动产权第0233472号）并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该用地批准建设5栋建筑物。 据核查，该司
已就该地块办理了土地平整手续，批复号为：中土函〔2018〕335号。

经核查，广东森拉堡家具有限公司（下称“森拉堡公司”）主要从事生产家具和木器制品，中山台粉化学涂料有限公司（下称“台粉公
司”）主要从事生产粉体涂料和喷涂五金件；两公司项目位置选址先于银华花园建立，均已办理环保手续。

1.此转办件与第4批转办的D90号件、第5批转办的D94、D95号件均指向同一问题。板芙镇环保分局自2018年6月9日接到第4
批D90号转办件后，多次对森拉堡公司和台粉公司进行突击检查，两公司均正常生产，污染治理设施均正常运行。6月11日检测机构
对两公司排放的废气及银华花园周边的空气进行监测，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森拉堡公司废气超标排放，台粉公司废气达标排放，银
华花园周边空气中的各项污染物均符合标准。6月15日，环境执法人员根据检测结果，对森拉堡公司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
大气污染物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查封了涉超标排放的产污设备。

2.2018年6月19日、20日、28日，板芙镇环保部门对森拉堡公司进行后督察，现场森拉堡公司部分生产，被查封扣押的超标排放
口涉及的产污设备处于查封状态，其它废气污染防治设施和粉尘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喷漆车间密闭，喷漆废气经过污染防治设
施后通过排放口排放。环境执法人员再次委托检测机构对森拉堡公司和台粉公司排放的废气及银华花园周边的空气质量进行监
测，检测结果未出具，环境执法人员将视检测结果依法处理。

3.2018年6月29日晚上和6月30日上午，板芙镇环保分局走访银华花园住户，调查在6月15日板芙环保分局对森拉堡公司立案
处罚、查封扣押后是否还存在油漆味、臭味的现象，共调查走访了住户与物业人员15名，被访者均反映无出现臭味越来越严重的现
象。

4.2017年以来，银华花园个别业主向板芙镇环保分局多次投诉森拉堡公司、台粉公司异味扰民问题，每次接到投诉后，均按信访
规定到现场进行调处，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并多次委托监测机构进行现场废气采样监测，组织银华花园业主、物业公司代表召开座谈
会解释调处情况，听取意见。同时，信访系统也将调查情况通过短信或网上回复形式及时告知信访人。

经查，投诉反映的分别是中山市横栏镇溢晟装饰材料厂、中山市晶彩琦装饰建材有限公司、中山市汇祥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和中山市
华溢众志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合志透光石厂属于古镇）。4家企业均从事装饰材料加工生产项目，配套有开料、切割、打磨
等工序。4家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废色浆桶、不饱和树脂桶等危险废物及一般工业废物，现场检查期间未见交由市政环卫拉运处理
现象。其中，检查时中山市华溢众志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环保手续齐全，并出示了危险废物转移处理的合同和转移记录，未发现明显
环境违法行为。

案件正在办理尚未反馈。
1、针对投诉人反映的“恒信花园B区旁边有个客运汽车站，直线距离才几米，早上6点开始有噪声，大巴汽车噪声，鸣笛噪声，还有

汽车尾气粉尘污染”的情况，7月6日下午，东区联合整治小组到信访人反映的客运汽车站进行执法检查。经调查，信访人反映的客
运汽车站实际上是益华汽车客运配客中心有限公司，其与车辆的所属单位以合作模式运作，并由该公司对进站车辆及驾驶员进行日
常监督管理。东区交通及交警部门执法人员现场对进站车辆进行检查，车辆均有年审。

2、针对投诉人反映的“客运站以前不是在这个位置，在商场里面的，多次投诉没效果”的情况，经核查，由于客运站场面积小，停车
位有限，益华汽车客运配客中心有限公司已在2010年12月23日向市交通运输局申请搬迁，2011年4月18日通过市交通运输局同
意审批后进行搬迁，相关手续齐全。

3、针对投诉人反映的“致电问环保局有没有环评，环保局称居民没有资格查询”的情况，经核查，由于益华汽车客运配客中心有限
公司属配客中心，未列入2018年由国家生态环境部新修订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管理范围，因此无办理环评
手续的硬性要求。

7月6日晚8点半，东区环保、工商、食药监、城管执法、公安等部门执法人员及社区工作人员到信访人反映的江苏小馆进行执法检
查。经调查，信访人反映的江苏小馆实际名称为中山市东区黑妹餐饮店。现场检查发现，该餐饮店设有厨房，厨房设备有1个双头
炒炉、1个双头燃气炉、2个单头炉，油烟经过普通集气烟罩收集后外排，未发现存在炒锅和炉头外室占道加工的情况，另外检查发现
该餐饮店未按要求办理网上餐饮备案登记。

7月9日上午，古镇镇环保分局对投诉反映的“中山市古镇横琴桥往海洲加油站方向500米传弘照明隔壁一电镀厂”进行检查，该公司
位于中山市古镇东岸北路349号，名为中山市兆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灯饰装配，生产过程不涉及产污工序，但检查该公司
环保手续发现其未依法对建设项目登记表进行备案，同时古镇环保分局对周边企业进行检查，并没有发现信访人反映“电镀厂排放
浓烈的化工废气扰民，废水直排入后面的河”的问题。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不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板芙镇环保分局将进一步加强对森拉堡公
司和台粉公司的监管工作，要求在生产过程
中必须确保废气、废水处理设施正常有效运
行并达标排放。板芙镇环保分局将继续跟进
森拉堡公司的行政处罚工作，落实该厂的整
改进度。同时根据检测结果，依法处理。

1.火炬区环保分局对大环垃圾中转站
涉嫌“未验先投”环境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并
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监督宏
禄公司做好垃圾中转站的管理和环境防护，
降低对周边的影响。

2.按照全市工作部署,研究配备生活垃
圾分散式处理设施的可行性,争取自行处理
一部分日常生活垃圾。

3.加快推进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措施，从
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降低处理压力。

4.监督土地开发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批复许可进行土地开发利用,严厉打
击土地违法行为。

板芙镇环保分局将进一步加强对森拉堡公司
和台粉公司的监管工作，要求在生产过程中
必须确保废气、废水处理设施正常有效运行
并达标排放。板芙镇环保分局将继续跟进森
拉堡公司的行政处罚工作，落实该厂的整改
进度。同时根据检测结果，依法处理。

中山市横栏镇溢晟装饰材料厂、中山市晶彩
琦装饰建材有限公司、中山市汇祥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违法行为，环
境执法人员依法对上述三家厂企进行立案调
查。

针对该汽车客运站存在的问题，东区交通部
门已发出整改通知书，要求其加强对车辆的
管理，落实交警部门的城区禁鸣措施，进一步
提高进站车辆驾驶员的宣传教育，强化驾驶
员的交通文明意识，并及时对进站车辆的尾
气排放进行检测，落实对车辆的维护管理工
作。配客中心负责人也承诺近期会与车辆的
所属单位共同制定相关惩罚机制，严格落实
相关整改要求。

针对该餐饮店未有按要求办理网上餐饮备案
登记的问题，东区环保部门已对该餐饮店调
查取证，拟进行立案处罚，并要求该餐饮店对
其厨房油烟治理设施进行整改。

针对中山市兆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未按要求
办理网上登记备案的问题，古镇镇环保分局
对其发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并对当
事人进行立案调查处理。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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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投诉中山市古镇横琴桥往海洲加油站方向500米传弘照明隔壁一电镀厂排放浓烈的化工味废气扰民，废水
直排入厂后面的河。

投诉中山市石岐区湖滨中路由高雅酒店向北方向一路的多家饮食店违规排放油烟，油烟直排。包括有：1.
瑜记食堂，2.中荣食美，3.赣之湘相桶饭，4.陶圩第食府，5.洪记面家，6.吃之货家，7.丰顺相饭，8潮味汤
粉王。

行政区域

古镇镇

石歧

污染类型

大气,水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办理中

办理中

是否属实

——

——

处理和整改情况

——

——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制表：陈思理

全市各镇区中心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小学年内将实施“警家校”模式

确保学生上学最后100米平安畅通

2018年中山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圆满闭营

3个组别桂冠名花有主

女子足球队首次参加“校园足球协会杯”比赛。 本报记者 江泽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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