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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延续前两年的成
功经验，第十届中山书展的重要
内容——“市民选书，政府买单”
活动已于7月1日启动。据介绍，
该活动将持续推进，直至 200万
项目经费用完为止。今年，市图
书馆携手博雅书店、新华书店、
求索书苑、小榄购书中心和万有
引力书店这 5家指定合作书店
承接此次活动，市民可在任一指
定合作书店参与活动，挑选图
书。

具体来看，活动期间，持有
中山纪念图书馆或各镇（区）图
书馆有效读者证的市民，可到任
一指定合作书店挑选图书，按相
关借阅规则现场办理图书借出
手续。在此过程中，市民不需要
支付所借图书的款项，书款由中
山纪念图书馆与各指定合作书
店结算。市民阅读完毕后，可将
所借图书归还至中山纪念图书
馆或各镇（区）图书馆。据透露，
此举既满足了市民对图书的个
性化需求，又缩短了新书与市民
的见面时间，有助于在全市范围
内营造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文
化氛围。

值得提醒的是，如没有有效
读者证，市民还可到中山纪念图
书馆或各镇（区）图书馆申办借

阅证。此外，支付宝芝麻信用满
550积分的市民可直接用智能手
机申请免押金读者证。至于市民
普遍关注的选书规则，则包括

“所选图书须是2017年1月以后
国内正式出版机构出版的纸质
中文图书”“所选图书须通过系
统审核，每 30天内每张读者证
选书不超过20册”等。

文化惠民的个性化渠道不

断拓宽，全民阅读的参与积极性
持续提高，已经成为中山书展的
一大特色。记者昨日还从中山书
展组委会了解到，为丰富中山书
展的品牌内涵，组委会方面同样
在稳中求变。譬如，本届中山书
展新增了中华传统碑帖拓片、百
年无废纸等主题展位。

记者了解到，中华传统碑帖
拓片展位推出的碑帖展览，为中

山首次举行的碑帖大展，届时将
展出书法名碑、丛帖、墓志、青铜
器形拓、造像拓等一众实物拓片
（非印刷品），多角度展示拓片之
美。该展位将以 13米高的铁山
摩崖拓片为主中心，以 5米高的
造像碑拓为副中心，力图呈现出
磅礴的人文艺术之美。

百年无废纸展位，同样是为
中山退休老人孙永锋“量身定

做”的人文艺术平台。这位老人
热衷收藏古书，涉及清朝、民国
到上世纪 90年代的书籍，他收
藏了近 2万册，涵盖历史、文学、
军事、名家书法、雕刻建筑美术
等内容。在本届书展中，孙永锋
老人将向公众展示他珍藏的古
籍，并现场演示修复古籍的技
术，感兴趣的市民可别错过。

本报记者 周振捷

自由职业者
可申报职称

2018年度职称评审工
作即将启动

本报讯（记者 何淼 通讯员 李思宇）一
年一度的职称评审工作即将启动。7月11日，
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根据省人社厅的相关
文件规定，今年职称评审将有一系列的新变
化，例如：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首次纳入
申报职称的范围，申请条件、材料要求以及
学历要求进一步放宽等。

根据市人社局发布的《关于开展2018年
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对于职称评审的时间要求，机械、电
子、化工等 19个由我市组织评审的专业，其
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受理时间为 8月 1日
至 8月 31日；建筑专业高级资格材料的受理
时间为 7月 23日至 8月 15日；其他需委托省
评审系列专业、级别(不包括高级会计师)的
高、中、初级资格材料的受理时间为8月15日
至 9月 15日；中小学教师系列职称申报及受
理时间以市教育和体育局评审通知为准。

“自由职业者可以申报职称，将是今年
职称评审最大的亮点。”市人社局专业技术
人员管理科科长霍念元表示，《通知》要求，
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申报材料由我市各
申报点受理后，按规定程序报送职称评审委
员会。

值得注意的，根据《通知》，今年职称评
审的学历要求也进一步放宽。例如：针对学
历、资历条件新增一项规定，预备技师（技
师）班毕业生与本科学历人员同等对待。

“按规定，今年职称评审将推行电子职
称证书，往年的纸质职称证书将成为历史。”
霍念元表示，我市2018年度评审取得职称的
人员，通过信息系统制作电子职称证书，不
再发放纸质证书。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需要
的纸质证书的专业技术人才，可登录《广东
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自行下载打
印本人纸质证书。

昨日早上，记者跟随中山调
查队工作人员来到博爱社区一
栋居民楼 4楼，这是 70岁的杨伯
家。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刘杰欣
是该社区劳动力调查的调查员，
她身上挂着调查证，敲响了杨伯
的家。说明来意后，刘杰欣拿出
一个手持电子终端机（PDA），对
照着调查表上的问题开始调查。

问题涵盖了年龄、性别、居
住地、受教育程度等基本情况，
以及就业方面有关的问题，如在
调查时点前一周有无工作、已连
续未上班多久、是否想找工作
等。杨伯和配偶易阿姨退休多
年，安享晚年生活。“调查以抽中
调查样本的所有住户成员为调
查对象，对一些上班族，我们一
般约晚上或周末来。”刘杰欣告

诉我们，有一些住户比较警觉，
“我们要表明身份，多次劝说，表
示不会泄露隐私来争取对方的
信任。”调查有一些原则必须遵
守，包括必须到规定的住户开展
调查；必须现场采集数据；必须
独立上报调查数据；必须按制度
纠错；必须保护调查对象隐私。

国家统计局中山调查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很长一段时间以
来，国内公布的失业率是劳动人
事部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登记
对象仅仅是户口在城镇的劳动
力，而且需由失业人员到劳动人
事部门登记汇总（但不一定都去
登记）。而调查失业率覆盖的不
仅是户口在城镇且常住城镇的
劳动力，还包括户口不在城镇但
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劳动力，

数据由调查员入户调查所得，更
能代表真实的就业失业情况，更
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也更能
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参考。

据悉，中山于 2015年 7月开
始实施劳动力调查，每月调查
150 户，涉及 11 个镇区 15 个村
居，入户名单由国家统计局抽
选，每月轮换入户对象的一半。
不过该样本只对国家有代表性，
对中山不具有代表性。

据介绍，做好劳动力调查是
党的十九大对就业统计提出的
新要求，目的是及时、准确反映
我国城乡劳动力资源、就业和失
业人口的总量、结构和分布情
况，为政府准确判断就业形势，
制定和调整就业政策、改善宏观
调控，加强就业服务提供依据。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首次将
城镇调查失业率作为发展预期
目标，“2018年我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 5.5%以内”。根据国家今年
公布的数据，今年 1至 5月的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是 5.0%、
5.0%、5.1%、4.9%、4.8%。今后，调
查失业率每月定期发布，这对监
测宏观经济运行和反映就业失
业状况具有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李玮玮
通讯员 国中调

全市水路交通专项
执法行动启动

重点打击
五类违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 何淼 通讯员 王毅成）7月
11日，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局
（以下简称“市交通执法局”）获悉，为加强对我
市航道、港口、水运领域的执法监管，该局整合
全市交通执法力量，开展全市水路交通专项执
法行动。据悉，目前专项执法行动已启动，将持
续至8月上旬，重点打击五类违法行为。

据介绍，重点打击的五类违法行为具体
包括：内河船舶未经许可擅自经营或者超越
许可范围从事海上运输；船舶非法向港区、
航道倾倒建筑废弃物、工程淤泥；从事建筑
废弃物、生活垃圾装卸的非法码头；普通货
物集装箱瞒报、夹带危险货物；与航道有关
的工程违反航道通航影响评价有关规定，造
成航道通航条件严重下降的。

“从7月初开始，我局加大了对我市西北
部地区水路交通的交通专项整治力度。”市
交通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通过整合
民众和黄圃交通分局的执法力量，加大对洪
奇沥水道和鸡鸦水道的整治力度。另外，重
点加大对港口码头装卸作业和运输船舶的
渣土来源的执法检查力度，预防和减少有毒
有害的劣质渣土等固体废弃物流入我市相
关吹填工程。

据统计，自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市交通
执法局已查处3家涉嫌未依法取得港口经营
许可证，从事港口经营的违法行为的企业。
市交通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将继续
整合执法力量，从严查处水路各类违法行
为，确保我市水路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工作高
效开展。

第十届中山书展明天开幕

稳中求变激发全民阅读热情
明天，主题为“十

年相约·悦读越美”的
2018 南国书香节中
山分会场暨第十届中
山书展，将在中山博
览中心拉开帷幕。一
连五天，中山将步入
书香盈城的节奏。

失业率调查数据是怎么来的？
本报记者昨跟随调查员入户体验月度劳动力调查数据采集过程

7 月 11 日，国家统计局中山
调查队调查员来到博爱社区的杨
伯夫妇家，对照着调查表上的有
关问题进行了调查。

专家表示，城镇调查失业率
的人口数据来自于劳动力调查，
主要参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失业标
准定义失业人口，统计范围按照
常住人口来计算，既包括城镇本
地人，也包括外来的常住人口。采
用国际化标准进行统计，可以用
于国家间进行相互比较，方便与
国际进行对标。城镇调查失业率
如何进行统计？专家表示，在进行
统计时采用抽样调查方法，通过
向调查对象（抽中的家庭成员）询
问一系列问题，从而综合判断某
个家庭成员目前是否处于失业状
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计算。

本报记者 夏升权 摄

7月11日，第十届中山书展正在紧锣密鼓的布展中。 本报记者 黎旭升 摄

从2018年4月起，我国首次正式公开发布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这标志着我国劳动力调查制度经过十几年的探
索从幕后走向前台，将发挥经济社会发展“晴雨表”、“温度
计”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调查失
业率是通过劳动力调查计算出来的，昨日，国家统计局中山
调查队邀请媒体记者一起入户见证月度劳动力调查的数据
采集过程。

为推动辖区违法建设综合治
理工作持续深入开展，进一步加大
对违法建设的查处力度，根据市城
管办有关工作部署，南区办事处组
织多个部门，集中时间、整合力量，
形成开展“蓝箭”专项行动的强大
合力，对市民反映强烈的违法建设
进行整治。截至 7月 5日，共清拆违
法建设 6宗，拆除面积 3893.39平方
米；排查登记违法建设 2 宗，面积
600平方米。

5月 23日，南区办事处组织南
区城管执法分局、南区住建、公安
等多个部门对南区城南四路中石
化后侧一间违建厂房进行清拆。经
查，该厂房业主未取得相关审批手
续，擅自搭建钢架结构厂房，区相
关部门向当事人发出法律文书，但
当事人仍利用夜间进行抢建。为
此，南区多个部门联合采取清拆行

动，共拆除622.36平方米。
6月6日，市民反映南区新光天

地花园1、2栋之间二楼平台存在乱
搭建钢架棚行为。接报后，执法人
员立即到现场处理。经查，该钢架
棚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执法人员
责令施工人员立即停工，在执法人
员耐心教育下，当事人于 6月 14日
自行将钢架棚清拆完毕，共拆除
100平方米。

6月 21日，万科城市风景业主
投诉万科小区清华苑联排别墅群
多户业主存在私自改建扩建行为。

执法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理，发现
清华苑 G01 和清华苑 H09 正在加
建阳台。因上述两户业主未能出示
相关审批手续，执法人员劝阻施工
人员立即停工，并对相关人员依法
按程序处理。

据悉，下一步，南区办事处将
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坚决查处一批、
拆除一批屡禁不止、顶风抢建、性
质恶劣的违法建设，做到积极稳
妥、强力推进，确保完成 2018年违
法建设“蓝箭”行动治理任务。

文/隋胜伟 朱燕波

清拆违法建设6宗 拆除面积3893.39平方米

南区形成合力，果断亮“箭”
积极回应市民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