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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考指标生
拟录取名单公示

三角镇沙栏村老人老有所乐发挥余热

老手艺留住传统乡村文化

全市 8 所高中总共提供
3352 个指标计划，共录取 2917
人，完成率为 87%
本报讯 （记者 陈慧）市招生办昨日公
示了今年普通高中招生指标生拟录取名单。
今年普通高中指标生分配保持 50%比例不变。
全市 8 所高中总共提供 3352 个指标计划，共
录取 2917 人，
计划完成率为 87%。
拟录取名单
公示期为 7 天，
至 7 月 18 日结束。
记者查看公示的表格，发现有多个镇区
未完成指标生招录计划，以中山纪念中学指
标生招生计划为例：古镇镇指标生计划为 19
个，实际录取 12 人，出档线为 445 分；三乡镇
计划招录 10 人，实际录取仅 2 人，出档线为
445 分。

“现在退休在家，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社会多做
点贡献。这头木制水牛，我是靠着记忆，用刀用凿子，花了
大半年时间一点点雕出来的，准备捐赠给市档案馆。”三
角镇沙栏村 74 岁的罗建满老人端出了他的手工新作，兴
奋地告诉记者。在沙栏村，不少如罗建满一样的老人，他
们老有所乐，退休在家发挥余热。

■用手艺留住旧时乡
村文化
日前，记者来到沙栏村罗建
满的工作室。
“ 这是缩小版的泥
顶脚锹、这是犁、这是耙，这是
刚 完 成 的 木 头 水 牛 ……”兴 奋
的罗建满老人，在他的所谓“工
作室”，其实就是他家大厅，指
着展示架上的每一件物品，一
一向记者进行着介绍。这一件
件的手工艺品，外形丰满，线条
细腻，渗透出打磨技艺之精粹，
淬炼心性之韧性，凝聚独一无
二的匠心之魂魄。
罗 建 满 老 人 从 10 多 岁 开
始，就跟随木匠师傅学手艺，后
来到当时的三角船厂做工人，
这一做就是近 50 年，他与工友
们参与制作的船只不下百艘。
在这其间，他的木工手艺日臻
娴熟，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尽
管没有经验，但他还是用半年
时间做出了两艘龙舟，送给了
别人。后来，退休了，他发现儿
时很多有文化的东西都消失

了，于是就专门搜集广州和中
山等地的非遗报道，从中找到
一些儿时记忆。
“这些都是以往的农耕工
具，现在被很多现代化的设备替
代了，我们这一辈有回忆，但是
新生代没有，我制作这些农具送
给市档案馆，就是希望我们的子
孙不要忘了我们农民的根，不要
全都到工业或其它产业去建设，
那样就没有人耕田了。”罗建满
老人吐露了他一个农民朴实的
心声。

的根

■农耕是乡村人不变

“我们村每年都会请医生过
来，为全村的老人家进行身体检
查，发现问题就能够得到及时的
医治。他们在养好自身身体的同
时，也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好像
满叔这样的老人家，在家中的言
传身教，就会感染更多的年轻
人 ，安 心 侍 农 ，安 心 发 展 农 作
物。”沙栏村党支部副书记卢建

华南理工大学与中山
企业举办科技交流对接会

促教授团队
与企业“联姻”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罗建满老人与他制作的手工艺品
“耕牛”
。
明告诉记者。
据介绍，沙栏村由于一直都
注重农业的发展，经济并不像其
它的工业村那样突飞猛进。但该
村的村风淳朴，大部分年轻人除
了小部分在附近工厂企业上班
外，大都选择了在家务农，从事
田间生产。近年来，村的各项事
业得到了全面健康的发展，先后
获得了“广东省文明村”
“广东省
卫生村”
“广东省宜居村庄”等称
号。该村产的农产品更是让人羡

慕，其中种植以粉葛、青皮冬瓜、
香蕉为主。养殖以对虾、甲鱼及
四大家鱼为主，驰名省港澳的三
角粉葛就出自沙栏村。
卢建明介绍，目前，该村全
村村民已 100%购买了医保，有
意愿购买养老保险的百分百购
买，现约有 1200 个老人正在享
受养老待遇。
同 时 ，为 了 提 高 农 耕 的 效
率，让现代化的机械下到田间地
头，沙栏村今年还完成了有仔围

机耕路扩宽工程，以及八涌农桥
改造工程。
“作为全市八个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试点村之一，今后沙栏
村将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
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的二十字方针为总体目标，充分
利用现有资源，从实际出发，为
推进新农村建设而努力奋斗。”
卢建明信心十足。
本报记者 柯颂
通讯员 张变

市一中多名学子
“起飞”
为了实现“蓝天梦”或“军人
梦”，他们都提前做了扎实的准
备，从文化学习到身体锻炼都极
有计划性。被空军航空大学飞行
技术专业（航空飞行与指挥）录
取的郭维强说，当初是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却扎实的做着准
备。
“从初中开始，每天坚持锻炼

15 分钟，是我能够顺利通过检
验 的 关 键 。”每 晚 70 个 仰 卧 起
坐、80 个俯卧撑、4 分钟的平板
支撑，是他每晚睡前的指定动
作。所有考试项目中，郭维强对
转椅测试印象最深刻。
“ 在 90 秒
的持续旋转中，头部还要跟随指
令摆动，对身体是一种极大的挑

战。测试结束后，有考生吐了。”
他提醒师弟师妹，运动的过程是
循序渐进的，但一定需要坚持。
市一中还有 6 名同学被民
航飞行学院录取。民航不仅对身
体素质有要求，对英语成绩也有
成绩要求，因此他们在平常的学
习、锻炼都严格对待自己。如马

嘉煊的方式是平时注重多喝水，
每天要保证两升以上的饮水量，
另外早睡早起，假期也不懈怠，
形成规律的生物钟。陈文林则尽
量每天都抽出时间去跑步，注重
体脂管理、用餐荤素搭配。刘炯
荣说自己会尽量减少在昏暗中
或躺着使用手机，以及平时注意
英语口语的锻炼。梁俊贤则提醒
师弟师妹们要避免过度剧烈的
运动，尤其是对抗性的运动。廖
天乐提前三年就开始了解高校
招飞的信息，将飞行员视为自己
的终身职业去追求。何舜嵘从小

我市首个骨质疏松
防治基地挂牌

省级医疗专家
定期提供服务

今年高考提前批录取工作结束

2018 年高考提前批录取工作目前已结束，中山市一中有 1 名考生被空军录取。这
也是该校自 2015 年来“飞出”的第 5 名空军飞行员。此外，该校还有 6 名同学被民航飞行
学院录取，
另有 1 名同学被陆军工程大学录取。

本报讯（记者 谭华健 通讯员 黄奋敏）
日前，2018 年华南理工大学与中山企业科技
交流对接会在我市举行，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团队 20 人及中山 55 家企业负责人参加对接
会。此次对接会重点面向中山市先进装备制
造、新材料、化工、医药等相关领域的企业，
进行科研成果及人才团队对接。
对接会上，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团队分别
围绕“智能终端远程监控”
“高分子材料改性
加工及其高性能化和功能化制备加工成型”
等 7 个科技项目做了重点推介，并与参会企
业进行了交流。

就立志当飞行员，连续四个学期
不曾间断地选择了航模课，积极
参与航模课程的所有活动，还多
次跟随指导老师参加各类的航
模比赛。他还给自己制定了一个
特殊的时间表，包括看手机、玩
电脑、运动的时间都有形成良好
规律。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
程大学录取的彭子宏则提醒，体
检的时候测心率不要太紧张。因
为除了身体原因，有一部分同学
或许是因为过于紧张而影响了
测试结果的。
本报记者 陈慧 通讯员 李孝如

本报讯（记者 周映夏 缪晓剑 通讯员
杨秋雨）近日，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骨质疏
松防治基地在火炬开发区医院挂牌，这也是
中山市第一个骨质疏松防治基地。
为了充分发挥基地的影响力，广东省医
疗行业协会将定期派出专家出门诊，设每周
一次全院骨质疏松查房日,定期组织专科医
师到社区进行义诊。
火炬开发区医院骨科主任曾宪明表示，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基地的
设立让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省级专
家的医疗服务。自今年 4 月份开始，火炬开发
区启动了免费骨密度测定项目，对辖区常住
人口女性 40 岁以上、男性 50 岁以上进行免费
骨密度检测，目前已经完成 500 多例骨量普
查，其中骨质正常的人群占 50%，骨质下降的
人群占 30%，
骨质疏松的人群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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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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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1、
中山市坦洲镇界狮南路旁边两条河流（都经过界
狮南路，
河流名字不知道），
河流两边的一些加工花
D440000
岗石厂、
小食店以及民居的污水都排入这两条河流，
2018070
坦洲镇 大气,水
导致河水发黑发臭。2、
南坦路和界狮南路两边的商
50088
铺都是售卖五金化工水泥等产品的，
马路上清扫不
到位，
洒水也不够，
导致路面扬尘很大。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1. 坦洲镇工商部门对无证经营商铺进行立案查处，
并对该 4 处商铺进行了查封。2. 坦洲镇住建
1.交办件中反映的“中山市坦洲镇界狮南路旁边两条河流”为坦洲镇同胜涌和翠微涌，
均已实施了截污工程，
收集附近区域餐饮及生活污水，
但两侧均有群
部分 局将安排专人联合各村(社区)督促各排水户按规范实施雨污分流，
接驳市政污水管网，
杜绝生活
众沿河而居，
确有部分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涌现象。两涌附近共发现四家石材厂，
均属无证无照经营，
打磨废水均循环使用，
无外排。2.交办件中反映的
属实 污水直排河涌现象，
改善河涌水质。3. 坦洲镇环卫所要求环卫作业服务公司落实南坦路和界狮
“南坦路和界狮南路”两边的商铺有部分是五金店、
建材店等。由于该区域比较繁华，
人流量、
车流量比较大，
马路清扫压力大，
偶有“路面扬尘”的情况。
南路片区的有效的降尘措施，
每日加强清扫喷水降尘和道路清扫力度。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无

1. 中山市港口镇前进泡沫厂排放滚滚黑烟废气污
染环境，
该厂的生产生活废水直接排入田地，
污染田
X440000
地。2. 阜沙镇管辖的森田化工有限公司、
中邦调味
2018070
港口镇 大气,水
食品有限公司、
佳豪纸塑制品有限公司排放难闻臭
50019
味的废气，
这些工厂排出的废水，
导致附近河涌又黑
又臭。

1、
中山市港口镇前进泡沫制品厂位于中山市港口镇石基工业开发区,主要从事加工、
销售：
包装泡沫制品，
环保手续齐全。该司生产过程中主要产生锅炉燃烧废
气，
经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处理后排放。发泡机器产生的冷却水经集水池静置后循环回用。锅炉冲灰水配套了收集沉淀池，
冲灰水沉淀后循环使用。洗手间配套
三级化粪池，
生活废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排放。港口环保分局于2018年6月15日对该项目锅炉废气治理设施进行采样监测，
监测数据超标。港口环保分局
已立案查处该违法行为。现场检查未发现其他环境违法行为。2、
森田化工有限公司位于中山市阜沙镇上南村阜创街，
主要从事涂料生产，
环保手续齐全。该司
生产过程中主要产生生产废气、
清洗废水和初期雨水，
生产废气收集后经治理后高空排放，
清洗废水和初期雨水转移处理。现场检查该司正常生产。阜沙环保
部分
分局对其边界恶臭、
生产废气、
废水进行监测，
监测结果均达标，
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3、
中邦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位于中山市阜沙镇阜港路，
主要从事调味料、
发
属实
酵制品加工生产，
环保手续齐全。该司生产过程中产生锅炉废气、
生产废气、
生产废水及初期雨水，
其中锅炉废气、
生产废气经治理后排放，
生产废水经生化处理
后排放。现场检查该司正常生产，
阜沙环保分局对其边界恶臭、
生产废气、
锅炉废气、
废水进行监测，
监测结果均达标，
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4、
佳豪纸塑制品有
限公司位于中山市阜沙镇上南村，
主要从事过塑纸、
离型纸、
胶黏带等的加工生产，
环保手续齐全。该司生产过程中产生一定的生产废气，
无生产废水产生。阜
沙环保分局对其边界恶臭、
生产废气进行监测，
监测结果生产废气苯超标排放，
未发现其他环境违法行为。阜沙环保分局已立案查处该超标排放废气违法行为，
并责令企业纠正违法行为。5、
阜沙环保分局对附近河涌巡查，
无发黑发臭及其他异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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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40000 反映位于中山市东升镇坦背村兴隆一路边河涌污染
2018070 的问题，
河涌散发恶臭难闻气味，
肉眼看到河水是黑 东升镇 水
50020
色的污水。

东升镇将继续推进该河段内河涌整治，
主要措施包括:1. 东升镇第三批社区二期雨污分流工程，
服务范围涵盖坦背村、
利生社区、
同茂社区人口密集处。目前，
该工程尚有最后接入镇污水公司
的约 80 米管道未完工，
预计 2018 年底前完工并开通使用。2. 开展东部排灌渠一期（荣兴桥至裕
经查，
转办件中反映的“中山市东升镇坦背村兴隆一路边河涌”为东部排灌渠东升段。检查时，
附近两岸居民、
楼盘、
学校的生活污水有直排现象，
河涌水体 部分 隆桥段）岸墙整治工程，
该工程已完成总工程的 90%。3. 加大河面保洁力度，
成立了一支 14 人的
无
未呈黑色，
略带气味。
属实 河涌保洁专职队伍，
对东部排灌渠等 15 条镇属河涌实施专门保洁工作，
负责每天清理河涌垃圾，
逐步实现东升镇内河涌日常维护的常态化管理。4.加强水循环工作，
根据水文潮汐，
在较高水位
时，
通过水位差开关闸进行水循环，
充分利用镇内裕安水闸、
鸡笼水闸、
蚬沙水闸、
新沙水闸、
滨涌
水闸5座外江水闸加大内河涌流动性，
加强水体循环、
净化水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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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心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由长青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以特许经营方式(BOT)投资、
建设和营运，
中心基地飞灰稳定化处理中心项目由中山市
威曼科技环保公司以特许权经营方式（BOT）投资、
建设和营运。为了加强对烟气排放的监控，
运营方已落实自行监测责任，
每月均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监测
单位，
根据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01），
对烟气中的烟尘、
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
氯化氢及重金属进行监测，
每季度委托一次厂
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焚烧项目，
长青公司负责垃圾
界臭气、
噪声监测，
并每半年委托一次二噁英监测。2．中山市住建局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了具有较强技术实力的第三方监管单位，
从2016年起常驻
焚烧、
发电、
飞灰收集、
烟气排放;威曼公司负责飞灰
X440000
中心基地，
根据相关标准、
协议的规定，
对各运营单位进行日常监管和考评，
监督运营单位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
完善统计分析和报表制度，
定期向管
稳定化处理。垃圾焚烧很容易引起周边居民的顾
大气,其他
不
2018070
石岐区
理部门上报进出场生活垃圾数量、
设备运行情况、
运营处理数据、
环境监测报告，
确保运营质量达到相关要求。3.中山市环保局将中心基地列入了重点污
各相关部门继续做好对企业的监管工作，
督促两家企业正常运行污染物治理设施，
达标排放。
虑，
很关心二噁英的排放、
监测与管理等问题，
希望
污染
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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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源进行监管，
对中心基地加强了监测频率和监管力度。其中中山市环境监测站每季度进行一次烟尘、
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
氯化氢、
重金属、
臭
加强监控运营过程中的排放,避免非正常排放以及
气和噪声的监督性监测，
省环境监测中心受省环保厅委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二噁英监督性监测。中心基地垃圾焚烧厂安装了在线监控设备，
24小时监测
事故排放。
废气排放情况，
外排污染物的情况可实时上传到市环保局的监控中心，
市环保局可以实时掌握该厂污染物排放情况。同时，
在厂区外设立了电子屏，
监测
数据实时向公众公示。4.现场检查时企业正在生产，
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翻查中心基地内各运营设施近几年的运行监测资料，
烟气（包括二恶英）均达标排放；
年垃圾处理量、
炉膛烟气停留时间、
炉渣热灼减率、
安全管理等指标符合特许权协议及相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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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中山市石岐区湖滨中路由高雅酒店向北方向一
X440000 路的多家饮食店违规排放油烟，
油烟直排。包括有：
2018070 1.瑜记食堂，
2.中荣食美，
3.赣之湘木桶饭，
4.陶圩 石岐区 大气
80010
第食府，
5.洪记面家，
6.吃之货家，
7.丰顺相饭，
8潮
味汤粉王。

1、
港口环保分局继续跟进前进泡沫制品厂处罚工作，
监督企业纠正违法行为，
并督促企业落实整
改措施。2、
阜沙环保分局继续跟进佳豪纸塑制品有限公司处罚工作，
监督企业纠正违法行为，
并
督促企业落实整改措施。3、
阜沙环保分局继续做好森田化工有限公司、
中邦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的监管工作，
督促各企业正常运行污染物治理设施，
达标排放。

无

无

（一）执法人员对于瑜记食堂、
陶圩弟食店未配套油烟治理设施的违法行为，
发出了《中山市环境
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责令 2 家食店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并进行立案调查。
（二）执法
人员对于郑记潮味汤粉王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的违法行为，
发出了
《中山市环境
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责令其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前完成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
经调查：
（一）瑜记食堂、
陶圩弟食店未配套油烟治理设施；
赣之湘木桶饭油烟治理设备不正常运行。
（二）大荣美食店、
心意洪家面家主要经营粥粉面项目，部分
记表，
并进行立案调查。
（三）执法人员对于赣之湘木桶店油烟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的违法行为， 无
不存在产生油烟的项目。
（三）吃货之家、
回味丰顺捆粄均关门未营业。
（四）郑记潮味汤粉王未依法备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存在环保违法行为。
属实
发出了《中山市环境保护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责令其修复油烟净化设施，
达标排放油
烟，
并进行立案调查。
（四）执法人员于7月9日、
10日、
11日对吃货之家、
回味丰顺捆粄2家餐饮店
进行检查，
均关门未营业。
（五）执法人员 7 月 9 日对大荣美食店、
心意洪家面家进行检查，
暂未发
现上述2家餐饮店存在相关环境违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