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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涉嫌非法
社会组织名单公布
提醒市民加入社会组织需查询真伪

本报讯（记者 陈健儿）昨天，市民政
局公布第三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中华
易学应用协会和中华易经协会名列其中。

据统计，今年至今，市民政局共公布了
10个涉嫌非法社会组织。记者查询发现，民
政部公布过的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中，许
多以“易学”或“易经”做文章，包括中华易学
培训师协会、中华易学名人促进会、中国易
学研究协会、中华易学协会等。

有关方面提醒，公民个人、企事业单位和
其他组织加入某个社会组织或与其合作时可
以事先通过查验该社会组织是否具备合法身
份，查验方式包括：通过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
局官方网站“中国社会组织网”http://www.
chinanpo.gov.cn/index.html点击“全国社会组
织信息查询”进行查询；通过关注民政部社会
组织管理局官方微信“中国社会组织动态”公
众号，点击“我要查询”进行查询；通过360网
站搜索查询。

市交警支队召开车
管所建所30周年暨“全
国一等车管所”座谈会

市民零距离体验
新举措的便利

本报讯 （记者 李丹丹 通讯员 刘洪
希）昨日下午，市公安交警支队邀请网友、司
机、老车管民警、廉政监督员及媒体记者，召
开车管所建所30周年暨“全国一等车管所”
座谈会。期间，与会人员零距离体验了“全国
一等车管所”及“放管服”20项车管业务新举
措带给市民群众的便捷、舒适感。

据了解，市公安交警支队车管所于 1988
年组建。期间，曾多次创下过全国、全省第
一，如全国第一个使用打印版的行驶证和驾
驶证、全国第一个使用驾驶人和机动车数码
照片、全省第一个无纸化科目一考试、全省
第一个驾驶人信誉查询系统以及承担公安
部试点全国机动车查验监管系统及其终端
系统、率先试点社会化服务专网、推广应用
新能源汽车号牌等，得到了上级公安机关和
社会各界、车主和驾驶人的充分肯定，并从
2006年开始连续10年被评为“全国二等车管
所”，今年 6月底还获得了“全国一等车辆管
理所”称号。目前，公安部推行的“放管服”20
项改革新举措已有18项落地实施。

2018中山市福彩育
苗班开班

为困难儿童提供
598个免费学位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 通讯员 黄旺）8
月 8日上午，由团市委、市民政局、市福彩中
心主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宫）承办
的 2018年中山市福彩育苗班开班仪式在市
青少年宫举行，随着福彩育苗班正式开班，
市青少年宫将提供598个免费公益学位给符
合条件的少年儿童报读。

据悉，“广东福彩育苗计划”由共青团广
东省委员会、广东省文明办、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联合举办，自实施
7年来，累计惠及青少年达 6万人次，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反响。在中山，“广东福彩育苗计
划”由团市委牵头联合民政、福彩中心等有
关单位，依托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
宫），面向异地务工人员子女、留守少年儿
童、生活困难少年儿童等群体免费提供才艺
技能培训服务。接下来，市青少年宫还继续
接受符合条件的少年儿童报读。困难家庭子
女凭有效低保证和户口本，外来务工子弟经
由就读学校推荐可报读其喜爱的课程。

2018新中式红木
家具展昨开幕

本报讯（见习生 李鑫 记者 吴森林）9
日上午，2018中国(中山)新中式红木家具展
在中国（大涌）红木文化博览城开幕，展会时
间将从8月9日持续至8月13日。

据介绍，本次展会以新中式为主线，突
出“关于设计、关于文化”主题，搭建起宽领
域、深层次、多形式的产业互动合作平台，凸
显当代红木家具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实
现产业倍增、质量升级，筑牢新中式家具发
展的产业基础。

当天下午，在2018中国新中式红木家具
论坛上，亚洲家具联合会原会长林作新以
《新中式向前跨一步是哪里？》为题，探寻新
中式未来之路；广东省家具协会会长王克从
行业的高度，分析《新中式品牌的危机与机
遇》；全联艺术红木家具专业委员会专家顾
问、教育部教学改革示范专业“家具设计与
制造”专业带头人彭亮以《追本溯源：唐宋明
清文化对新中式的影响》为题，分享传统文
化对当代新中式的美学影响。

本报讯（记者 徐世球 通
讯员 郭文芳）记者昨日从市
审计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我
市审计部门共完成审计(调查)
项目 14 个，查出违规金额
8531.09万元、管理不规范金
额 14.25亿元，提出审计建议
28条，促进增收节支和挽回损
失 77.22万元；依法向有关部
门移送问题线索3条，一批重
大违法违纪案件得到有效查
处，充分发挥了审计服务国家
治理的“免疫系统”功能。

今年以来，市审计局先后
派出33人次参加省审计厅和
市委开展债务审计巡察及协
助办案工作，突出抓好民生审
计，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加大对人社、社保、卫生、公
路、扶困助学等专项资金的审
计监督，规范民生资金管理和
使用，及时揭露挤占挪用、损
失浪费等问题，促进各项惠民
政策落到实处。加大对企业职
工养老基金审计力度，积极探
索运用云计算技术对审计涉

及的约 9亿条数据记录进行
筛选分析，编制和运行了有关
养老金审计的 32 个分析模
型，有效查出审计疑点，大大
节省审计资源，进一步提升审
计效率和水平。同时，探索开
展“放管服”改革研究型审计
项目,针对目前我市营商环境
优化、投资项目审批改革、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
革和收费清理改革等五方面
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调研，通过
收集样本获取详实的数据信

息，揭示我市“放管服”改革推
进中的深层次问题，从制度健
全、信息平台建设、行政服务
模式、实行分类审批等方面，
共向有关部门发出审计相关
建议函8份，为市委市政府深
化政务服务改革提供有力支
持。深入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整
治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对城市
黑臭水体整治长效机制不够
完善、部分河涌整治工程未严
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等问题，
积极提出建议。

本报讯（特派记者 江泽
丰 余兆宇 通讯员 黄飞）8月
9日，省运会学校组田径项目开
赛。首日比赛共决出 13 块金
牌，中山运动员梁健乐发挥出
色，获得男子甲组跳高金牌。

本次跳高场地设置在体育
场的东北面，跳高决赛时间，刚
好太阳光从西南面斜照过来，
选手们需要迎光助跑，这对运
动员准确的判断起跳位置，挑
战很大。此外，体育场的看台与

跳高场地距离较远，队员在比
赛的过程当中，很难听清看台
上教练的技术指导。

虽然现场因素制约，市一
中 18岁学生梁健乐凭借个人
丰富的竞赛经验，最终以 1米

95的高度获得该项目冠军。赛
后，梁健乐表示，尽管这次比赛
的成绩没有超越他的个人最好
成绩 2米 04的高度，但在这种
竞赛条件下，能够有这样的发
挥，也对这个成绩比较满意。

梁健乐曾获得 2017年广
东省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跳高第
一、2017年广东省传统项目学
校田径比赛跳高第一等优异成
绩。据其教练刘鹏飞介绍，梁健
乐今年已被暨南大学录取。

本报讯（特派记者 江泽丰 余兆宇）8
月9日，省运会竞技体育组柔道进行第二日
比赛。在女子甲组 63KG级比赛中，中山女
将孙小小获得银牌。而 8月 8日，中山另一
名女将景晓莲获得女子乙组57KG银牌。

在首日的比赛中，15岁的景晓莲出征
女子乙组57KG比赛。景晓莲于2016年3月
从东升镇旭日中学选来市体校训练，技术
全面，技术动作连接较好。在预赛中，她一
路过关斩将，最后在决赛遭遇来自省体校
的黎金梅，憾负对手获得银牌。同一天的比
赛中，中山队选手黄文惠获得女子甲组
57KG季军。

9日的比赛中，中山一共派出 10名运
动员参加各个项目的比赛。其中，孙小小出
战女子少年甲组63KG级比赛。孙小小今年
17岁，于 2012年 9月从沙溪镇康乐小学选
上市体校开始训练，技术比较全面。她顺利
挺进决赛，与来自省体校的选手练弦静争
夺金牌。最后孙小小遗憾地被对方拿下，获
得银牌。另一名中山女队员陈箜琳获得该
项目铜牌。

当天的比赛中，中山女队员张玉获得
女子甲组48KG第三名，何家雯获得女子甲
组51KG第三名。中山男队员李嘉豪获得男
子乙组56KG第三名。

本报讯（特派记者 江泽
丰）8月 9日上午，广东省体育
局在肇庆市举行广东省群众
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总
结表彰大会。中山市乒乓球协
会、中山市体育场馆管理中心
获得“2014—2017年度广东省
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南
朗镇宣传文体服务中心周聪、
中山市校园足球协会单伟、中
山市篮球协会朱元蓉获得

“2014—2017年度广东省群众
体育先进个人”称号。

市乒乓球协会会长廖皓
炜介绍，近年来，市乒协将乒

乓球“体育惠民”活动落到实
处，市乒乓球馆每年的半价优
惠时间为1040小时，免费惠民
时间为 676小时，受惠人数达
2.53万人次。与此同时，市乒
协每年举办各种类型的群众
性乒乓球活动，与广大市民和
乒乓球爱好者分享全民健身、
快乐乒乓。据不完全统计，仅
2017年中山市乒乓球协会举
办的乒乓球大小赛事活动多
达数十次。

今年35岁的周聪，近年来
努力争取省、市、镇、村等各方
支持，完善南朗镇内各村居

（社区）健身广场、社区体育公
园的健身设施设备。目前，南
朗镇体育设施、场馆日趋完
善，共有 1个镇体育中心、1个
镇中心健身广场，56 个篮球
场，全镇15条村（社区）均配有
设施齐全的健身活动广场
（苑、点）、全镇7所中小学基本
配有标准运动场。镇内所有公
共体育场地和设施均免费对
群众开放，大大满足了群众的
体育健身需求。“下一步，我们
会继续推动全民健身，让群众
在家门口可以参加体育活
动。”周聪表示。

在省运会柔道场上展英姿

中山两女将斩获柔道银牌

省运会前线

中山收获省运会学校组田径项目首金

梁健乐夺男子甲组跳高冠军

孙小小（白色）在比赛中。 邓小涔 摄

广东省群众体育先进表彰大会昨在肇庆举行

我市5单位个人受表彰

我市乒协获广东省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廖皓炜（右1）
代表领奖。 特派记者 余兆宇 摄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

我市或有
大雨到暴雨

本报讯（记者 吴森林 通讯员 陈
秋根）从8月4日开始，高温黄色预警信
号一直生效，最高气温基本在34℃徘
徊。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10日-12日，
中山有一次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风力
逐渐加大至4-5级，沿海空旷地区阵风
6-8级。市三防办要求，全市有关镇区
部门要全力做好防御工作。

市三防办介绍，南海热带低压 8
日上午 8时在海南文昌南偏东约 310
公里的海面上生成，最大风力7级（14
米/秒），中心最低气压998百帕。预计
低压将以每小时 15公里左右的速度
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加
强，将于10日早晨到上午登陆海南东
部沿海（热带低压或热带风暴级，7-8
级，15-18米/秒），以后继续向北偏西
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市三防办昨日强调，各镇区部门
要切实强化水库安全度汛和中小河流
洪水防御，加强巡查防守，预置抢险设
备和力量。做好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
洪、滑坡、泥石流灾害和城市内涝防范
工作，及时转移危险地区人员，做到应
转尽转、不漏一人。落实沿海工矿企
业、重要基础设施、旅游景区等重点部
位防风防潮防雨措施，全力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正值汛期、暑期、
旅游高峰期,海上风力加大,海上船只
及时回港避风,相关部门要加强海岛
旅游、水(海)上交通等的风险防范。

本报讯（记者 柯颂 通
讯员 黄卫梅）8月 7日，记者
从横栏镇获悉，该镇出台的
《横栏镇调解化解矛盾纠纷
“以奖代补、以案代定补”实
施办法》实施近半个月以来，
调动了广大村委和相关部门
人员的积极性，积极深入到
基层调解化解矛盾，进一步

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和发展。
横栏镇司法所的负责人

介绍，“以奖代补”是指每年
对镇、村法律顾问及村（社
区）专职人民调解员调处矛
盾纠纷工作以奖励的形式给
予经费补贴的一种激励机
制。“以案代定补”则是指依
据纠纷性质、难易程度、社会

影响、工作质量，逐案确定奖
补等级和标准。

根据实施办法的规定，
成功调解一般纠纷每件定补
100元；成功调解疑难民事纠
纷，每件定补 200元；成功调
解重大民事纠纷，每件定补
300元；成功调解重特大疑难
复杂民事纠纷，每件定补

1000元。人民调解案件“以奖
代补”补助每半年申报一次，
由村（社区）人民调解员和法
律顾问向镇司法所提交补贴
申请表及相关材料，由镇司
法所依据考核结果在每年 5
月和次年11月发放，按照“谁
调解、奖励谁”的原则，奖金
直接发放至个人。

上半年我市充分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

查出违规金额8531万元

横栏镇率先出台实施“以奖代补、以案代定补”激励机制

调解化解矛盾纠纷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