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中央巡视反馈要求

围绕整改问题立行立改
推动城市环境品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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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森林）记
者昨日获悉，我市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中央
巡视反馈的要求，围绕整改问题
坚持立行立改，推动城市环境品
质进一步提升。

针对环境污染依然存在的
问题，全市组织领导干部深入学
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中央
环保督察“回头看”整改工作、黑
臭（未达标）水体整治、工业固体
废物污染防治等工作为抓手，加
快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生态
文明建设。目前，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整改工作已全部完成
中央交办的 35批次共 169宗案
件，今年 1月至 7月现场监督检
查企业 13624家次，立案查处环
保违法案件 866宗，已处罚 625
宗。印发《中山市固体废物专项
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全面排查
我市固体废物产出的重点企业、
生活垃圾中转站、污水处理厂和
生活污泥处置企业。

结合我市正在大力推进的
“三旧”改造工作，积极推进“城

中村”改造，已完成“城中村”标
图建库、项目核实、历史资料数
量等工作。积极更新改造陈旧水
管网，累计完成路面和供水管道
管沟开挖 12455米，供水管道安
装 11093 米 ，供 水 管 沟 回 填
11063米，路面修复 9111米，其
中东区亨尾村片区已全部完工
并投入使用。在“城中村”绿化改
造方面，已完成绿化面积 8770
平方米。

据了解，我市进一步加强违

章建筑整治力度，按照存量违法
建筑负增长、新增违法建设零增
长的目标，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常抓常治，长效巩固。截止目前，
梳理完成全市违法建筑台账，累
计治理违法建筑 84.52 万平方
米，完成我市治理违法建筑年度
目标的 80%。同时，各镇区同步
治理违反水利、环保、农业、交通
等法律法规的建设，集中拆除各
类违法养殖场、侵占河道等违法
建筑。

根据征求意见稿，我市总部企业
拟分两类，分别是综合型总部企业、
职能型总部企业，认定条件对企业营
业收入和纳税均有指标要求。

综合型总部企业拟要求拥有实
际主营收入的下属企业不少于 2家。
营业收入方面，制造业总部企业营业
收入拟要求达10亿元以上；新一代信
息技术、高端智能制造、健康医药等新
兴产业拟放宽到 3亿元以上。商贸流
通业总部企业拟要求营业收入 20亿
元以上；现代服务业总部企业拟放宽

到 3亿元以上。建筑类总部企业拟要
求营业收入 5亿元以上。新三板挂牌
企业拟要求营业收入3亿元以上。

职能型总部企业，销售中心职能
总部、运营中心职能总部拟要求营业
收入分别为 10 亿元以上、5 亿元以
上。研发中心总部拟要求年度研发经
费支出总额不低于5000万元。

我市境内外上市企业、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500强企业、广东100强
企业、招商引入的重点企业拟获直接
认定。

“联东U谷·三角科
技生态谷”签约仪式举行

建高端产业集聚区
预计总投资10亿元

本报讯（记者 柯颂 通讯员 张变 陈燕
红）9月 5日下午，“联东U谷·三角科技生态
谷”签约仪式在三角镇民森信息科技产业园
举行，副市长雷岳龙等出席签约仪式。

联东U谷·三角科技生态谷项目投资方联
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业内开发规模最大、
产品系列最全、入驻企业最多的产业园区领军
企业，三角镇将其作为市级产业平台的首选合
作运营商，项目建设需用地 200亩，首期 100
亩，预计总投资10亿元，将带入120家行业领
先科技企业、优质准上市公司、世界500强（包
括子公司），全部运营投产后第三年预计产值
20亿元以上、亩均年税收50万元以上。

依据协议，项目将定位为产业综合体项
目，打造中山市高端产业集聚区，结合区域
主导产业特点，吸引相关高新技术产业，形
成上下游高端产业集群。同时，以健康医药、
高端装备制造和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为主导
产业，本着高标准、高品质的原则，将项目打
造成聚合生产制造、研发设计、中试成果转
化、生产企业总部和生产配套功能于一体的
都市型产业集聚地。

掌握真实准确
土地基础数据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电视电
话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保质保
量按时完成相关调查

本报讯（记者 李丹丹）昨日下午，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通
报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进展相关情况。副
市长高瑞生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在中山分会
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开展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目的是全面查清当前全国土地利用状况，掌
握真实准确的土地基础数据，健全土地调
查、监测和统计制度，强化土地资源信息社
会化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土资源管
理工作需要。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
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
重要意义，强化责任和工作保障，保质保量
按时完成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高瑞生表示，目前我市已经成立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并落实市级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经费，印发了第三次全国国土
调查实施方案，明确技术标准。按照国务院
部署，通过三年时间全面查清国土资源基础
数据，准确详实掌握国土利用现状。

市领导到市司法局
调研时强调

发挥司法行政职能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陈娟）9
月6日上午，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安队到
市司法局调研公共法律服务建设情况及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

杨安队一行走访了市司法局一楼公共
法律服务中心，了解我市公共法律服务和扫
黑除恶工作开展情况，慰问基层人民调解
科、公律司鉴科等部门工作人员，并查看了
相关工作台账。座谈会上，市司法局党组书
记、局长赵小冰汇报了全市司法行政机关基
本情况和今年以来司法行政工作的新亮点
以及存在问题。

杨安队充分肯定了市司法局近年来在
维护我市社会稳定公平正义、扫黑除恶等方
面取得的成绩，并对做好接下来的司法行政
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充分发挥司法行政
职能作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彰显社会公
平正义；二是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
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上来，理顺
关系，圆满完成改革任务；三是要树立好司
法行政干部队伍形象，守纪律、讲规矩，做党
纪条规的坚定维护者。

我市召开2018年审
批定兵大会

确定新兵名单
大学生占比高

本报讯（见习生 李鑫 记者 梁东麒 付
陈陈）昨日上午，2018年中山市审批定兵大
会在中山军分区召开，省军区动员局副局长
宋纯武，中山军分区司令员、市征兵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孔德雨出席会议。

据介绍，今年省征兵办赋予我市男兵征
集任务510人。经过前期体检和政治考核，全
市双合格人数为 639人，其中大学生占比较
高，人数为387，占任务数的75.9%。

会议先后征求了市征兵办体检科、政治
考核科、24个镇区武装部及市直武装部的意
见，经过现场表决、签字确认，最终确定新兵
名单和去向。

本报讯（记者 周振捷）近
日，市海洋与渔业局公布《中山
市现代渔业园区规划》（征求意
见稿），提出到 2020年在全市范
围内创建 8—10 个基础设施良
好、现代化程度高、技术先进、管
理规范、品种优良、产品健康、环
境优雅的现代渔业示范园区。

据悉，中山现代渔业的产业
基础及综合实力在全省名列前
茅。2017年，全市实现渔业经济
总产值 85.38 亿元，渔业产值
59.67亿元，水产品总产量 32.36
万吨。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名
特优水产品养殖，现已建立了一
批具有相当规模的南美白对虾、

罗氏沼虾、脆肉鲩、乌鳢、河豚、
鳗鲡等名特优新品种养殖基地，
名特优养殖品种达15项。

此次《规划》的现代渔业园
区，拟选址于横栏、板芙、神湾、坦
洲、三角、东升、港口、民众、黄圃、
阜沙等 10多个传统养殖大镇能
满足规模连片500亩或以上的区

域。具体期限为3年，今年为编制
规划、制定方案阶段，2019年为全
面启动、重点推广阶段，2020年为
科学总结、全面建成阶段。

《规划》提出，将根据中山主
要水域分布特点，形成“3+N”的
总体格局。当中，“3”指的是“西
江沿江”“北江沿江”和“东部沿

海”3个各具特色的水产优势产
业带。“N”指的是结合多种生产
经营模式的现代渔业示范园区，
包括标准化鱼塘特色生态健康
养殖示范园区、虾类集约化生态
健康养殖示范园区、工厂化循环
水健康养殖示范园区与休闲渔
业示范园区。

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中山市人大常委会现向社
会公开征集中山市地方立法规
划建议项目。具体事项公告如
下：

根据《中山市制定地方性
法规条例》的规定，公民、法人、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均可
以提出立法建议项目。立法建

议项目应结合中山市“十三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求和
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立
足实际，突出地方特色，符合立
法法规定的“城乡建设与管理、
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
面的立法权限和范围。立法建
议项目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
并写明立法项目的名称，立法

的必要性、可行性、立法需要解
决的主要问题等内容，并请注
明建议人姓名（名称）及联系方
式。有条件的可以提供草案文
本、论证报告或者附送有关资
料。立法建议项目可以通过信
件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寄达，并
请在信封或电子邮件上注明

“地方立法建议项目”字样，也

可登录中山市人大网填写并提
交下载《立法建议项目征集
表》。公开征集立法建议项目的
截止日期为10月3日。

特此公告

中山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2018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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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现代渔业园区规划》开始征求意见

规划创建约10个现代渔业示范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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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鼓励总部经济发展意见公开征求意见

力争2023年总部企业突破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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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经信局正对《中山市人民政

府关于鼓励发展总部经济的若干意见》

进行修订，拟定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发展

总部经济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目

前正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征求意见

时间截止到9月18日。

征求意见稿提出，我市拟力争经过5

年的努力，实现总部企业数量明显增加，

规模效应明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明

显提升，石岐总部经济区、东区总部经济

区建设初见成效。到2023年，力争全市总

部企业数量突破100家，培育一批广东省

100强、全国500强企业。

征求意见比现有的意见更加细
化，政策支持方面列出多项支持，其
中包括拟给予总部企业认定奖、经营
贡献奖、领军企业奖励、办公用房补
助等。

总部企业认定奖拟按营业收入
给予奖励，最低奖励 50万元，最高奖
励300万元。经营贡献奖拟分增量奖、
倍增奖。

领军企业奖励拟对首次被评为
广东省企业100强、中国企业500强、
世界企业 500强，分别给予一次性奖
励10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

办公用房补助分租赁补助和购置
补助。租赁补助拟一次性给予12个月
租金补助，最高不超过200万元。购置
补助拟按每平方米500元的标准给予
一次性补助，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本报记者 黄凡

总部企业的营收指标

中山总部经济区中山总部经济区（（石岐片区石岐片区））效果图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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