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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启艳 通
讯员 李华宙）记者昨日从市发
改局了解到，2018年中山市战
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平台建设专
项资金现正开始接受申报，
2018年我市获批建设的国家工
程实验室、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国家
企业技术中心和广东省工程实
验室均可申报。

据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
创新平台建设项目专项资金
（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经

市政府批准设立，由市财政预
算安排，资助方向为我市新一
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
生物医药、节能环保、半导体
照明、高技术产业领域的财政
专项资金。其目标是：通过着
力建设一批国家、省、市级创
新平台，培养一批具有行业领
先水平的创新团队，建设一批
先进的产业技术研发设施，突
破一批新型关键核心技术，转
化一批高水平创新成果，促进

军民融合发展。
据悉，专项资金具体的扶

持标准为：对获批建设的国家
工程实验室、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国
家企业技术中心一次性给予设
备购置补助300万元；对获批建
设的广东省工程实验室一次性
给予设备购置补助150万元。

需要提醒的是，该专项资
金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8年 9月
19日，网上申报功能于截止日
当天18:00自动关闭。

本报讯（记者 柯颂 通
讯员 吴书语）9月 6日，由中
山市旅游局主办、同程旅游
承办的 2018 年中山旅游推
介会在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隆重举行，推介会以“活力粤
港澳，悠然中山行”为主题，
全面推出中山特色旅游资源

和精品旅游线路。
据介绍，从 2017 年开

始，中山市旅游局携手广
州、珠海、江门、阳江、澳门
旅游部门先后赴深圳、杭
州、南京、泉州、济南、大连、
佳木斯等地举办旅游推介
活动，宣传推广中山旅游品

牌与资源产品，旅游推介成
果丰硕。此次在广州召开的
推介会，打破传统中山印
象，传递出中山市休闲、自
在的城市特质，旨在吸引更
多人到中山旅游观光，享
受区别于大都市的 自 在
慢生活。

本报讯（记者 江泽丰）
记者昨日获悉，2018上海国
际专业灯光音响展览会将于
10月 10日至 13日在上海新
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次展
会将展示2018下半年演艺设
备行业最新最热的技术和产
品趋势，中山将有 10多家企
业赴上海参展。

据了解，本次展会面积
超过48000平方米，海内外大
牌将悉数亮相，涵盖专业音
响、专业灯光、娱乐视听、音
视频集成、录音与制作、舞台
特效及激光、LED产品及大
屏、舞台机械设备、装置、系
统及技术、公共广播、会议系
统以及相关配件等12个产品

类别。
据中国音响行业协会统

计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电
子音响市场总产值预计为
2941亿元人民币，较 2016年
增长 7.3% 。据介绍，中山欧
美声音响、贝加音响、百利电
声等10多家企业也将参加展
会，在展会上谋求发展机会。

本报讯（记者 查九星）今
年上半年，我市快递业务同比
去年同期增长 20.83%，相比前
几年超过 30%以上的高增速来
讲，有所放缓。其中，同城快递
业务量下降尤为明显，上半年
仅增长了5.53%。

中山市邮政管理局公布的
上半年市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
据显示，1到 6月份，全市邮政
服 务 业 务 总 量 累 计 完 成
27465.76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25.98%。全市快递服务企业业
务量累计完成 16404.74万件，
同比增长 20.83%；业务收入累
计完成 18.10 亿元，同比增长
14.53%。

1到 6月份，全市快递服务
企业业务量分类看，同城业务
量累计完成 3208.13 万件，同
比增长 5.53%（2017年，该项业

务量同比增速为 48.98%）；异
地业务量累计完成 12980.14
万件，同比增长 25.46%；国际/
港澳台业务量累计完成 216.47
万件，同比增长 13.60%。

记者从业内了解到，2016
年往前的五年，国内的快递行
业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年平
均增长率超过 50%，中山的发
展情况也不例外。但是从 2017
年开始，快递业务量的增速明
显放缓。业内人士分析，放缓
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快递业
务量基数的增大，导致增长率
必然会放缓；二是国内电商发
展从快速发展阶段后，也开始
进入相对缓和的增长期。此外
许多城市的线下实体店有复
苏，促进了线下零售交易，一
定程度上替代网上交易，从而
导致对快递业务量的影响。

国家级技术平台
可补助300万元

2018 年中山市战
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平台
建设专项资金开始申报

中山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平台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申报表；

中山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平台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申请报告；

项目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项目立项文件、批复文件、合同或协议等证明性文件
（复印件加盖公章）；

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

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应提交以下申报材料
且须保证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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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旅游推介会昨在广州举行

上海国际专业灯光音响展下月开展

中山10多家企业拟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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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出击，
铲除黑恶势力！

福彩刮刮乐福彩刮刮乐，，现金奖不停现金奖不停
8月20日至10月20日，在市内福彩投注站购买指定“刮刮乐”即开票，中得10元（含10元）

至500元以下（不含500元）奖级，可通过广东福彩微信进行登记抽奖，齐来瓜分100万元奖金。
活动详情可登录中山福彩网(www.zsfc.org)或到市内福彩投注站查询。

广告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中国福利彩票。

缴纳罚款催告书

何品国（男，身份证号码：44188219810422****）：
本机关于 2018年 8月 8日发出（中岐）安监罚〔2018〕

10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你（单位）于 2018年 8月 22
日前将罚款缴至农业银行中山分行/建设银行中山分行/
工商银行中山分行，账号：中山市财政局。因你（单位）至今

未履行该处罚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三十五条的规定，现催告你（单位）履行以上决定，本机关

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每日按

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有异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

六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向

本机关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地址：中山市石岐区康华路18号906室
联系人：陈文杏、雷晓琪 联系电话：0760-23320100

中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8 月23 日

（中岐）安监催〔2018〕2号

小榄城管执法分局实施“721”工作法

劝导当事人自拆违法搭建物

我市快递业务量
上半年增逾两成

业务收入18.10亿元，同比增超14%

“南粤风采”26选5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104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03）、（15）、（18）、（22）、（24）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双色球”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104期开奖结果如下:
红色球号码：（02）、（03）、（06）、（19）、（25）、（29）
蓝色球号码：（01）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242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6）、（2）、（3）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242期开奖结果如
下:
基本号码：（04）、（06）、（07）、（29）、（30）、（34）
特别号码：（22）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好彩1”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242期开奖
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22）、（鸡）、（秋）、（北）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开奖号码以广东省福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两千万豪礼，尽在刮刮乐：9月6日至10月31日期间，凡购买
广东省（不含深圳）“刮刮乐”即开票中得5元及以上奖级的中
奖者，兑奖后通过“广东福彩”微信公众号参加抽奖活动，有机
会瓜分总值2000万元的奖金奖品。活动详情可登陆中山福彩
网(www.zsfc.org)或到市内福彩投注站查询。相信梦想，助力
公益，中国福利彩票。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9月6日

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8242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0、9、7
“排列五”中奖号码：0、9、7、5、1
兑奖时间从2018年9月6日起至2018年11月5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9月6日

公告
现面向全市征召体育彩票投注站，具体条件请致电

市体彩中心，电话：88880535，吴先生
中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为深入推进治理违法建设
“蓝箭”专项行动，切实做好辖区违
法建设查处工作，小榄城管执法分
局实施“721”工作法，寓执法于服
务中，做到“三多一少”：即多动员、
多劝导、多做工作、少强制，争取各
方理解和支持，鼓励群众自拆，降
低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

8 月 18 日，执法人员在日常
巡查中，发现位于小榄镇西区加油
站太乐路有一间面积约80平方米
的简易锌铁棚。经查，该简易锌铁
棚是某驾校未经批准擅自搭建的。
在后续查处过程中，执法人员多次
上门做当事人思想工作，经过耐
心劝导，当事人自行将违法搭建
的简易结构棚架进行了拆除。

8 月 24 日，执法人员在日常
巡查中，发现绩东一裕龙村轻轨
桥底下有一间面积约 100平方米

的简易锌铁棚。经查，该简易锌铁
棚是卢某未经批准擅自搭建的。
执法人员对卢某进行了耐心的法
律法规、相关政策的宣讲工作。一
开始，当事人卢某表现得很不理
解，他认为只不过是在桥下搭了
一点锌铁棚作为办公用房而已，
又不是住人，觉得可以继续使用。
后经执法人员多次沟通和解释，
当事人卢某表示立刻配合执法工
作拆除锌铁棚，并吸取此次的教
训，以后不再搭建违法建筑。

截至8月31日，上述两处违法
搭建的锌铁棚已自行拆除完毕。

下一阶段，小榄城管执法分

局将进一步践行“721”工作法，把
工作重心放到服务和管理上；继
续落实日常巡查工作，加强与社
区的沟通，确保将违法建设扼杀
在萌芽状态；同时不断加大整治
力度，对逾期不自拆的违法建设
实施强制拆除。 文/李尚恒

（注：“721”工作法：让 70%的
问题用服务手段解决，20%的问题
用管理手段解决，10%的问题用执
法手段解决。）

数据显示实体企业
越来越注重内生增长

A股上市公司上半年
研发投入明显增加

据新华社电 A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日前
披露完毕。数据显示实体企业越来越注重内
生增长，研发费用上升较多。

交易所数据显示，沪市上市公司上半年
研发费用合计 1300亿元，同比增加 22%；其
中，国企研发费用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18%，
民企增加33%。

深市研发费用合计1219.06亿元，同比增
加 17.92%；研发费用占营收总额的 2.27%，较
上年同期增加0.12个百分点。

相对于研发投入的整体增加，企业对
并购等外延式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热情。沪
市企业并购金额有所减少，深市并购质量
提升。

数据显示，沪市企业上半年并购支付的
现金合计 745亿元，同比减少 21%；深市虽然
交易金额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为 2483亿
元，但单次交易金额同比上升22%，涌现出一
批具有典型产业逻辑、价值导向和改革示范
性的案例。

比如，哈工智能收购汽车焊装自动化
设备商，丰富其在高端智能装备领域的技
术和人才储备，提高多车种共线的柔性生
产能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