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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环境监测中心与省
气象中心会商分析报告，受近日
天气晴热，辐射较强，近地面风
速减弱等因素影响，全省大部大
气扩散条件较差，预计 7—9日，
全省空气质量将出现以臭氧
（O3）为首要污染物的良至轻度
污染，珠三角中西部局地将达到
中度污染。市环保局大气科负责
人单启怡向记者介绍，按照《广

东省环境保护厅污染天气应对
工作程序》设定的应对条件，根
据省环保厅要求，我市 8日启动
污染天气应对措施。

记者了解到，启动污染天气
应对措施期间，将对VOCs排放
企业、工业炉窑、扬尘源等方面
实施控制措施：按照要求，全市
范围内的没有完成VOCs综合
整治的重点监管企业，须将生产

规模限制在正常产能的 50%或
以下至污染天气应对结束；全市
范围内的未有配套高效除尘设
施的锅炉或未有配套降氮脱硝
设施的燃煤锅炉、窑炉，须停产
至污染天气应对结束；对未能全
面落实“六个 100%”的建筑工
地，实施停工整改；对未配套完
善防尘设施的砂石堆场、水泥搅
拌场一律要求停止装卸作业。

8 日下午，由市环保局、市
住建局等五部门组成的督查组，
前往民众、三角联合开展大气督
查。民众镇，阳光大道正在施工，
路面频繁有运输车辆经过。阳光
大道浪网中学路段前，一侧道路
被挖开，黄色泥土裸露在空气
中，车辆经过扬起灰尘。记者在
现场看到，现场工程运输车辆未
密封，近一小时内未有洒水车经

过。当天，该工地被责令整改。
位于三角镇的中山市宝华

轧钢厂内，共有 4台工业炉窑。
督查组到达现场时，炉窑均未使
用。但4台炉窑中，有1台新建炉
窑废气治理设施不完善，且缺少
环保手续，存在未批先建、未验
先投等问题。该新建炉窑，被责
令停产整治。

■开展涉外活动或举办
讲座须报备

记者了解到，截至9月底，我市
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共有2301家。
此外，在各镇区备案的社区社会组
织超过1000家。

《办法》将原政策关于社会组
织“良好信用信息”“严重不良信
用信息”“一般不良信用信息”“中
度不良信用信息”的分类办法进
行重新调整。其中，“信用红榜”为
具有良好信用信息的社会组织，
信用黑榜则是被列入“活动异常
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社会
组织名单。

根据《办法》要求，社会组织在
上一年度未按照规定时限和要求
进行年度检查的；通过登记的住所
无法与社会组织取得联系的；在填
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
财务会计报告中弄虚作假的；开展
涉外活动或举办各种报告会、研讨
会、论坛、讲座前未按规定向登记
管理机关报备，并产生严重后果
的；未依法按章按时换届或产生负
责人等20种情形将被列入“活动异
常名录”。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将严惩

《办法》明确，社会组织被列入
活动异常名录满 2年的；弄虚作假
办理变更登记，被撤销变更登记
的；受到限期停止活动行政处罚
的；受到5万元以上罚款处罚的；三
年内两次以上受到“警告”或者“不
满5万元罚款处罚”的；被司法机关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登
记管理机关作出吊销登记证书、撤
销成（设）立登记决定的；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应当列入
的，以上 8种情形将被列入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

此外，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的社会组织面临严惩，民政部门
可以采取或者建议有关部门依法
采取下列惩戒措施：将其列入重点
监督管理对象；不给予资金资助；
不向该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不授予
相关荣誉称号；作为取消或者降低
社会组织评估等级的重要参考；以
及实施已签署联合惩戒备忘录中
各项惩戒措施。

国庆假期我市公交
增加营运班次

运送乘客
近400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唐益 通讯云 凌玮婷）8
日，记者从市公交集团了解到，国庆假期市
公交集团累计发送 5.79万营运班次，安全运
送乘客380.25万人次。

期间，市公交集团加强了与汽车总站、
城轨中山北站、城轨中山站等交通枢纽的客
流衔接，加大了途经景区、商圈的线路班次
投入，方便市民外出游玩。与此同时，通过智
能调度系统密切关注道路状况和客流变化，
并安排30辆加班应急车辆，在客流高峰期及
时调配车辆，确保乘客顺利乘车。据悉，7天
假期，市公交集团共投放2200多辆公交车参
与营运，行驶里程达 268.39万公里，加密 12
路、001路等公交线路32条，其中10月1日至
3日共增加班次1010班。

民众镇乡村游受欢迎

国庆假期
接客13.9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柯颂 通讯员 康雪涛 ）8
日记者获悉，国庆七天假期，民众镇共接待
游客13.9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460多万元。
主要旅游景点接待游客近 8万人次，餐厅及
农家乐5万多人次。

今年国庆假期，民众镇举办了以“走进
民众水乡·体验乡村旅游”的旅游文化节庆
活动，丰富活跃了假日旅游市场。据悉，莅临
民众镇游玩的游客多以自驾游为主，占总接
待游客数的90%以上，来源地以中山市内、广
州、深圳、香港等地为主。

国庆期间我市社会
稳定秩序良好

接处警情
同比降4.26％

本报讯（记者 卢兴江 通讯员 宋宏
德）8 日，记者从市公安机关了解到，国庆
七天长假，我巿社会秩序平稳有序，全市
接处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 4.26％，未发
生危害公共安全、影响恶劣的重特大刑事
案件。

国庆期间，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共安排执
勤警力9176人次、备勤警力18018人次，有效
震慑和打击街头违法犯罪活动，其中“两抢
一盗”案件同比下降了92.31％。

据了解，节日期间，全市举办大型活
动 7场次，参与群众 8.41万余人次，投入安
保力量 1445人次，未发生人流拥挤踩踏等
安全事故；交警部门共投入警力 6320 人
次，查处和纠正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083
起，发生交通事故同比下降 7％，全市未发
生较大交通事故；消防部门重点排查整
治，人员密集场所和公共娱乐场所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消防设施等消防安全隐患，
全力预防火灾事故发生。节日期间，全市
发生火灾 7 起，无人伤亡，未发生重大火
灾事故。

市纪委监委公布市
工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
李德荣忏悔录

肆无忌惮以权谋私
最终锒铛入狱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钟继宣）
10月 8日，中山市纪委监委公布了违纪违法
公职人员第二期忏悔录。市工商局原党组书
记、局长李德荣忏悔称，因为视规章制度如
无物、肆无忌惮以权谋私，最终给自己划出
了急转直下的人生抛物线，不仅违纪违法还
锒铛入狱。

李德荣1975年10月参加工作，在工商系
统摸爬滚打三十多年，从基层办事员到成为
一名正处级领导干部。2017年5月，李德荣因
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公职，其涉嫌犯罪问
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我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本该平安退
休颐养天年，却落得锒铛入狱的悲惨结局。
在接受组织审查期间，我一直在反省和反
思。”李德荣在忏悔录中说，他在工作中漠视
制度，视规章制度如无物。在和社会老板交
往的过程中，看着社会老板们过着纸醉金
迷、一掷千金的奢靡生活，心理严重失衡，于
是对花天酒地、风花雪月的生活心生向往并
主动追求。

李德荣忏悔称，随着职务的升迁、权力
的增大，他在待人处事上也变得越来越肆无
忌惮，大肆收受各种贿赂。在人事提拔、调
整、调动中也胆大妄为，收受各种钱物，什么
饭都敢吃、什么朋友都敢交、什么钱都敢收，
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利益，重创了工商系统的
形象。 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南粤风采”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274期
开奖结果如下:
基本号码：（02）、（12）、（16）、（17）、（23）、（35）
特别号码：（28）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274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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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74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28）、（兔）、（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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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8274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6、5、6
“排列五”中奖号码：6、5、6、1、6
兑奖时间从2018年10月8日起至2018年12月7日止。

“超级大乐透”第18118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04、05、14、21、34、06、09
兑奖时间从2018年10月8日起至2018年12月7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10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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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启动污染天气应对措施，多部门联合开展大气督查

企业炉窑未批先建被责令停产

修订后的《中山市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
办法》正式施行

8种情形视为“严重违法失信”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 通讯员 李盛欢）记者昨日从市民政

局获悉，社会组织举办涉外活动、讲座、研讨会没有向民政部门
报备，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社会组织弄
虚作假办理变更登记等8种情形，也将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新修订的《中山市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现已生效，有效期为3年。

近日，我省天
气晴热、近地面风
速减弱。受此影响，
预计 7—9 日全省
空气质量将出现以
臭氧为首要污染物
的良至轻度污染。8
日，我市启动污染
天气应对措施，要
求不符合要求、未
完成综合整治的企
业，停工整改或限
制生产。8日下午，
由市环保局、市住
建局等五部门组成
的督查组，前往民
众、三角联合开展
大气督查。

本报记者 唐益
通讯员 肖欢欢

民众镇阳光大道正在施工，路面频繁有运输车辆经过扬起灰尘，该工地被责令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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