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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20位市民喜获
福彩站点经营资格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 通讯员 李盛欢）
10月10日上午，中山市福彩中心在中心二楼
会议室举行了福彩投注站公开征召抽签仪
式，在公证员、媒体记者、现场观众的监督
下，通过公开抽签的方式，确定了 20位市民
获得设立福彩投注站经营资格。

据悉，经广东省福彩中心批准，中山市
福彩中心从8月10日起向社会公开征召设立
20个福彩投注站，申请时间内共受理公众申
请 71份。9月 3日至 9月 21日期间，中山市福
彩中心工作人员通过严格的资格审核和现
场勘察，确定符合设立福彩投注站的申请46
份。最终，由申请者代表分别抽出了 20位获
得福彩投注站经营资格的社会公众和 10个
候补名额。

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山市福彩中心此次
公开征召福彩投注站，旨在进一步开拓福利
彩票销售市场，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福彩
投注站设立新机制，提高业务工作的透明
度，全面落实建设“阳光福彩”。

市卫计部门召开 10
月份重点传染病防控通
报会

旧村屋和建筑工地
成登革热防控重点

本报讯（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于芝春
黄海航）昨日上午，市卫计部门召开 10月份
重点传染病防控通报会，记者从会上了解
到，本月我市登革热疫情播散的可能性较
大，此外，还要注意防控诺如病毒感染和手
足口病。

据通报，今年9月份以来，我市登革热输
入病例和本地病例明显增多，输入病例涉及
12个镇区，本地病例涉及 12个镇区，输入和
本地累计涉及 16个镇区。我市本地疫情，以
散发疫情为主，大涌镇、沙溪镇、小榄镇和古
镇镇有局部聚集性病例。9月下旬以来，日均
气温有所下降，伊蚊叮咬更加凶猛，而我市
蚊媒监测数据也显示伊蚊密度较高，登革热
传播风险极大。

市疾控专家陈雪琴提醒，10月份国庆长
假后，由于省内外和境内外人员流动频繁，
我市登革热的输入疫情会进一步增加，而且
本地登革热疫情播散的可能性较大，需重点
防范的高风险场所为城乡结合部的旧村屋
和建筑工地。

我市症状监测提示，9月份以来，我市报
告 3起托幼机构诺如病毒感染聚集性疫情。
综合分析研判认为，提示我市已进入感染性
腹泻流行季节，要注意防范。

另据通报，9月份开学以来，我市手足
口病发病趋势呈缓慢上升趋势，最近一周报
告手足口病 570例，较上周上升47.67%，超过
预测基线。

登革热是怎么产生的？海洋污染会对鱼
类产生什么影响？10月11日，由市科协、市教
体局、市科技局、团市委、市文明办共同举办
的第七届中山市青少年科普剧大赛拉开帷
幕。来自24个镇区多所学校派出代表队，以
科普剧的表现形式传播科学知识。

本次比赛共评出特等奖 3 名，一等奖 5
名，二等奖8名，三等奖若干名，总分排名前
三的剧目将获推荐参加10月底举办的第四
届广东省科普剧大赛表演赛。

本报记者 缪晓剑 张房耿 摄影报道

普及科学知识
激发科学兴趣

10 月 10 日下午，民众镇小
雨。村民汤先生把记者带到“蝶
变”现场——新平村新平新路与
S111交汇处，路口已竖起“施工
现场 闲人免进”的告示牌。因为
雨天无法施工，只见看守工地的
工人。

一块名为“新平村休闲健身
公园建设项目”的大块公示牌矗
立在在建公园的东北角，上有健

身公园大幅位置彩图和建好后
的效果图。项目简介显示，公园
将保留鱼塘湖面约1200平方米，
里面的建筑设计采用的是岭南
风格，公园主出入口将设置观赏
石和岭南风景墙。公园内不仅规
划有儿童和老人活动区，还有村
民篮球场、羽毛球场以及村民演
出舞台等20个项目。

记者看到，公园的下水系

统、入口风景墙、演出舞台和景
桥正在同步施工，最基础的下水
系统差不多已经完成，景桥见雏
形，已经看不到鱼塘的影子。

汤先生说，鱼塘是村集体
的，一直对外承包，一年租金大
概 7000 元，存在十多年了。“不
过，鱼塘靠近省道和村道，有一
定的安全隐患，规划成公园是再
好不过的事了。”

>>>上接1版
扩大开放让过去“被全球化

遗忘的角落”重获发展机遇。5
年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 82个，
累计投资 289亿美元，为当地创
造了24.4万个就业岗位。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报告指出，“一带一
路”倡议实施可以弥补中国的伙
伴国长期存在的巨大基础设施
缺口，扩大贸易，增加就业。

“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
国有责任也有意愿在开放中与
其他国家分享市场与经验。”国
际贸易学会中美欧战略经济研
究中心共同主席李永说。

是威胁还是机遇？资本会
“用脚投票”。今年前 8个月，中
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4万多
家，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吸收
外资额 5604.3 亿元，同比增长
2.3%。

看未来，中国的中等收入群
体已达 3亿人以上，今后每年进

口将超过 2万亿美元，开放的中
国愿意让世界搭乘发展的“顺风
车”。

■中国是公平贸易的破坏
者还是坚定维护者？

环顾世界，一些国家曾经高
举自由贸易大旗、享受过全球化
红利，一旦发现其他国家迅速发
展，自己的实力正在下降，就从

“自由贸易”转而强调所谓的“公
平贸易”，指责中国是公平贸易
的破坏者。

加入世贸组织的 17 年里，
中国开放程度远远超出当初承
诺的广度和深度：在世贸组织
12大类服务部门的 160多项分
部门中，中国已开放 9 大类的
100项，接近发达国家平均开放
的 108项，远超发展中国家的 54
项；中国服务领域开放部门已达
到 120个，远超当时规定的 100
个……

“当一些国家要修正甚至放

弃现存国际贸易体系的时候，中
国已经成为这一体系最有力的
捍卫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
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

阻止收购美国半导体公司、
欧洲地图服务提供商、美国汇款
公司速汇金国际……美国以“国
家安全”等为理由，对中国企业
在美正常投资和经营活动制造
障碍和限制。

世贸组织争端裁决的研究
报告显示，世贸组织三分之二的
违规都由美国引起。另据有关统
计，一年多来，美国政府对数十
个国家的 94项“不公平交易”进
行调查，同比激增81%。

如同赛场，同场竞技，遵守
“游戏规则”至关重要。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
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目前
规模最大、最受欢迎的国际合作
平台。这一倡议以其多边主义理
念赢得各方信任，被视为中国新
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截至

今年 9月，已有 130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合作协
议。

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
构建亚太“互联互通”格局；从成
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到推动人
民币国际化……中国日益成为
新理念提出者、新模式探路者和
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
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说，中国对
外开放已经站上了一个更高的
起点，在拓宽开放大门的同时，
着力加强开放规则和制度建设。

从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到
更注重改善营商环境；从促进出
口，到扩大进口，推动贸易更加
平衡发展……中国的一系列举
措不是对过去的简单重复，而是
跑出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开放

“加速度”。
商务部部长钟山日前表示，

今年中国宣布的系列开放举措
正在逐项落实，今后中国开放力

度会更大、水平会更高，中国将
继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
企业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发布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
单，在减税降费方面对中外企业
一视同仁，加大惩罚侵犯知识产
权行为力度……开放措施和政
策既显示出中国自主开放的力
度，也让外国投资者吃下“定心
丸”。

今年1至8月，包括新加坡、
韩国、日本、英国、美国等在内的
国家对华投资金额增幅明显，其
中，美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
23.6% ，东 盟 国 家 同 比 增 长
27.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
比增长 26.3%，扩大开放的成效
正不断显现。

“今年我们将在中国新建两
个研发基地，立足中国为全球市
场研发产品。”宝马集团大中华
区总裁高乐说，“我们看好中国
这个市场的潜力和未来。”

据新华社

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每年坐收7000元租金还是支出7万管理费？民众镇新平
村为改善人居环境作出新选择——

7亩鱼塘“蝶变”健身公园

○记者：在坐收鱼塘
租金和规划建成村民公园
的选择中，新平村委选择
了后者，出于怎样的考虑？

●关少琴：的确，规
划成健身公园后，村委
不仅每年少了7000元的
可支配收益，建成后，每
年还需支出大约 7万元
的维护和管理费，一正
一反，表面看是自己给
自己找麻烦，实际上是
村委给村民们办了一件
好事、实事。村里在壮大
经济的同时，村民们对
优美环境和美好生活的
向往更值得我们付出。

○记者：鱼塘位置

偏离村中心，新平村可
以和许多村一样，就近
在一些废旧物业用地上
规划建设公园。

●关少琴：长远来
看，在建公园处在村里
新规划的新平新路主干
道，而且不远处就是酷
酷奇果丛林和水乡四季
风景区，村民骑车和徒
步很快都可以到达。

○记者：健身公园
何时能建好开放？

●关少琴：公园的
基础虽然开始做了，但
有些手续还在补办中，
希望明年之内，村民能
够进园休闲健身。

7亩集体鱼塘给民众镇新平村的村官们出了一道有些“烧脑”的选择题：是长期出租，每年坐收
7000元的租金？还是忍痛割爱，规划建设成“健身公园”，提高村民的品质生活？村官们最终选择了后者。

在租鱼塘为什么会规划成
健身公园？记者随后来到新平村
村委会，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关少琴给记者解读了村委
会的想法。

原来，这块鱼塘虽然属于村
集体所有，但占地只有 7亩，而
且呈不规则的三角形。此外，鱼
塘处在大路边，有安全隐患，管
理起来也不方便，属低产鱼塘。
尽管如此，这个鱼塘一年也能给

村集体创造7000元的租金收益，
对于富裕村来说，这算不了什
么，但对新平村来说，也是一笔
可观的收入。

“新平村的老人和小孩不
少，但一直没有一处休闲和健身
的地方。两年前，村委展开讨论，
有村干部提出将这处鱼塘改成
公园，也有干部持不同意见，不
过，讨论来讨论去，村官们最终
还是决定改建成公园。”关少琴

说，想法早有了，可是需要投入
200多万元，钱从哪里来？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计划”
和“新农村建设”项目的实施，新
平村被确定为示范村，市镇两级
支持600万元，重点扶持“人居环
境整治”项目。有了资金，新平村
申报了休闲健身公园项目，得到
市镇两级有关部门的批准后，今
年 8月，总投资 200多万元的健
身公园项目正式上马。

健身公园正在“蝶变”中

“乡村振兴计划”带来资金

对话

村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值得付出

本报记者 卢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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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7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0、2、5
“排列五”中奖号码：0、2、5、2、7
兑奖时间从2018年10月11日起至2018年12月10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10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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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色球”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119期开奖结果如下:
红色球号码：（03）、（13）、（14）、（16）、（25）、（27）
蓝色球号码：（12）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277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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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77期开奖结
果如下:
基本号码：（03）、（05）、（09）、（13）、（25）、（34）
特别号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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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77
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24）、（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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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关于《中山市板芙镇东北片BF03、
08、14街区控规调整》公示的公告

《中山市板芙镇东北片 BF03、08、14 街区控规调

整》草案已通过相关审查程序，根据《中山市城市规划

公开规定》，现对该草案予以公示。

本公示自刊登(通过中山日报、板芙镇政府网站

http://www.zs.gov.cn/bfz/index.action 进行公告）之

日起30天内，广大市民或与之存在相关利害的单位、组

织可到板芙镇文化广场公示栏进行查阅，若需要更详

细地了解规划资料，可以直接联系以下电话进行索取。

联系地址及电话：

中山市板芙镇芙中二横路城建大楼，86501597

中山市板芙镇人民政府

2018年 10月 12日

中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告
陶灿（中山市神湾镇康兰烧味档经营者，身份证号码：430124********
6563 ）：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我局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
定书》（中食行罚〔2018〕SW B1号）：

你（单位）于2015年10月23日至2015年11月17日涉嫌销售不合
格“卤水猪耳”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
第（四）项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
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
1820.00元；2、处罚款：50000.00元。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处以没收物品处
罚的，请在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将被没收物品上缴我局。被
处以罚款或没收违法所得处罚的，请在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到农业银行中山分行、建设银行中山分行、工商银行中山分行、中国银
行中山分行、交通银行中山分行或中国民生银行中山分行缴纳罚没款。
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中
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案件受
理地址：中山市博爱六路12号中山市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一楼东侧行政
复议案件受理大厅或者所在镇区<石岐、东区、西区与南区除外>综治信
访维稳中心行政复议案件受理点）或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起诉。

特此公告
中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10月12日

施工通告
(富湾东路、富湾南路)

因中心城区市政主干道路路面及综合提升改造项目(富湾东路、富湾南路)

施工的需要，中山市代建项目管理办公室定于2018年10月15日至2019年1月

12日，对东区富湾东路、富湾南路实行局部封闭施工。

请广大驾驶员知照，提前选择出行路线。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中山市代建项目管理办公室 中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2018年10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