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见习生 李鑫）近
日，市发展和改革局联合市教育
和体育局举办中山市中小学生诚
信微作文创作大赛。据了解，此次
参赛人员涵括全市小学五年级和
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分成两组进
行参赛。

大赛共分两个阶段评选，11
月 1日至 11月 30日为初选阶段。
在这个阶段内，各学校需组织学
生参与大赛，并挑选其中的优选
作品参与专家评选。而在 12月 1
日至 12月 4日期间举行的专家评
选阶段，将组织专家对各学校选
送的微作文进行打分，并最终评
选出中学组和小学组的获奖作
品。届时，获奖作品将选登在《中
山日报》、“信用中山”的微信公众
号上。

此次大赛的参赛作品以诚信
为主题，反映学生对诚信的 切身
体验、理解和感悟。作品题目自
拟，体裁不限于故事、散文、诗歌
等，须为原创，不得抄袭。作品字
数在 1200字以内。提交时请在作
品上注明姓名、班级、学校、联系
方式、指导教师。

我 市 举 办 中
小学生诚信微作
文大赛

获奖作品
将在本报选登

镇区学校参赛作品由
各镇区统一报送，各学校报
送作品不得少于 5 篇，市直
属学校报送数量不得少于6
篇。各镇区及市直属学校报
送的作品，须统一写于作文
纸，并填写好相关信息，然
后将作品以镇区、市直属学
校的名义，统一于11月30日
之前送达。（地 址：中山市
中山五路1号中山日报大楼
6 楼，联系人：陈小姐，联系
电话：89882951）

■如何提交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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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一带一路”国
际文化交流

中山粤剧亮相
智利国际民俗节

本报讯（见习生 王欣琳）11月8日上午，
中山中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携广东香山粤
剧团远赴智利，参加智利第十一届国际民俗
节，展示粤剧这个岭南文化瑰宝的风采，从
而拉开 2018中国广东中山传统文化（粤剧）
走进智利系列活动的帷幕。

据悉，此次活动是中山市委宣传部推动
文化“走出去”的交流活动，贯彻和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提出的“把粤剧传承
好发扬好”重要指示精神，拓展“一带一路”
国际文化交流，进一步把粤剧艺术推向国际
社会。

在智利时间11月13日晚，香山粤剧团还
将举行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慰问华人华侨
专题演出”活动，用中国文化、粤剧风采唤起
全球华人华侨共同的文化基因，以文化交流
凝聚民族力量，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市委办举办全市党
委信息工作业务培训班

全面提升业务素养
发挥党委信息
主渠道作用

本报讯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为市委市政府推动落
实四个方面的要求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参
谋服务，11月 7-9日，市委办公室在市委党
校举办为期3天的全市党委信息工作业务培
训班，组织各镇区党政办、市直相关单位办
公室106名信息员进行集中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专门邀请了省委办
公厅业务处室领导就信息采集与编写、紧急
信息报送等业务工作进行辅导，并围绕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当前意识形态
形势、现代产业建设等内容邀请专家授课，
旨在通过业务知识培训和时政热点解读，进
一步增强全市信息员对信息工作重要性的
认识，把做好信息工作作为加强党对一切工
作领导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不断提高
自身业务素养，积极挖掘基层推进四个方面
的重要要求的创新思路、亮点做法、难点问
题以及相关社情民意，充分发挥党委信息工
作的主渠道作用，为推进“五个中山”建设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市委办）

本报讯（记者 唐益）《中山
市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
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征求意见稿）》7日第三次公
开征求社会意见。记者了解到，
此次征求意见稿主要调整了高
中录取计分科目设置，高中录取
分A、B两种类型。其中A类将物
理、化学作为比例计分科目，B
类将历史、道德与法治作为比例
计分科目。

此次征求意见稿明确，在投
档录取时，各普通高中的招生计
划分为A、B两种类型，分别按不
同的投档总分（简称总分A和总
分B，满分值均为600分）进行录
取，其中指标生按 A 类计划执
行，A、B计划的比例由各普通高
中学校自主确定。在 2019-2020
年改革过渡期内，开始探索试验
A、B两类招生计划。

各高中在招生录取中，实行

“4+2+N”模式。
“4”为基础计分科目，包括

指语文、数学、英语和体育与健
康在内的科目，以原始成绩纳入
投档总分，总分A、B相同。

“2”为比例计分科目，每名
学生成绩，将分别按A、B两种方
式计算总分，对应高中学校A、B
两类招生计划。物理按原始成绩
100％、化学按原始成绩 90％计
入总分 A；历史按原始成绩

100%、道德与法治按原始成绩
90％计入总分B。

“N”为等级科目，A类计划
投档时，历史、道德与法治、生
物、地理及信息技术纳入等级科
目；B 类计划投档时，物理、化
学、生物地理、信息技术纳入等
级科目。

此外，艺术科目将随省市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进程逐步纳入
等级科目。等级科目在普通高中

录取时设定等级总分要求，其中
A+、A、B+、B、C分别按 5分、4
分、3分、2分、1分计算等级分，
艺术、信息技术等科目考试合格
的以 2分计算等级分，不合格的
不计算等级分。

中职学校录取按语文、数
学、英语、体育与健康四科总分
投档，各专业对其他科目的等级
要求由招生学校结合专业自主
确定。

省教育厅2019届毕
业生供需见面会在电子
科大中山学院举行

400多家企业
入场揽才

本报讯（记者 唐益 文波 通讯员 曾荔
枝 王凯琪 刘宁）7日，省教育厅2019届高校
毕业生供需见面活动（中山地区专场）在电
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举行。该场招聘会共有
近千家企业报名参加，最终学校从企业资
质、薪酬、提供岗位、新生满意度等条件综合
考虑，筛选出400多家企业到现场进行招聘。

据介绍，本次招聘会吸引了完美（中国）
有限公司、谷歌（中山）、广东长青（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家乐福、健康基地、大洋电机、
名门锁业、广东长虹电子有限公司、中山市
大信控股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参加，招聘的
岗位涵盖研发类、管理类、文职类、技术类、
营销类、基础类等32个专业。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方便学生求职，招
聘会现场按照专业、区域等划分专区。多数
企业将起薪点定在了 3500元—4000元/月，
其中不少教育类培训机构，更开出上万元月
薪。

据悉，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2019 届
本科毕业生共有 4800名，创历史新高。学校
对参加供需见面活动的每一家企业和每一
位毕业生将进行延伸调查，希望对学校的人
才培养提出宝贵的反馈意见。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 通讯
员 陈晓华）省钱了！自 11月 11
日起，市民乘公交通过手机二维
码扫码支付将实行五折优惠，今
后将与中山通实体普通 IC卡享
受同等乘车折扣补贴。值得注意
的是，之前市民通过支付平台购
买公交月卡、周卡、次卡已享受
相关折扣优惠的市民将可“折上

折”，最低车票只需0.5元。
实现手机二维码扫码支付

乘车，被列入今年中山市“十件
民生实事”。据透露，自 7 月试
点，并在 9月底完成快速公交站
点设备改造后，目前市公交集
团运营的公交线路已几乎完成
车载刷卡设备升级。数据显示，
已有近 50万用户领取了“中山

通电子交通卡”，日均约 3万人
次使用扫码支付乘坐公交出
行。

“中山通电子交通卡”之前
不是已有 5折优惠吗？市公交集
团解释，目前市民选择通过支付
宝购买公交折扣月卡、周卡、次
卡可享受乘车五折优惠，该五折
优惠是由支付平台提供，有一定

限期。其中公交月卡2.99元/张，
可享受60次5折权益；公交周卡
0.99元/张，可享受 14次 5折权
益；公交次卡，0.99元/张，可享
受10次5折权益。

而从 11月 11日起，今后市
民扫码乘坐公交出行实现与中
山通 IC卡享受同等乘车折扣补
贴优惠，该 5折优惠的补贴机制

与中山通的实体卡一致，是无限
期的。而11月11日至12月31日
期间，两项折扣还可兼容，享受

“折上折”。例如，一市民单次乘
坐公交票款为 2元，通过扫码支
付享受五折优惠，需支付 1元；
如果使用月卡、周卡或次卡，在
1元基础上再享五折优惠，本次
乘车仅需附0.5元票款。

扫码支付乘公交可打五折
自11月11日起实施，部分乘客还可享“折上折”，最低只需0.5元

车载冰箱的发展历史
并不短，最早可以追溯到
英得尔发明车载冰箱的
1967年，原本风靡于欧洲，
是欧洲人出行必备的食物
保鲜神器。在史杰君的努
力下，2005年，英得尔在火
炬区国家健康产业基地内

投资成立广东英得尔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最开始中
山工厂只是充当 OEM 角
色，直到2012年，产品才正
式登陆中国市场。

该公司产品技术上，通
过引入德国精确控温的制
冷技术，精准控温，高效制

冷，并且在锁鲜温度上不断
突破，引领车载冰箱品类的
制冷标准。史杰君介绍，截
至目前，英得尔车载冰箱已
经畅销欧美等 66个国家，
全球用户超过 400 万人。
2018年上半年销量同比增
长95%，继续稳居国内高端

车载冰箱销售第一。
一台“机械手码垛机”位

于一楼车间的一角，“默默”工
作着。用上这台设备后，原本
需要5人才能完成的工作，现
在实现了“无人化”。一年下
来，这台设备可完成30万台
车载冰箱的包装“重任”。

我市高中招生拟实行“4+2+N”模式，目前正征集意见

高中录取或将分文理

“微冰箱”里装着“大能量”
英得尔公司瞄准车载冰箱市场，勇夺行业“冠军”

从二楼检测中心检测完
后，一款款黑色外壳的“微冰
箱”顺着传输带，乘着电梯，
“欢快”地进入到一楼总装生
产线，在少数工人的辅助下
完成相关工序，最后进行自
动化包装…… 这是广东英
得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英得尔），改造后新启
用的自动包装生产线一角。
11月 7日，英得尔董事长史
杰君向记者介绍，这是 2017
年投入上千万元，花了近一
年时间，改造完成的智能化
总装生产车间，人员减少了
三分之一，产能提高了20%，
质量明显上升。

市委市政府人民群众
来访接待室迁址公告

因办公场所调整，市委、市政府人民群众来访接

待室于2018年11月6日起迁址至市委市政府大院

北侧（新址位于大院后面兴龙街）。

特此公告。

中山市信访局

2018年10月29日

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双色球”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131期开奖结果如
下:
红色球号码：（21）、（22）、（24）、（3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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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05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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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05期开
奖结果如下:
基本号码：（09）、（10）、（11）、（22）、（33）、（36）
特别号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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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305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26）、（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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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彩双色球十亿元大派奖：10月21日起，连续二十
期，胆拖复式投注，每期一等奖派奖两千万，六等奖
奖金翻倍，胆拖复式投注有惊喜，大奖小奖一起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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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8305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1、9、0
“排列五”中奖号码：1、9、0、6、0
兑奖时间从2018年11月8日起至2019年1月7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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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公司展厅的最显
眼位置，摆放着一台刚刚
获得“2018年度美国 IDEA
设计大奖”的 T20 车载冰
箱。这款“微冰箱”容量只
有20升，净重10.8公斤，体
积只有 0.057 立方米。虽
小，但功能却十分了得，可
实现15分钟制冷到0℃。

“这款冰箱今年3月28
日正式推向市场，在京东、

天猫上都是爆款。今年京
东 6·18，我们成为京东高
端车载冰箱品类销量和销
售额双冠军。”史杰君说，
随着 80后、90后消费市场
的成熟，这些新颖的产品
更会受到青睐，产品迎合
了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趋
势。

据史杰君分析，从绝
对数值上看，中国已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
从京东数据看，今年上半
年在车载产品类目中，车
载冰箱增速最快。车载冰
箱这一“小”品类可以撬
动一个大市场。据他介绍，
该公司今年预计实现 4亿
元销售收入，明年超 5 亿
元，2020年超10亿元，随后
将进入“爆发期”。

“现在的停车场位置

正准备建一幢新的研发和
办公室大楼，还准备新添
几个智能生产车间。”史杰
君说，英得尔目标是在5年
内，成为世界第一的百亿
级销售规模的车载品牌企
业。按照经济学上1：5的乘
数效益，将通过英得尔这
个“龙头”带动中山上下游
500亿元的产业规模。

本报记者 谭华健

■一台包装机一年“包装”30万台

■“小”品类也能做成“大文章”

英得尔车载冰箱生产线。 本报记者 夏升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