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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6日，本报报道了番中
公路民众－三角段发现废品收
购站倒卖柴油事件后，民众镇党
委、政府十分重视，镇主要领导
亲自安排专项整治工作。11月 7
日下午，分管领导召集镇经信
局、工商分局、公安分局、安监
分局、消防中队以及番中公路
路段所属村（社区）居委会书

记、治安员，研究部署打击废品
站倒卖柴油专项行动。据了解，
番中公路旁废品站倒卖柴油行
为时有发生，虽然经相关部门
组织多次打击，但由于违法成
本低，仍未杜绝，近期油价上
升，倒卖柴油行为有所增加。对
此，民众镇从以下几个方面开
展专项整治工作:

一是发挥群防群治的积极
作用，形成高压态势，沿线各村
安排治安队员对废品站加强巡
逻，发现嫌疑情况和车辆，拍照
发送到工作微信群，专项行动小
组及时跟进。

二是要求沿线各村加强生
产小组土地租赁管理，在番中公
路旁租赁土地到期后不再出租

给废品站，重新发包的租赁合同
上增加不能经营再生资源行业
条款。

三是组织城管执法、国土部
门整治番中公路沿线废品站“两
违”情况，对不符合要求的建筑
坚决拆除。

四是加强源头治理，拍照取
证涉嫌倒卖油货车，利用公安系

统查询货车所属单位，将有关情
况反映给企业，实现企业对司机
盗油行为进行内部管治。

据悉，7 日晚上，专项行动
小组巡查了番中公路沿线 8家
废品站，发现其中 4家废品站有
倒卖柴油的嫌疑，目前正在进一
步跟进中。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 徐钧
钻 通讯员 周成祥）昨日
上午 11时许，西区中学的
校长、老师及家委代表带
着锦旗和感谢信来到市公
交集团，感谢该集团近期
加开公交班次，并且开进
校园，解决了近200名学生
的出行问题。

据西区中学家委会代
表徐小敏介绍，西区中学
每天在 17:05分放学后，有
近 200名学生需穿过大马
路到达“翠景文化公园”或

“翠景湾”公交站乘坐 050
路公共汽车回到沙朗片
区。由于放学期间正处于
下班高峰期，乘车市民较
多，路上的大车货车较多，
学生在放学后跨过马路，
险象横生。“安全出行是一
方面，尽管安全到了公交
站点，由于在‘上游’站点
乘坐公交的市民也是高峰

期，学生往往需等 2-3 趟
才能坐上车。学生 17点放
学，很多都在 19点后才能
到家。”

西区中学校长莫秀红
在开学后将相关情况汇
总，反映到西区交通分局、
公交集团，就解决沙朗片
区学生放学期间乘坐公交
难的问题进行探讨，相关
部门随即开展了实地考
察。前期，公交集团采取加
密途经该校的050路班次，
但该线路从博爱医院发
车，来到学校以后已经满
座，且因道路拥堵等问题，
未达到预期效果。为此自
2018年 10月 31日起，公交
集团安排西区中学附近的

“055 路”代替“050 路”于
17:10和 17:30从西区中学
学校门口发车，将学生送
回沙朗片区，不少学生回
家时间提前了不少。

一男子向法庭提交虚假
证据材料

妨碍诉讼被罚2万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见习生 王欣琳

通讯员 吴娟欢）在法庭上故意提交自相矛
盾的证据材料妨碍民事诉讼，结果因此被重
罚。11月7日，市第一法院对提供虚假证明材
料的彭某作出罚款2万元的决定。

法院在审理原告黄某胜与被告黄某的
合伙协议纠纷案件过程中，彭某作为第三人
的身份，要向法庭陈述是否已经将涉案物业
从 2013年 12月 1日至 2026年 8月 31日的租
金共 333万元已经一次性支付给被告的问
题。但彭某此后先后做了两份完全相反的情
况说明，一份称租金已经一次性支付给被
告，另一份则称租金是按月现金支付。

案件承办法官介绍，彭某出具的《情况
说明》是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获得支持的重
要证据，而彭某的行为严重干扰了法院对案
件事实的判断，属于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
定罚款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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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茶叶商会举办
安溪铁观音茶王争霸赛

近百家茶商
同台拼品质

本报讯（记者 黄标 通讯员 韩静）11月
6日，记者从中山市茶叶商会获悉，2018年中
山市秋季安溪铁观音茶王争霸赛将于 11月
10日在中山市南区华通行茶叶市场举行。

据了解，本次茶王争霸赛面向中山市各
地区涉茶单位及个人或安溪县境内的茶农、
茶商、合作社、茶厂等，届时将有来自安溪县
茶叶协会广东中山分会与中山市茶叶商会
的近百家会员企业，携各家最新上市的安溪
铁观音茶叶到场参赛，同台争夺本年度的安
溪铁观音“茶王”桂冠。

据介绍，本次茶王赛将评选出安溪铁观
音清香型、浓香型、陈香型三种类型茶奖项，
分别设金奖一名，银奖两名，铜奖三名，优质
奖四名。本次评选团队由安溪县政府组织国
家资深高级评茶师3-5人来到中山组成本次
茶王赛评委。

中山市茶叶商会会长上官结成介绍，本
次大赛是组织中山市茶叶商会和安溪县茶
叶协会广东中山分会的近百家经销商会员
企业集中“练兵”，提高会员企业的经营管理
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南头镇商会

开展知识培训
服务企业发展

本报讯（见习记者 谢子亮）为营造沟通、
交流、学习的组织氛围，11月5日下午，南头镇
商会在南头家电创新中心三楼会议室举办了
第一期培训学习。南头镇商会和南头镇个私
协秘书处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该次培训。

据介绍，本次法律知识培训由南头镇商
会诉调对接工作站顾问何洪华主讲，就企业
间的借贷和民间借贷等问题进行了讲解。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南头镇商会将针
对每个职能部门的不同板块，每期确定一个
主题，围绕主题开展学习交流。该学习活动
计划每月两期，下一期将会围绕金融服务和
科技政策知识主题进行学习交流。

本报讯（记者 陈伟波 通讯
员 牛全中）筹备三个多月的“2018
粤港澳大湾区互联网应用创新大
会”，将于11月21-22日在喜来登
酒店举行，中山首份互联网行业权
威报告——《2018中山互联网发
展报告》也将同步发布。11月7日，
大会筹备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外发布了这一消息。
据悉，本次大会是由广东省

互联网协会、中山市科学技术协
会、中国中小企业互联网应用创
新（中山）示范园指导，中山市互
联网应用创新协会主办的，为期
两天。期间，主办方将创新地采用

“1+1+1+1+2”的方式，安排6场

活动，即一场开幕式、一场颁奖典
礼、一场酒会、一场专家企业行、
两场分论坛，并邀请粤港澳大湾
区各城市互联网行业组织、知名
互联网企业以及中山市互联网行
业企业、从业人员参加。

作为中山首份互联网行业
发展报告，《2018中山互联网发

展报告》将于大会开幕式上发
布。该报告对中山市互联网发展
环境、主要细分行业、重点领域
的发展状况进行总结、分析和研
究，既有宏观的分析和综述，也
有专项研究。对中山市互联网相
关从业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期间，主办方还邀请一批业

内“大咖”作精彩演讲并将有 15
家企业精彩亮相，展示互联网应
用的优秀案例；另有30多家投资
机构到场与互联网企业面对面
交流、接触，寻求合作机会。主办
方也将在会上表彰 10 名“2018
中山互联网应用优秀案例”、10
名“2018中山互联网创新人物”。

“阿姨，您可以在家从手机
淘宝端进入‘淘鲜达’下单订购
我们的所有商品，只要您住在超
市周边三公里内，一小时后就可
在家门口收到商品，不用辛苦跑
来超市的。”11月7日傍晚，在大
润发超市石岐店三楼一排排“双
十一享疯狂 5折”堆头前，许多
消费者把看中的商品投入自己
的购物车。无独有偶，记者在壹
加壹超市也看到类似的场景。这
两家实体商家在距“双十一”还
有几天就已全面推出抢夺“双十
一”客源的各种促销活动。

中山市商贸流通协会秘书
处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几年的
创新探索，不少中山实体商家从
过去对电商陌生和恐惧，发展到
大胆应对挑战，如今已经探索出
利用电商开拓商机的门道，曾经
让传统商家害怕的“双十一”魔
咒已被破解。

■实体商家也能分享
“双十一”盛宴

近几年每到临近“双十一”，
各大实体商家都被迫采取各种
措施把“双十一”客源抢回来。从
各商家的几年实践来看，大润
发、壹加壹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探
索并取得实效。

记者走访看到，不少商家从

11月 1日开始推出各种形式线
上线下促销活动。比如，壹加壹
推出涵盖生鲜、日用百货等数百
种热销商品低至 5折起，今年还
首次推出“双十一拼团购”模式，
特别是在 11月 10日-11日的优
惠力度最大，还可赠送 11倍积
分。大润发超市则从 11 月 7 日
起，在线下门店和线上“淘鲜达”
商城同步推出“全场狂欢不止 5
折”、“买一送一”等活动。

壹加壹营销负责人对记者
坦言，面对电商的冲击，该超市
起初尝试设立网上商城，但效益
不佳。而且壹加壹本身实体店网
点布局很密，这个优势应该充分
利用起来。于是，该超市把其微
信公众号延伸成微信商城，把超
市门店的 200多万会员与线上
120万微信粉丝结合起来，通过
线上引流线下、多渠道联动，从
而满足不同渠道不同群体的消
费需求。“2016-2017年‘双十一’
超市销售均取得同比两位数增
长，今年促销力度更大，预计仍
保持两位数增长趋势。”

大润发中山电商负责人李
宗干告诉记者，该超市起初也是
开设自主网上商城，但最终还是
与阿里巴巴合作推出“淘鲜达”
网上商城。近两年来，电商渠道
对该超市已产生较大的业绩拉

动作用，门店周边三公里范围内
获取了将近 5万个有效会员数，
平时日均线上订单 700单左右，
预计在今年“双十一”的线上订
单可突破两千单。

■实体店的竞争优势
是消费风险小

从当初对电商陌生而且恐
惧，到被迫采取价格战应对电商
挑战，如今已经是主动“出击”分
享“双十一”盛宴，这是不少实体
商家近几年的心路历程。这个过
程是怎么样发生的？

记者在壹加壹超市随机采

访到一位 30出头的消费者陈先
生，他的经历从侧面解答了这个
问题。陈先生自称是网购达人，
早几年他每年“双十一”都会下
单抢购一大堆日用品，结果发现
网购商品质量不如人意。随后他
发现实体商家为应对电商而打
折降价，在实体店消费也得到不
少实惠，最关键是商品质量风险
比网购小得多。这下他开始考虑

“双十一”是抱着智能手机线上
秒杀还是去实体商场血拼，“网
上买到劣质商品的消费者肯定
会更理性，先到电商平台浏览自
己感兴趣的商品，对电商平台的

线上促销价格心里有数，再到实
体商场微信公众号比价，然后权
衡稳妥和实惠再作消费抉择。”

壹加壹营销负责人坦言，电
商并没有以前想象的那么可怕，
特别是国内商品质量普遍参差
不齐，促使更多消费者选择有质
量把关环节的实体商家。

大润发中山市场部经理陈
彩霞也坦言，网购消费者面临的
商品质量风险极大，传统实体商
家只要能确保商品和服务品质，
根本不用担心受电商冲击。

文/图 本报记者 黄标
通讯员 黄艳颜

实体商家分享“双十一”盛宴
中山市商贸流通协会会员商家通过创新利用电商开拓新渠道

中山首份互联网行业权威报告将发布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互联网行业组织、企业代表11月21日将出席在我市举办的2018互联网应用创新大会

一位精明的消费者用手机上网对比电商价格之后才在超市购物。

本报报道《废品站倒
卖柴油形成“一条街”》引
重视，民众镇研究部署打
击相关违法行为

加强巡查鼓励举报
及时跟进严厉打击

西区中学学生放学后常常挤不上公交
车，向有关部门反映后得到解决

公交开到校门口
学生回家变轻松

“爱心邮局”寄“爱心”
在南朗云衢中学揭牌，学生任“局长”，营业利润用于资助贫困学生

8日下午，南朗云衢中学爱
心邮局正式揭牌。据介绍，这家
取名“爱心”的青少年邮局，营
业利润将用于资助贫困学生。

据介绍，爱心邮局正副局
长、6 名营业员均由该校学生
担任。邮局将为在校师生提供
信件收寄、包裹收寄、集邮品

零售、书报刊订阅和零售、集
邮文化讲座、公益讲堂等邮政
服务。为庆祝云衢 中 学 建 校
210 周年以及爱心邮局成立，
当天还特别发行了三款纪念
邮品，分别是纪念封、纪念明
信片套装、集邮护照。该校副
校长彭柳芳介绍：“此次设立

爱心邮局，一方面可以为学
生提供社会实践平台，另一
方面学校还创新设立了一个
慈善性质的组织，邮局盈利
将 作 慈 善 用 途，用于资助贫
困学生。”

本报记者 唐益 文波
通讯员 何书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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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水质通告
广东省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中山监测站

备注：标准依据《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206-2005《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项目

浑浊度

色度

臭和味

余氯

细菌总数

总大肠菌群

耗氧量

其他检测项目

综合合格率%

检测
次数

94

94

94

94

94

94

23

918

合格
次数

93

94

94

94

94

94

23

918

合格率%

98.9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9.9

水质标准%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