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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城“牵手”30 载
友谊之花并蒂开

3
爱兰基金捐25.2万
资助 28 名困难生

守口市和中山市
互访交流从未间断，
互信互携共创和谐

本报讯（见习生 陈伟祺 通讯员 沙玉
伟）昨日下午，2018 年爱兰基金扶困助学捐
赠仪式在中山市艺术学校（濠头中学）举行。
捐赠仪式现场，爱兰基金会执行长王策
女士捐款 25.2 万元，
用于资助我市 8 所市直属
普通高中28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
其
中，
受捐助学生纪中有1人、
市一中2人、
市侨中
8人、
实中6人、
龙山中学4人、
桂山中学3人、
二
中3人、
濠头中学1人。
受捐学生代表冯同学表示，十分感谢爱
兰基金会的资助，在今后学习中，一定不负
众望、踏实学习，将来学有所成回报社会。

12 月 5 日，
迎着清晨薄雾，
日本守口市市长西端胜树再度走进孙中山故居。
七年前，
他曾以市长身份率团参加
中山辛亥百年纪念系列活动，
来过中山，
去过孙中山故居。
七年后，
他故地重游，
手抚着酸枣树时，
中山市和守口市
的友好城市关系已走到了 30 周年的节点上。
回顾短短几天在中山的见闻，
西端胜树感慨地说：
“中山的变化实在
太大了！
”
西端胜树的感慨，
很大程度上也代表着守口市对友好城市中山的一种感慨。
30年间，
中山早已从当年单纯
的投资热土，
成长为一座现代化创新之城。
两座友好城市从未间断的友谊，
早已促成两城开出和谐花朵。

缘起民间的友谊之花
守口市作为中山市对外缔
结的首座国际友好城市，两城的
结缘最早来自民间。
虽然时隔 30 多年，中山档
案方志资料将这段历史记录详
细地“展现”：1981 年，日本守口
市三菱顺捷有限公司笹井宽治
与中山籍香港商人梁杰生及中
山旅游部门合作开办大型游乐
场——长江乐园。
随着长江乐园建设的推进，
中山与守口市民间往来日益增

国际志愿者日送祝福

多。
直至1984年5月，
时任守口市
市长木崎正隆率团正式访问中山
时，这位 81 岁高龄的老人，足足
用了 3 天时间参观中山温泉、孙
中山先生故里翠亨村、孙中山纪
念堂等地，中山优越的经济条件
和独特自然环境让这位老人下定
决心，
要同中山市结好。
1988 年，
两市市长正式签署
了《中山市—守口市缔结友好城
市关系协议书》，开启了两座城
市长达 30 年亲如家人的往来。

志愿者探访志愿者
本报讯（记者 李玮玮 通讯员 朱德芳）
12 月 5 日是第 33 个国际志愿者日，
“ 公益福
送幸福”公益福箱关爱行动在横栏进行，20
多名志愿者前往 28 名优秀志愿者代表家庭
送节日祝福。
“公益福”项目由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山
正能社工作中心承办，横栏镇文明办、市志
愿者联合会联合开展。5 日走进了横栏 28 名
优秀志愿者的家中。部分优秀志愿者家庭有
一定的困难，通过志愿者探访志愿者的方
式，推动志愿服务工作，促进文明城市创建。

30 年交往从单一到多元
中山市与守口市的友好往
术水平，中山市规划局考察团一
来 ，并 不 只 是 一 纸 空 文 。30 年
行 4 人访问守口市，考察学习日
间，两座城市用数不清的互访， 本上、下水道设施。中山市和守
将彼此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两
口市的学生互访时从来不住酒
座城市的交往也从最初相对简
店，而是主动住进了当地人的家
单的高层互访，日益转变成为全
中，如许多参加活动的学生所
社会的多元化交流，成为了名副
言，两座城市之间，都有着自己
其实的友好城、姐妹城。
的家。
翻开市外事侨务局的资料
除了相互交流和学习外，两
册，上面密密麻麻完整记下多年
座城市之间还经常互相走起了
来两座城市的互访记录。
从 1988 “亲戚”。像守口市举行“守口之
年到 2014 年，
两座城市互访次数
日”与“花与绿博览会”时，就邀
就多达29次。
细细翻阅，
不乏两座
请了中山市前去参观。中山市举
城市一些十分有意思的深层交往
办小榄菊花节以及后来的纪念
痕迹。如为了青少年友谊，守口
辛亥革命 150 周年时，
守口市也
小学与石岐中心小学进行的绘
都派团到场观礼。
两座城市还分别
画、书法、写作交流，孩子们还交
给时任的市长分别授予
“中山市名
换了照片和录像；为了拿下比
誉市民”
称号、
“守口市特别名誉市
赛，守口市乒乓球代表队一行 4
民”
称号。
尽管时光延续了 30 年，
人与中山代表组队，共同参加在
但无论是1988年还是2018年，
两
北京举行的中日友好城市乒乓
座友好城市始终在从未间断的交
球友谊赛；为了提升中山水道技
往中，
展开着日益多元的交流。

日本守口市市长西端胜树（前左）在孙中山故居参观。

为友好城市增添交流桥梁
坐在开往孙中山故居的
车上，西端胜树边和记者聊
天，边用眼睛打量着博爱路
沿线正在拔地而起的座座高
楼。中山乃至整个粤港澳大
湾区几年间的变化，给他留
下了深刻印象。
“中山这几年的高楼是
不是多了很多？”
西端胜树通
过翻译，主动发问。
得到肯定
答复后，他又追问起了“港珠
澳大桥距离中山多远”
“中山
到珠海再到香港分别需要多
少时间”
“中山人会不会走港
珠澳大桥去香港”等一系列
问题。得知中山早已可以通

过大桥直通香港机场，他口
中“啧啧”，可惜地拍了下大
腿，为没有安排走港珠澳大
桥而感到遗憾。许久回过神
后，他才点着头感叹地说：
“中山发展得太好了！”
中山发展得太好了。作
为相互守望 30 年的友好城
市，守口市市长西端胜树看
似客套话语背后，是对中山
发展所取得成绩的由衷肯
定，这是一份持续了 30 年的
肯定和信任。西端胜树说，
守口市是知名电器企业松
下、大洋的发源地，当地有
着良好的工业基础。他这次

过来也看到中山有许多优
秀电器企业，当中不少企业
的水平更是可以媲美国际
水平，相信不久的将来，两
座城市会在电器行业有着
更深的交流，他也期待着在
新的历史节点上，两座友好
城市能迎来经济、文化、教
育等多方面的深层次合作，
为两座友好城市增添新的
交流桥梁。
西端胜树甚至希望借助
在孙文纪念公园植下的凤凰
木，继续记录两座城市的友
谊，继续见证两座城市未来
更加美好的交流与发展。

中山市体育运动学校篇之十三

市体校跳水队：

世界冠军
从这里
“跳”出来

文/本报记者 梁东麒 图/本报记者 余兆宇
市跳水队在 2018 年第 15 届广东省运会
上获得团体第七名，1 枚金牌。

2018 中山市年度美文总决赛将于 9 日开启

美文大赛变“文学选秀”角逐前三需连闯三关
本报讯（记者 李玮玮 见习
生 陈伟祺）看过各类综艺选秀
节目，但没看过文学选秀吧？12
月 9 日，由中山日报报业集团举
办 的“ 全 城 互 动 美 文 共 赏 ”
2018 中山市年度美文大赛总决
赛将在中山三乡温泉酒店开
赛。在这场大型“文学秀”活动
现场，作家和作品将成为关注
焦点，届时还将通过观众投票、
网友竞猜、珠三角协同直播等全
新模式，让文学走进百姓生活，
感受文字之美。
对于这场文学选秀活动，有
网友调侃道：
“国内顶尖的评委，

最豪华的出场，只为草根站台。” 家协会会员，也有一直坚持写
主办方负责人宣称：
“ 希望借此
作的民间文学爱好者。
“ 我们希
加强珠三角及南粤文化的交流
望打造一个普通市民都可参与
与合作，做出一个全国性的品牌
的写作平台，利用互联网的便
奖项。
”
捷，让更多的网友在工作之余
据了解，本次大赛的总顾问
去观察、去创作、去书写，记录
是原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
下平凡人生中的感动点滴，记
文联主席、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录下对社会的所思所想。”
获奖者刘斯奋，3 名终极评委分
本次大赛将办成一次闯关
别是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省
斩将的“文学选秀”活动。周日总
作协副主席杨克，知名作家、畅
决赛分三乡中山温泉主会场和
销 小 说《二 号 首 长》作 者 黄 晓
古镇利和分会场，两地联动，同
阳，知名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姚
步推进。大赛设立了全民海选
中才。在入围前 20 名选手的作 （20 晋 10）、开 卷 一 分 钟（10 晋
者中，既有中国作家协会、省作
5）、巅峰对决（冠亚季角逐）三部

市住建局下半年物管
“双随机”
检查结果发布
本报讯 （记者 李丹丹）部
分灭火器过期、无灭火器检查维
护记录、消防安全制度不健全
……记者昨日从市住建局了解
到，市住建局下半年物业管理
“双随机”执法检查发现我市物
业管理中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整

分，同时配合文艺表演、朗诵、金
句竞投、冠军竞猜活动，让整场
活动从头到尾充满悬念和观赏
性。
“计分表随时变化，电子屏跳
动的数字会牵动每一个人的神
经。碎片化传播、注意力引导，在
这里得到完全体现。”据活动编
导介绍，现场所有观众、大众评
委、终极评委的投票都将影响最
终冠亚季军的诞生，使得结果具
有不可预测性。
另外，现场还设有线上“中
山日报微现场”
，
可以签到、
投票、
竞猜、抽奖，还可以玩自拍，现场
打印靓照。目前报名参加活动的

9家物业公司收到整改通知

改。据了解，此次检查对 47 个物
业项目进行检查，其中对 9 个项
目发出整改通知书。
此次检查存在的主要问
题：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方面，
部分物业服务企业未将小区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转移至市住建

局监管账户；在物业管理方面，
部分物业服务企业没有按照合
同要求对小区公共设施设备进
行维护保养，缺少巡查、检查记
录，而一些物业公司在接管小
区时未办理物业服务合同备案
手续。

此次检查共 9 个项目收到
整改通知书，如黄圃镇翡翠半岛
小区物业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物业公司未办理物业服务合
同备案，部分消防设施损坏，消
防安全培训记录、演练记录不
全；朗晴轩的物业公司在检查中

3D 电脑福利彩票第 2018333 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
（2）、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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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333 期开奖结
果如下:
基本号码：
（11）、
（12）、
（15）、
（20）、
（25）、
（34）
特别号码：
（23）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 60 个自然日内

本报电话

读者服务热线：88881018

也发现物业公司未办理物业服
务合同备案，部分消防设施损
坏；东凤镇佛罗城保小区物业公
司在检查中发现物业公司未将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转移到市住
建局监管账户，消防巡查记录、
值班记录和交班记录不全。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双色球”
电脑福利彩票第 2018143 期开奖结果如下:
红色球号码：
（04）、
（06）、
（15）、
（28）、
（32）、
（33）
蓝色球号码：
（14）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 60 个自然日内

网友已有 800 多人，
奖品丰厚。
大
赛首次采取珠三角城市群联办形
式，邀请了佛山日报、珠海特区
报、东莞日报、江门日报共同直
播，加上商业平台，共有 10 个通
道，
预计百万人次在线观看。
线上
观看节目的网友，也可参与最佳
金句竞猜和冠军竞猜投票，猜中
的网友也可参与抽奖。
据中山日报报业集团新媒
体中心负责人介绍，网络文化是
一种开放、自由的文化，通过无
界传播、现场狂欢，将网络的‘通
俗’与文学的‘优雅’结合起来，
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现象。

“南粤风采”36 选 7“ 好彩 1”电脑福利彩票第 2018333
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
（23）、
（狗）、
（秋）、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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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列三”
“排列五”第 18333 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8、3、6
“排列五”中奖号码：8、3、6、2、4
兑奖时间从 2018 年 12 月 6 日起至 2019 年 2 月 11 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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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 年 12 月 6 日

编辑中心：88881051

发行热线：8823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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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88881044 中山网：88881029 中新广告公司：88333231

中山市体育运动学校跳水队成立于
2007 年，相比市体校的其他 14 个运动项目，
跳水队的“年龄”较小。该队现有教练员 3 名，
其中高级教练员 1 名，中级教练员 1 名，初级
教练员 1 名。
该队成立 11 年来，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
指导下，历经从无到有，再从有到优的发展
历程。多年来一直秉持着“全面发展，勇攀高
峰”的训练理念，制定科学的训练方法，严抓
动作细节，多次代表中山市参加广东省运动
会比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2010 年第 13 届广
东省运会获得团体第五名，2 枚金牌；2015 年
第 14 届广东省运会获得团体第三名，3 枚金
牌；2018 年第 15 届广东省运会获得团体第七
名，1 枚金牌。市体校跳水队还向上级训练队
输送了大批高水平后备人才。建队至今，该
队共向广东省专业队输送运动员 6 名，分别
是陈艺文、林珊、吴子健、周小康、曾繁奕、黎
涵，其中陈艺文和林珊入选国家队；向广东
省体校输送运动员共计 9 名，分别是李子峰、
李子羽、冼家乐、孙永前、韦雨诗、李欣妮、崔
靖希、陈华钱、王湘粤。
在参加世界及全国各项赛事中，该队队
员屡获佳绩。其中，陈艺文获得 2018 年第 18
届亚运会跳水比赛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女子
一米板亚军、2018 年国际泳联跳水世界杯中
国武汉男女混合双人三米板冠军。林珊获得
2018 国际泳联跳水世青赛女子 A 组三米板
冠军、跳台单人亚军和团体第二，以及第三
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女子单人三米板、单
人跳台和混合国际全能冠军。曾繁奕也多次
在比赛中获得出色的成绩。
市体校跳水队也注重运动员的学业。该
队累计有 6 人考入全国高等学府深造，其中
考入广州体育学院 3 名，福建师范大学 1 名，
西安体育学院 1 名，
广州番禺技术学院 1 名。
文/江泽丰 张秀荣 图/市体校提供

关于火炬开发区大岭西桠江尾头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调整（2016）方案公示的公告
《中山火炬开发区大岭西桠江尾头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2016）》正在调整，本次调整方案已通过专家评审及部
门联审(具体规划范围详见公示方案)。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对本片区方案
予以公示。
本公示自登刊之日起 30 天内（即 2018 年 12 月 7 日至
2019 年 1 月 7 日），广大市民或与之存在相关利害关系人（单
位、组织）可到中山市城乡规划局（东区松苑路 2 号）、火炬
开发区城建大楼大堂(地址：火炬区康乐大道 7 号)、火炬开
发区行政服务中心（地址：火炬区康乐大道国际会展中心行
政服务中心）、大岭、西桠、江尾头经济股联社或登录中山火
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政府网站查阅规划情况。
若需更详细了解情况，可直接到火炬区管委会查询。如有意
见和建议也可向火炬区管委会提交书面意见和建议。
联系人：
梁小姐 联系电话：
89873759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8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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