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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
员 谭韵）记者昨日从市法制局
了解到，随着我市行政复议受案
渠道进一步畅通，2018年度行政
复议新收案件1306宗，同比上升
18.3%。今年，我市将开展行政复
议决定书网上公开工作，通过行
政复议“阳光化”做好对行政权
力的监督和制约，保障群众的知
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数据显示，我市2018年度行

政复议新收案件1306宗。从案件
类型分布来看，公安类、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类、市场监管类这
三种类型的案件占收案总数的
65.9%，从申请复议事项分布来
看，行政处罚、行政处理、行政确
认类案件三种类型占到收案总
数的66.5%。

去年，我市行政复议还针对
部分重大、复杂的案件组织开庭
审理，提高行政复议的公开透明

和社会公信力，实现行政争议化
解在基层、化解在初发阶段、化解
在行政机关内部。今年1月开始，
我市将试行行政复议决定书网上
公开。行政复议决定书网上公开
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
通过提高行政复议决定的透明
度，倒逼行政复议案件质量提高；
保证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
与权；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
制约，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本报讯（记者 李丹丹）博
爱路两个立交工程有了新进
展，博爱路-翠景道交叉口立交
工程将于今年 5月份完成主体
工程并通车，博爱路-银通街立
交工程春节前将开通南侧两个
右转匝道。昨日，在博爱路-翠
景道交叉口立交工程施工现
场，记者了解到，整个项目已完
成 80%。博爱路-银通街立交工
程也完成项目总体工程的 60%。

在博爱路-翠景道交叉口立
交工程施工现场，靠近中山二桥

处，现场搭起密密麻麻的架子，
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桥梁的现浇
工作，目前跨线桥仅剩下西侧一
个桥墩未完工。据了解，该工程
起点接博爱路，终点接现状中山
二桥，全长850米。

博爱路-银通街立交工程
目 前 已 经 完 成 总 工 程 量 的
60%，现阶段主要进行两侧辅
道施工，“春节前，博爱路-银
通街路口南侧的两个右转匝
道将放开，届时西往东方向，
博爱路可右转入兰桂路，兰桂

路也可右转入博爱路；道路北
侧的两个右转匝道将在 5月份
才能开放。”市住建局代建办
项目负责人吕方智介绍。

吕方智表示，为了降低交通
影响，缩短工期，博爱路-银通街
立交工程采用“逆作法”施工，与
常规法施工相比，可减少施工开
挖宽度，并提前开放地面交通，
有利于施工期间交通组织和降
低对现状交通的影响。据了解，
博爱路-银通街立交工程将于今
年12月底完成主体工程。

博爱路-翠景道交叉口立交已完成80%

主体工程拟今年5月完工通车

1月10日，博爱路翠景立交工程工地，工人正在施工。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本报讯（记者 隋胜伟）1月9
日，记者从小榄镇十五届人大四
次会议上获悉，2019年，该镇将
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
标上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工作，高
标准谋划小榄在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的新定位，主动参与大湾区
综合交通网络建设。

据悉，小榄镇将加快建设对
接大湾区中心城市的交通基础

设施网络，提升小榄与西北组
团、与周边广佛江地区的交通互
联互通水平。

对外，重点推进“一站、二
线、三路、四桥”建设。“一站”是
推动城轨小榄站升级为高铁站。

“二线”是推动佛山地铁 11号线
延伸到小榄，与市轨道交通 2号
线连通；推动南沙港铁路与广珠
城轨互联互通。“三路”是加快广

中江高速、西环高速和小榄支线
等三条跨市镇高速公路建设。

“四桥”是加快推动沙口二桥、民
古路小榄特大桥、新沙水公路小
榄特大桥的建设，做好西海大桥
拓宽改造项目建设。

对内，加快“七纵七横”交通
路网体系建设和停车场、停车楼
建设，加强道路交通管理，打造
四通八达的微循环交通系统。

小榄加快建设对接大湾区中心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网

重点建“一站二线三路四桥”

本报讯（记者 张倩）记者昨
日从我市两家温泉酒店（中山温
泉和泉眼温泉）了解到，温泉游
现在进入旺季，游客数量激增，
日均2800人次来中山泡温泉。

每年的 10月到第二年的 3
月底是泡温泉的旺季，客户八
成来自中山本地和珠海。据统
计，泉眼温泉日接待游客 1800

人次，中山温泉日接待游客
1000人次。受温泉热的带动，酒
店房间甚至出现一房难求的局
面。据介绍，温泉酒店标间和单
间价格，周末也比平时上浮 10%
左右。有的温泉酒店房间内自
带泡池，每间房的价格在 800元
以上。

“我们的酒店确实很抢手，

因为包含晚餐、宵夜和早餐，还送
温泉门票，如果不提前预订，周末
临时来，很可能没有房间了。”泉
眼温泉销售总监朱东表示，周末
泡温泉的游客比平时多很多，从
单人间、室内温泉大床房到别墅
房，几乎每一种酒店房间都需要
提前预订。

温泉游进入旺季，我市两家温泉酒店游客数量激增

日均2800人次来“泡汤”

中山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六次会议将于 2019年 2
月 21日上午召开。根据《中山市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会议公民旁听办法》的有关规
定，公民可申请旁听。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大会议程主要是听取
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及“一府
两院”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中
山市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预算，以及有关选举事
项等。

二、大会安排公民旁听 2月
21日举行的第一和第二次全体
会议，时间 1天，地点在孙中山
纪念堂大会场。

三、凡年满18周岁并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本市公民，或
持有我市居住证的公民，可以持
本人身份证或居住证，于2019年
1月 27日下班前到市人大常委

会机关一楼值班室（兴中道 1
号）报名。申请旁听报名时需交
本人近期正面半身免冠小 1寸
彩照 2张及身份证或居住证复
印件1张。（咨询电话：88231755）

四、旁听人员由大会筹备处
根据报名情况确定并通知其旁
听会议。

中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9年1月11日

我市今天起提前启动春运交通安全防护工作

22个高速出入口设执勤点
54个隐患路段出行要小心

今年春运1月21日开始，3月1日结束，共计40天。昨日，市公安交警支队召开2019年春运
交通安全防护动员部署大会，宣布从1月11日起，提前启动春运道路交通安全防护工作，大力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严查各类交通违法，为出行市民创造平安畅通、和谐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2个高速出入口设执勤点

从1月11日起，市公安交警部门
将全面启动105国道东凤镇旧收费站
北行方向、广澳高速中山城区入口、
深岑高速中山港口入口、珠三角环线
高速中山城区西入口4个市级春运执
勤服务点的交通安全防护工作，并在
春节假期前严格落实12小时的查控

勤务，严把出城、上高速、过境“三关”，
对客运班车、旅游包车、校车逢车必
查、逐车登记，对其他重点车辆逢疑
必查，严查超员、疲劳驾驶、无证驾
驶、非法营运行为；重点打击超员客
车采取接驳转运乘客逃避检查的违
法行为以及逾期未检验、未报废、多

次违法未处理的重点车辆及群众举
报有违法嫌疑的超员客车。

1月21日，全市另外18个高速
出入口也将设立春运执勤服务点，
并从当天起至3月1日启动执勤工
作，严查“两客一危一货一校一面”
等重点车辆。

■严查酒驾等各类交通违法
春运期间，市公安交警部门将严

管全市高速公路、番中公路、沙古公
路、东岸北路、古神公路、东阜公路、
博爱路、南外环、北外环等主干公路，
同时依托公路防控体系开展查缉布
控系统、“警务法眼”系统大会战，对
重点路段、重点车辆、突出违法实行

“一点发现、全网布控、全线拦查”。

市公安交警支队还将在全市
范围内组织开展农村整治行动，城
市严打酒驾行动，高速公路和国、
省道秩序整治行动三大专项整治
行动，具体整治时间分别为 1月 21
日到 2月 19日、2月 1日至 2月 10
日、1月 28日至 2月 22日，重点严
查骑乘摩托车不戴头盔，摩托车、

面包车超员，货车违法载人、酒后
驾驶以及国省道货车逆行、违法占
道、随意变道，高速公路违法占用
应急车道、超速超员、疲劳驾驶、违
法停车以及长途客车凌晨 2点到 5
点违规运行，国省道货车逆行、违
法占道、不按规定随意变换车道等
易引发恶性事故的突出违法行为。

■高速公路三个路段事故多发

根据数据统计及以往经验，春
运期间，我市高速公路预计容易出
现车辆拥挤甚至堵塞状况的仍是
广澳高速三角至浪网双向路段、中
江高速港口至东升路段、广珠西线
高速南头至东升三个路段。

广澳高速南行 69KM（即与深
岑高速驳接口）、南行 93KM（即与
西部沿海高速驳接口）、深岑高速
转广珠西高速东升驳接口三个驳
接口路段，则容易发生车辆因迷路
或问路而停车或急刹车导致的追

尾碰撞事故。其中，深岑高速66KM
处是与广珠西线高速的交会口，分
道路口和高架桥众多，诸多不熟悉
路况的车辆容易造成违停、倒车和
突然变道等事故隐患，节假日交通
事故较为多发。

■春运期间施工路段停止施工
据了解，目前，我市城区、高速

公路、国省道及相关镇区正在改造
施工的路段共计 54处。其中，城区
主要包括长江路、博爱路下穿隧
道、南外环、兰桂路、江湾路等 27
处，国省道主要包括 105 国道、
S364、S365、S268（三乡段）等11处，
高速公路主要包括：广澳、江中高

速、广珠西、西部沿海等高速中山
段日常养护 12处，镇区主干道路
主要包括翠亨快线、横二线民众
段、福源路三角段、黄圃快线4处。

春运交通安全防护工作启动
后，市公安交警部门将要求各施工
单位一律停止施工，待假期结束后
再恢复施工，但部分工程确因特殊

情况无法停工，或部分路段虽如期
停工但存在围蔽设施不撤场、路面
损坏等原因，对通行仍将造成较大
影响，因此，在调派民警前往现场
指挥疏导外，交警部门同时提醒市
民途经上述施工路段时，尽量按照
绕行提示小心驾车，有序通行，以
免造成人为交通拥堵。

本报记者 江泽丰 通讯员 刘洪希

公民旁听中山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公告

今年复议决定书将网上公开
我市行政复议去年收案1306宗同比增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