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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代表团 总数银 铜金

1 火炬开发区 48 22 31 101
2 沙溪镇 34 22 13 69
3 古镇镇 19 17 18 54
4 南区 15 12 13 40
5 小榄镇 13 34 53 100
6 东升镇 13 22 13 48
7 横栏镇 11 11 21 43
8 石岐区 9 11 16 36
9 南朗镇 4 8 2 14
10 坦洲镇 4 3 21 28
11 西区 2 2 4 8
12 五桂山 1 3 12 16
13 东区 1 3 5 9
14 港口镇 1 1 2 4
15 神湾镇 1 0 0 1
16 黄圃镇 0 5 13 18
17 南头镇 0 0 0 0
17 三乡镇 0 0 0 0
17 东凤镇 0 0 0 0
17 板芙镇 0 0 0 0
17 大涌镇 0 0 0 0
17 三角镇 0 0 0 0
17 民众镇 0 0 0 0
17 阜沙镇 0 0 0 0

中山市第八届运动会镇区学生组金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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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第八届运动会镇区学生组团体总分榜

截至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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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山市优秀专家·拔尖人才选拔管理办法》（中委 2011[13]号
文）和《第八期“中山市优秀专家·拔尖人才”评选方案》，经申报推荐、资
格审查、专业评审、组织考察等程序，王长在等 45名同志（名单附后）拟
定为第八期“中山市优秀专家·拔尖人才”人选。现予以公示，征求意见，
接受监督，并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1.在公示期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形式，
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

2.为便于调查核实，以个人名义反映的建议签署本人真实姓名并提
供联系方式；以单位名义反映的应加盖本单位印章。

3.公示时间：2019年4月15日至4月21日。
4.受理单位：中共中山市委组织部。
地址：中山市东区松苑路1号市委431室
邮政编码：528403 联系电话：88318280
传真：88312732 邮箱：zssrcb@163.com

中共中山市委组织部
2019年4月15日

第八期“中山市优秀专家·拔尖人才”拟定人选公示通告

王长在 中山市中山纪念中学
王伟佳 中山市人民医院
王忠民 中山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王悦辉（女）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龙晓斌 奥美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冯子川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朱荣华 广东华蕴新能源有限公司
杜卫冲 中山新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百勇 中山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李斌飞 中山市人民医院
李 蓉（女） 中山海关技术中心
李燕林 中山市中医院
杨 艳（女）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小学
杨 楠（女） 中山市中医院
杨明泉 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吴中林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邱德义 中山海关技术中心
佟 瑛 广东美的环境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张励庭 中山市人民医院
陈 穗（女） 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陈小文 中山蓝海洋水性涂料有限公司
陈定虎 中山海关技术中心
林守金 中山迈雷特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林泽钊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岳巧云（女） 中山海关技术中心
周小军 中山市中医院
周文辉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周朝晖 广东珠江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赵汝森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柳滢春（女）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洪 卫 天天向上广告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夏 瑜（女） 中山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晏志清 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 亮 中山奕安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郭献清 广东瑞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黄 湘（女） 中山市博爱医院
黄志煊 中山市东区远洋学校
黄逸生 中山市陈星海医院
黄增芳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梅文辉 中山新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 阳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蔡先全 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蔡伟文 中山康源基因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廖明庆 中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刑事技术所
魏海翔 中山市技师学院

第八期“中山市优秀专家·拔尖人才”拟定人选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三年安装33部电梯
当日，东区党工委书记谭振东、

副书记蓝海斌以及东区办事处副主
任吴志宇等嘉宾应邀参加了“周五民
声”直播。

在回应市民杨先生的提问时，谭
振东说，东区老楼主要集中在花苑、夏
洋、竹苑、东裕社区，里面住了许多老
人，因此，东区党工委、办事处三年前
就试点开展旧楼加装电梯工作。经过
摸排统计，东区既有楼梯住宅多达

1923栋，层高普遍为 6到 7层。为尽快
让旧楼里的老人用上电梯，东区党工
委、办事处在市政府有关规定的基础
上，着力抓好落实。2017年 1月 25日，
夏洋社区第一部旧楼加装的电梯正式
投用。截至目前，东区已完成旧楼加装
电梯33部，其中夏洋社区20部、竹苑社
区6部、花苑社区7部。

■难题集中在三个方面
相对于 1923 栋既有楼梯住宅而

言，目前安装了33部电梯，旧楼加装电
梯遇到了怎样的难题？

对此，蓝海斌说，难题主要集中在
三个方面：一是加装电梯同意率较低。
相关办法规定须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
意，现实是部分旧楼存在人户分离，难
以开展意见征询，而部分业主以遮光、
噪音、要车位等理由拒绝参与，比例很
难达到，启动申请工作受阻；二是老旧
小区加装一部电梯的普遍报价在40万
至 70万元之间，虽然市委市政府设立
了旧楼加建电梯补助金，但是，需先建
后补，而大部分的电梯公司要一次性
支付，因旧楼长者居多，收入不高，压
力较大。三是拟加装电梯的居民对电
梯的施工质量、房屋结构能否承受加
装电梯荷载、电梯后期使用维护分摊
等方面也存在疑虑。

■主动出击破解难题
针对这些问题，东区是怎么样去

解决的，有哪些好的办法值得其他镇
区借鉴？

蓝海斌说，针对上述现实问题，东
区采取措施为旧楼加装电梯广开绿
灯。比如，在辖区十个社区居委会专门
设立了“住宅加装电梯咨询窗口”，安
排专人负责旧楼加装电梯工作，为前
来咨询的市民提供专业化服务。同时，
社区工作人员主动协助居民联系其他
业主，协调解决遇到的难题。另外，东
区还下大力气，做好政策引导，搭建融
资平台。今年，区主要领导多次到相关
金融机构走访，协调金融机构推出关
于旧楼加装电梯方面的金融产品，有
效解决了居民融资难的问题。

本报记者 卢兴江

本报讯（记者 江泽丰 实习生
蔡淳郴）4月 14日下午，中山市第八
届运动会镇区学生组击剑比赛在市
体育运动学校击剑馆圆满结束。南
区、古镇镇和小榄镇获得小学组团体
总分前三名，火炬开发区、南区、古镇
镇获得初中组团体总分前三名。

据了解，比赛为期 5天，从 4月
10日至14日。分设乙组（初中）、丙组
（小学 5-6年级）、丁组（小学 3-4年
级）、戊组（小学 1-2年级）共四个组
别，吸引来自全市 12个镇区代表团

的635名运动员参加。
经过 5天的激烈角逐，南区、古

镇镇和小榄镇分别以 581分、334分
和 330分获丙丁戊组（小学组）团体
总分前三名，火炬开发区、南区、古镇
镇分别以 107分、97分和 69分获得
乙组（初中组）团体总分前三名。南
区、古镇镇、南朗镇和东升镇获得“体
育道德风尚奖”荣誉称号。

据悉，4月 17日至 20日，中山市
第八届运动会镇区学生组武术（套
路）比赛将在市体校武术馆开赛。

本报讯（通讯员 伍耀森）近日，小
榄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查处了一宗“买
分卖分”的违法行为，并且当场抓获一
名卖分者。随后警方顺藤摸瓜，最终将
卖分中介查获，两名涉案人已被行政
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处置当中。

4月 11日 16时许，小榄公安分局
交警大队值班室接获报案，报案者称
发现一名可疑人员在为车辆办理交通
违法扣分业务，涉嫌买卖记分行为。

接报后，民警迅速前往处置，16
时10分许，在小榄金融中心（大厦）行
政服务中心，民警将可疑人员刘某控
制住。刘某对违法变卖驾驶证记分的
事实供认不讳。

接着，民警顺藤摸瓜，最终将刘

某背后的“老板”擒获，并从其车上搜
到30多份客户快递文件，均为已经办
理消分或刚刚“接单”的客户资料等。
随后，刘某和“老板”二人被带回交警
大队接受调查。

经查，“老板”吕某（男，37岁，广西
贵港人）系一名办理交通违法业务的
买卖记分中介人员。刘某（男，43岁，河
南信阳人）从事废品回收、清理垃圾等
零散工作，听信一名老乡说法，想卖分
发点小财。当日中午 12时 20分许，吕
某与刘某达成以 1000元扣 11分的交
易条件，下午即被小榄交警查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规定，吕某和刘某分别被处以
行政拘留10天和5天并罚款的处罚。

东区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做客“周五民声”直播室介绍旧楼加装电梯工作经验

广开绿灯 三年来加装33部电梯
旧楼加装电梯是今年我市十大民生实事之一，市政府正全力推

进，力求使实事落到实处。4月12日，记者从“周五民声”直播室了解
到，三年来，东区办事处全力推进这项工作，截至3月底，已成功安装
电梯33部，一批居住在老旧小区的居民，尤其是老人已经享受到电梯
带来的便利。

市运会进行时市运会进行时买分卖分被抓现行
行政拘留外加罚款

小榄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查处一宗违法变卖
驾驶证记分行为

市运会镇区学生组
击剑比赛结束

南区代表团获小学组团体总分冠军，火炬开
发区摘初中组团体总分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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