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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何*超”提问
人大代表您好！我想反映南头镇三鑫

学校门口的严重违停问题。由于接送学生
的车辆随意违停，以及校方没有做好车流
的疏导工作，导致学校门口及周边原本宽
阔的双向四车道变成两车道甚至单车道，
严重影响周边市民的正常出行。

●回应
交警大队积极联系三鑫学校主要

负责人，一起商讨解决家长接送孩子造
成道路阻塞问题。交警大队和校方双方
形成了以下共识：一是学校按照实际情
况制定一套完善的管理方案；二是学校

组织家委会成员协助交警疏导交通；三
是交警大队积极联合南头镇住建局完
善周边配套措施；四是交警大队将情况
反映给交通局，与交通局一起共商增设
学校路段线路以缓解交通压力。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陈
娟）今年4月15日是我国的第四个“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昨日，我市古镇、黄
圃、西区、三角等多个镇区职能部门联
合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集中宣传
活动。

昨日下午，古镇镇党委、镇政府在
全民公益园举办“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喜迎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活动，古镇司
法所、古镇安监分局、古镇工商分局、镇
禁毒委、镇综治办等10多个单位部门参
与活动现场向居民宣传相关知识，并接
受市民咨询和投诉。

黄圃司法所联合镇综治维稳办、扫
黑办、禁毒办等部门开展以“415国家安
全教育日”为主题的宣传活动中，共发
放宣传资料 1000 多份，接受群众咨询
300多人。宣传内容主要涉及公民发现
危害国家安全的线索处理办法，公民和

组织支持、协助国家安全工作造成人身
伤害、财产损失处理办法，国家对举报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线索的奖励政策，国
家安全机关职责等。

三角司法所除了联合公安分局、禁
毒办等多个部门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外，
还联同三角镇社矫安帮服务中心邀请
律师对辖区内的社区服刑人员开展了
解读《国家安全法》，树立总体国家安全
观知识讲座。通过学习《国家安全法》，
进一步增强了社区服刑人员的国家安
全意识、爱国意识、遵纪守法意识。

通过开展国家安全进机关、进社
区、进农村、进校园、进企业等系列宣传
教育活动，市民对“什么是国家安全”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哪些”“怎样维
护国家安全”等知识有了更深了解，进
一步提高了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同时
使广大群众深刻认识到了打击黑恶势
力，防范邪教、毒品危害的必要性。

本报讯（记者 张倩）记者获悉，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行动实施以来，
市财政局以“降本增效”为目标，三年
来累计减轻企业负担 341.47亿元。其
中，2016 年减轻企业负担 91.56 亿元、
2017年减轻企业负担 124.18亿元。2018
年全年减轻企业负担141.84亿元。

据介绍，市财政局一方面加快落实降
成本政策，切实做好“减法”助企业轻身上
阵。通过落实合理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着
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合理降低企业人
工成本、进一步降低企业用能用地成本、
较大幅度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五项“减法”

措施，切实降低企业成本。另一方面是加
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有效运用“加法”增
强企业信心。通过用好有效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提高企业资金周转效率、鼓励引导
企业内部挖潜、落实配套措施四项“加
法”，切实推动企业升级发展。2018年，已
扶持全市企业约32.36亿元。

2019年，市财政局将继续做好降成
本工作，做好减法、活用加法，落实各项
税费减免政策、加大财政资金对企业的
扶持力度、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公平
优质的营商环境等措施，切实帮助全市
企业降低经营成本。

头发花白、脸挂笑容、身穿酷炫的
印花T恤，年逾七旬的“印花工匠”黄国
光保护着“年轻态”。

在沙溪镇新顺怡印花绣花厂，黄国
光被员工亲切地称为“黄老师”。退休
后，他放弃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却选
择独自扎根中山纺织印花一线为企业
提供技术服务。

“全国各地凡是有打来电话询问印
花技术方面的知识，我知道的都会无偿
告诉对方，从不问对方是哪里的。”4月
11日，在新顺怡公司，黄国光告诉记
者，这些年来，为多少企业提供了技术
服务，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担任中国印染行业协会服装服饰
印花分会秘书长、中国纺织工程学会染
整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山市纺织工程学
会高级顾问等众多职务的黄国光被行
业内笑称为技术“黄页”，只要在纺织印
花方面遇到难题，就像查“工商黄页”一
样，打电话过去，就能得到黄国光的免
费咨询。

■“印花工匠”有颗报恩心
黄国光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

1961年，年仅 16岁的他初中毕业后参
加工作。在唐山一个国营果园上班，从
事新品种引进和育苗工作。

在果园工作的七年间，黄国光还拿
着工资上了三年学，学习果树载培等专
业技术。1968年，他调到唐山市轻工业

局，在这里干了多年工业技术展览，而
工业技术展览馆总设计师是唐山市针
织厂的负责人。1973年这位总设计师
对黄国光说，唐山市针织厂正好缺一个
搞工艺的人，希望他能去。

从此，黄国光与纺织印花结下了不
解之缘。1974年 3月，黄国光进入唐山
市针织总厂技术处从事针织服装印花
工艺设计、工艺技术研究和印花新产品
开发，一直干到退休。退休后又为行业
发挥光和热，算起来他在印花行业足足
有45年的工作经历。

黄国光回忆，作为“门外汉”的他，
为了提高印花技术，一边上班，一边利
用业余时间跑到天津纺织工程学院、河
北省纺织印染学院等高校去旁听。

在 40多年的印花生涯中，他主持
了夜光印花工艺研究及针织童衫上的
应用；可镜视 3D立体印花工艺研究及
产品开发等多项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具
有丰富的涂料印花和特种印花实践经
验和产品研发能力。为30多家企业和4

所院校授课1000多小时，发表文章200
多篇。曾获得中国网印 30年十大技能
人才、中国网印 30年协会工作特殊贡
献奖等众多荣誉。

“当时厂里有 4000多人，我没有受
过高等教育，能从普通工人成长为一名
工程师，我特别感恩企业。”黄国光坦
言，他所有学的东西都是企业和国家给
的，有人经常问我，这么大年纪为什么
还在干，我觉得报恩的心是要有的。

■被行业称为技术“黄页”
1995年退休后，黄国光闲不下来。

1996年与朋友合作在唐山市办起了印
花厂，并成立了印花研究所。

2001年，受顺德一家网版印刷设
备企业的邀请前往广东。这是改革开放
后第一家中外合资的网版印刷设备机
械生产企业，黄国光在这家企业主要任
务是开拓并建立全国销售网络。

“妻子、女儿们在唐山市都有不错
的工作，用她们的话说，我是到广东玩

来了，愿意干就干。”黄国光说。
当然也有人表示不理解：这老头只

顾着为行业服务，家都不回了。黄国光
的解释是：离开行业一线，就没有信息，
不了解市场和技术发展动态，中山是国
内服装行业发达的地区，在这里能找到
用武之地。

自 2007年与中山企业接触以来，
黄国光就把中山当成了自己的家。据他
回忆，当时在大涌镇认识新顺怡公司老
总，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企业有把企业发
展好的强烈愿望，他愿意倾注自己的精
力把这家企业当成科技“试验田”，不与
企业发生经济关系，企业只要在技术上
有困难，可以随时找他提供技术服务。

起初，黄国光在中山只是租房住，
2010年左右，征得家人同意后，干脆在
沙溪镇买了一套房子。“现在是真住了
下来，一年 365天，至少有 100天在中
山。”黄国光说，现在尽量减少往外跑，
还是要为中山服装行业做更多的事。

黄国光的名片背面印着他沙溪居
所的地址。在他的影响下，前几年，我市
筹建了中山市纺织工程学会，作为高级
顾问的他，接下来想花更多精力，真正
把学会办好。他希望能在中山树立一个
样本企业，在全国印花行业具有引领作
用。

谈起科技工作者如何与企业家打
成一片，如何实现科技与经济完美结
合？黄国光认为：一是科技人员要想为
企业服务，不能老待在办公室、实验室，
要多往企业、行业跑、跑多了才能了解
企业需求，才能有目的来帮助企业；二
是帮企业先不要讲代价，讲代价做不
成，先为别人后为己，把事情做好本身
就是一种享受。

艳丽的玫瑰花、缤纷的百日菊、
星点紫鸢尾、芬芳的茉莉……位于榄
边茶东村风水林背后的青青农场，正
用一片花海迎接游客光临。农场的工
作人员李俊林介绍说，青青农场旅游
项目进驻茶东村6年，现已形成农耕
文化体验游、无公害蔬菜种植、民宿3
大板块的内容。这不仅让村民拥有了
“后花园”，也为榄边小学和榄边幼儿
园的学生们提供了一个运动、实践的
绝佳场地。

■乡村里有了“后花园”
4月 15日，连日来的阴雨稍作停

歇，沿着石板铺就的小道，漫步在榄
边村，榕树参天，青山环抱，在榄边小
学旁的青青农场内，六七亩亮丽的百
日菊如同花毯静铺于村内，数十亩的
有机蔬菜园规划有序，农民正在除草
培育新苗。

“上个月我们接了十几波客人，
每波都有数十人，这个月因为阴雨天
气，也有三四波，经过了六年的发展，
农场已经进入了比较好的状态，客人
们也很喜欢这个安静的村落。”李俊
林介绍说，在农场里，游客不但可以
在花海拍照，还能下地采摘蔬菜，走
走后山的风水林。“这一片玫瑰花田
种植的都是食用玫瑰，游客订餐菜单
里就一道玫瑰炒鸡蛋。而我们也在微
信上建立了公众号和销售群，通过
网络销售、配送我们的有机蔬菜，客
户群也覆盖了中山和珠海。”

沿着石子路走进农场民宿小院，
雪白的墙壁配以地中海蓝的门、窗、
楼梯，蓝与白的碰撞透露出小清新的
地中海风情。庭院前后分布了 6间精
心装修的客房，厨房、餐厅、会客室、
书房、卫生间以及活动空间等功能配
套一应俱全。小院门口还张贴着“2018
年第三届榄边诗歌高峰论坛”的海
报。“限于成本等考虑，民宿对外整体
出租，6间房租一晚是2888元，提供食
材，游客可以下地摘菜、自己煮饭等。
这里是珠海诗歌协会基地，举办过几
次活动，而4月18日，香港诗歌协会和
香港先锋诗歌协会的创作基地也会
在这里挂牌，诗人们都说在自然中能
写出很多好诗。”

农场老板施维介绍说，六年前，

她在偶然的机会里，邂逅了南朗的榄
边村，“古朴的建筑、淳朴的民风、舒
缓的节奏、肥沃的土地、自然的风景，
都像是自然赐予我的馈赠，静静地等
我来采撷。我的田园梦升腾起来。”施
维说作为传统村落社区的新农人，希
望既能为城市人提供一个感知新农
村、新农业和新农人的场所，又能为
当地人群提供产业创新转型的平台
和示范，将体验旅游、互联网、生态农
业的元素予以充分组合。

农场建好后，不仅吸引了外地人
前来，本地的村民也交口称赞，“这里
曾经也吸引了年纪大的村民帮忙种
地，但他们的孩子心疼父母辛苦，就
不让来了，但大家饭后都会来农场散
步，附近的学生们也把体育课或课外
实践放在了这里。”

榄边村党支部书记陈建彬早前
接受采访时就表示，“多年前，茶东就
一直在摸索走一条不以牺牲环境、透
支资源为代价的发展路径，有着 600
多年悠久历史的榄边茶东村有着优

质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守住青
山，提升环境，结合生态旅游、民宿、
农家乐等特色项目，打造‘特色古村
落’，将是榄边茶东村未来打开发展
的新‘窗口’。”

■梳理文脉 涵养乡风
翻过农场后山的风水林，沿着彩

虹步道，来到颇具气势的陈氏宗祠
群。虽然饱经风霜，但从精美考究的
雕刻，仍可寻见旧时的繁华。陈氏宗
祠群由陈氏宗祠、里仁祖家庙、贡三
陈公祠、净溪陈公祠4组建筑组成，是
珠三角保存较为完整、规模较大的祠
堂建筑群之一。陈氏宗祠的正梁上悬
挂有“星聚堂”木匾一块，颍川陈氏族
人以“星聚”“德聚”或“德星”等为堂
号，以期陈氏后人都以“孝贤”为修身
之本，闲暇的村民们坐在宗祠内休息
聊天。虽然是工作日，但仍有三三两
两的游客开车前来参观。

专门负责看守宗祠的陈叔说，建
于明末的陈氏宗祠历史上多次重修，

2008年政府出资重修，自从2013年成
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后，就吸引了许
多外地游人慕名前来参观。不少家长
带着小朋友在农场体验耕作乐趣，采
摘草莓、蔬菜后，就到风水林爬山、踏
青，参观陈氏宗祠群，感受古村文化。

“如今这里不仅是村民办喜宴、寿宴
各类重大活动的场地，也成为市里举
办乡风家训相关文化活动的地方。”
该村的负责人介绍。

实际上，除了陈氏宗祠，行走于
茶东村内，“东来圩”遗址、孝义坊、清
代茶东公园、五度桥和武帝庙等历史
遗迹处处皆见。“这些历史脉络都需
要不断重新整理和挖掘。”南朗镇宣
传办办公室主任梁汉云介绍，南朗镇
为推进历史文化名镇的建设，茶东村
将打造成以陈氏宗祠为核心，集文化
旅游、生态景观体验、休闲娱乐于一
体的乡村景观旅游特色村。

文/本报记者 冷启迪
图/本报记者 孙俊军

做好减法、活用加法，深化“放管服”

市财政3年为企业减负300多亿元

回 应 市 民

我市多镇区多部门持续开展“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宣传活动

让维护国家安全成为群众自觉

公园夜歌舞 音乐声忒大
高三生复习 被吵得难受

石岐区民警约谈侨中高中部附近公园的管理人员，要求调
控歌舞音量

中山人大重视市民声音，凡是市民在中山人大公众号的留言，要求
解决的民生民计问题微信公众号都固定在每周六进行回应。最新一期
的人大【回应市民】栏目里，有几个市民反应的问题都涉及学校附近的
噪音、交通问题。

石岐区

●侨中高中部后公园广场舞噪音扰民问题
○网友“野渡”提问
侨中高中部后面的公园每天晚上

跳广场舞，音乐声很大，高三年级学生
晚修的时候不胜其烦，马上就要高考
了，严重影响学习。恳请人大督促公园
管理部门要严格控制音量。

●回应
4月1日晚上，石岐区公安分局组织

执法民警到公园开展巡查，检查发现 2
处群众广场舞活动存在一定的噪音问
题，随后，民警将附近群众的诉求转达
至活动的人群，并与活动群体组织者进
行谈话。民警要求组织者在活动期间，
注意控制音量，加强对活动参与者的监

督提醒，避免噪音影响到附近群众的学
习和生活。两名组织者均承诺将配合相
关部门的工作，降低音量，为学生创造
安静的学习环境。

民警随后约谈了管理该公园的安保
人员。据了解，该公园为市住建局管辖，并
聘请了广泰物业开展日常维护管理。民警
向当天值班班长了解了公园的日常情况，
要求其以及相关的物业公司管理人员，加
强对公园内部的管理，发现活动人群用高
分贝喇叭等产生噪音的行为，马上予以制
止，共同杜绝此类不文明的现象。

下一步，石岐区公安分局将继续加
强对校园周边巡逻管控，落实相关措
施，减少噪音扰民的现象发生。

黄圃镇

●兆丰幼儿园至电视站路段拥堵问题
○网友“Jonas”提问
黄圃镇新丰路，兆丰幼儿园至电视

站路段拥堵问题上年人大已表明落实
整改，但是至今未见相关部门动工。今
年已有2起外地大货车因过高撞烂居民
大门屋檐，是否考虑设置限高，禁止大
货车进入？

●回应
2018年11月份，已有群众反映该问

题，当时黄圃镇人大办已组织部分市镇
人大代表、交警、住建等部门到现场调
研，镇住建部门已制定了施工方案(征求
意见）。方案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收到了
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因此黄圃镇对方案
进行不断的调整。目前，对该路段的施工
方案已确定，并计划于今年4月份开始施
工并完成，由于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施
工进度可能会出现相应的延后。黄圃镇
将加快后续的协助，力争按计划完成。

南头镇

●三鑫学校门口及周边路段车辆违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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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不只是“吃祖宗饭”
南朗榄边村打造休闲旅游业，在涵养传统文脉的基础上引入新

业态，在继承中发展

榄边村风水林背后的青青农场，正用花海迎接游客。

“锦上添花”的技艺
“雪中送炭”的真心

从普通工人成长为印花工程
师，年逾七旬的黄国光放弃天伦
之乐，扎根一线为纺织行业提供
免费技术咨询

文/本报记者 谭华健
图/本报记者 夏升权

黄国光向企业员工传授印花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