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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丹丹 文波）设
置 3部直梯、7部扶梯，方便市民过街，
市汽车总站人行过街设施将于 8月份
完工。记者昨日从市住建局代建办了
解到，市汽车总站人行过街设施已经
进入内部装修阶段。据现场施工人员
介绍，7月初将进行电梯安装，预计整
个工程将于8月份完工，届时将极大地
方便市民在汽车总站、沙溪车站、水牛
城等地方通行。

市汽车总站人行过街设施及其及
相应市政道路扩宽工程从去年 5月下
旬动工，通过建设人行过街设施连通
市汽车总站、水牛城和沙溪车站，以解
决汽车总站人流疏散问题，实现人车
分流。而地道则为多向，设6个出入口。
这 6个出入口在富华道上有 3个出入
口，两个在富华道南侧，一个在富华道
北侧；在富港路西侧有两个出入口，在
汽车总站内有一个出入口，行人在地

道内行走就能完成过街的过程。从市
汽车总站出来的旅客，可以直接从出
口出来就进入人行地道，在人行地道
内可以右转去沙溪车站那边，也可以
直行过汽车总站对面，即水牛城，同样
从水牛城和沙溪车站方向到市汽车总
站的市民也能从地下通道通行。

在市汽车总站人行过街设施施工
现场，记者看到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内部
贴通道内的瓷砖，主通道上堆放些装修

材料，其项目负责人表示，中山市汽车
总站人行立体过街设施及其相应市政
道路扩宽工程已经完成90%，南北方向
的主通道全长约146米，宽6米，东西方
向的次通道宽 4米，单边长约 20米，目
前富华道及市汽车总站内出入口已经
完成建设，仅剩下富港路西侧两个出入
口仍在进行施工，主要是进行挡墙建
设。另外，富华道、富港路在此次改造中
进行局部拓宽，已经基本完成。

本报讯 （记者 李丹丹）7月 1日
起，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
额度将进行调整，其中新开户的职工
住房公积金月缴存最低限额为172元，
已经开户缴存的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
存最低限额为162元，住房公积金月缴
存最高限额将调整为4470元。

记者昨日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了解到，每年 7-9月是我市住房
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额调整时间，

已开户并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单
位，应当在此期间完成 2019年度住房
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额的调整工
作。2019 汇缴年度为 2019 年 7 月至
2020年 6月）计算单位和职工每月缴
存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为职工本
人 2018 年全年工资总额（包括奖金、
津贴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等）的月平
均数。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

规定，单位和个人分别在不超过职工
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 12%的幅
度内，其实际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允
许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单位
和职工个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平
均工资，不得超过职工工作地所在设
区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
倍。2019年汇缴年度我市住房公积金
最高月缴存基数，为市统计局公布的
2018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

平均工资 6207 元的 3 倍即 18621 元，
住房公积金月缴存最高限额为 4470
元，月均工资未超过以上限额的，以
实际工资额为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
数计算月缴存额；月均工资超过以上
限额的，以上述最高限额为住房公积
金月缴存基数。

据了解，2018汇缴年度我市住房
公积金最高月缴存最高限额为 4082
元，此次调整最高限额上涨388元/月。

公积金最高缴存标准
7月起提至4470元/月

新开户公积金缴存人最低缴存标准为172元/月

江水悠悠，岁月峥嵘。
站在沙角炮台，可眺望南来

北往的舟楫穿梭于烟波浩渺的珠
江口，西北方向不远处便是东接
南沙西连东莞的虎门大桥。林则
徐纪念碑旁，竖着一副纪念虎门
销烟180周年的幕板，意在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
神。1923年10月下旬，孙中山先后
视察威远炮台及沙角炮台，部署
海防要塞事宜。而此前 4 年，即
1919年，孙中山曾在《建国方略》
中提出了建设“南方大港”的构
想，其选址便是虎门至黄埔深水
湾一带。可以说，从百年前到百年
后，从旧格局走向新格局，在擂鼓
声声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孙

中山的构想正成为现实。
虎门镇，还诞生了一位追随

孙中山多年、屡打胜仗的重量级
人物——蒋光鼐。在南栅村三蒋
自然村，蒋光鼐故居内的荔枝树
芒果树依然枝繁叶茂，西洋别墅
式园林建筑在蓝天碧日下透着典
雅的气质。故居大门横匾上刻有

“荔荫园”三字，一左一右是“造庐
谁道龙犹卧，题户应嗤鸟是凡”的
对联。

“蒋光鼐是我国著名爱国抗
日将领，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国
民革命军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
参加中原大战，后任十九路军总
指挥，淞沪警备司令。1949年，担
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又历任中国

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
等职。”虎门镇广电服务中心文物
工作室负责人黄雪颖告诉记者，
蒋光鼐多年追随孙中山，1917年9
月任大元帅府警卫营第一连少校
连长，孙中山组建援闽粤军时调
任少校参谋，后在广东军政府发
动第一次东征时屡获战功。

另据东莞市政协教科文卫体
和文史委员会负责人介绍，出生
于石龙镇的林直勉与出生于塘厦
镇的陈逸川陈秋霖兄弟，同样为
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其中，林直勉
20岁出头时得知孙中山助手胡汉
民在香港从事革命活动后前去投
奔，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后来成
为孙中山的秘书。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连日来梅
州、河源等地的洪灾牵动着社会各界的
心。12日，我市三角镇一家具公司组织服
务队载着两辆大卡车的物资到连平县灾
区驰援。中山、珠海等地的客家商会、河
源商会等积极组织捐款活动助力灾区生
产自救，不到两天时间已共募集善款人
民币60余万元，香港善学慈善基金捐款
港币 10万元。据悉，6月 15日，相关商会
还将组织人员赶往灾区，视具体灾情组
织更有针对性的帮扶。

■中山企业组织物资赴灾区驰援
11日，记者跟随中山市客家商会相

关人士一行来到河源市连平县上坪镇。
由于全县山体滑坡多达 73处，105国道
部分路段出现塌方，唯一进入上坪镇的
只有大广高速一条公路。汽车到达镇上
时，大型清障车正在路边作业，将洪水
过后留下的淤泥铲走。

在上坪镇政府门前，来自珠三角和
连平县当地的爱心企业、民间组织的车
辆载着满满的赈灾物资陆续到达安置
点。珠三角的爱心企业和民间组织中也
有中山企业的身影。12日上午，在三角
镇经营一家家具公司的陈先生组织其
在深圳的朋友成立了服务队，运输了两
辆大卡车的赈灾物资赶到灾区。

陈先生介绍，此次是第一期赈灾物
资，主要是衣物和方便面等物品，尽力
给当地受灾群众解决温饱难题。“同时，
救援服务队也将根据灾区群众的具体
需求，为接下来的一轮物资捐赠做好准
备。”陈先生说。

“我们公司也有来自上坪镇的多名
员工，获知家乡灾情后，我们随即给员工
安排了带薪假，嘱咐他们在确保安全的

情况下回乡探望家人，带着物资支援家
乡。”陈先生说，后期灾后重建时，他还将
组织进行新一轮的物资帮扶。

■多个商会发起募捐助灾区重建
中山市客家商会创会会长李金东

介绍，6月11日上午，客家商会发出了抗
洪救灾募捐倡议书，爱心的洪流在客商
微信群、朋友圈迅速传播开去。李金东
率先捐资10万元，钟学勇向客家商会捐
款5万元，向河源商会捐款3万元。同时，
钟学勇通过发动“万谷慈善基金”，获得
香港太平绅士赵曾学韫创办的“香港善
学慈善基金”捐款10万元港币。

截至 12日 16时 30分，中山市客家
商会共收到 333 人次捐款，总额共计
368333元。中山市河源商会11日开始募
捐，仅在一个上午就筹得 10万余元。截
至 12日下午，共收到180笔捐款合计十
几万元。此外，珠海香山连平商会也在发
动香山地区客商、乡贤募捐，1天时间也已
收到130余笔捐款，合计10万余元。

“捐款人主要以客家商会成员以及会
员企业职工为主，也有不少在中山的客家
人得知情况后主动联系商会要捐款。”李
金东说，无论捐赠多少都是一份心意，这
些款项将为受灾群众递去温暖和希望，提
振灾区人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记者了解到，商会收到款项后均通过
微信朋友圈、商会微信公众号的形式对外
滚动更新信息，及时公布款项接受社会监
督。商会负责人均表示，所有捐赠的善款
都将专款专用，全部用于灾后生产自救，
帮助受灾群众早日恢复生产生活、重建家
园。6月15日，相关商会还将组织人员赶往
灾区，视具体灾情组织更有针对性的帮
扶。

中山企业携赈灾物资驰援
多个商会组织为灾区募捐

本报讯（记者 黄启艳）“中山中心
作为最多港人长者的一个中心，几乎每
天都要解决港人的求助和咨询，一年的
咨询个案达到近800个。”香港工联会中
山工联咨询服务中心（简称中山中心）
主任潘志辉对记者表示。整个中山中心
的工作人员中，他是唯一的香港人。面
对港人的来电、来访，他和同事们不管
大事、小事都一一做好记录，认真解答，
为他们在内地的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

记者了解到，仅 2018年年度，中山
中心共处理来电 821宗，来访 353宗，咨
询个案789宗，跟进个案72个，成了港人
在中山的“娘家”，为香港人在中山乃至
粤西生活提供了更多便利。

■“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就找他们”
香港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是香

港最大的劳工团体。随着香港回归，越来
越多的香港人来到内地工作、生活、就
业、投资、求学等，为了更好地服务这些
香港人，工联会与内地的总工会成立咨
询服务中心，为在内地的香港人提供咨
询和援助服务。2012年7月，中山咨询服
务中心成立，主要为中山、珠海、江门、阳
江、茂名和湛江等粤西城市的港人服务。
7年来，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了解到了这一
组织，并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我们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就找他
们。”2004年，第一次到中山旅游的陈润
才、李金兰夫妇被中山良好的环境和友
善包容的民风吸引，决定来中山生活，
他们在三乡买了房定居下来。虽然自己
还没有向中山中心求助过，不过其他香
港邻居或者朋友遇到问题时，他们总是
会告诉他们直接给中山中心打电话。

“知道有这个中心在，心里安心很多。”
李金兰补充道。

“他们帮我领取到了‘生果金’，我很
感谢他们。”今年75岁的香港阿婆刘燕玲
坐在记者面前，一头银发，身体和精神状

态都不错。2001年11月，退休后的她看中
中山的环境好、生活成本低，加上先生是
石岐人，于是卖掉香港的房子，选择到中
山定居。一晃快18年了，如今独居的她遇
到问题会直接找中山中心的工作人员，
他还在中心认识了其他在中山居住的香
港人，感觉生活没有那么寂寞。

原来，香港有一项针对长者的津
贴，俗称“生果金”，如果要领取需要满
足本人在香港生活的条件，刘阿婆是自
雇人士，没有退休金，生活并不宽裕，加
上常年在中山生活，跟外界接触少，也
不了解政策，得知这一情况后，在中山
中心的积极争取和申请下，她领取到了

“生果金”，为晚年生活多了一份保障。

■希望出台更多便民举措
向中山中心咨询和求助的各种事都

有，比如中山春节哪里的花市最热闹？头
疼去哪里看病比较好？证件过期了怎么
办？买房子还没拿到证怎么办？……潘志
辉说，事无巨细，从“生”到“死”，只要港
人有需求，中山中心都要处理。有时候下
班后接到比较紧急的求助电话，也要第
一时间回应，“他们内心肯定比我们还焦
急，我们需要及时出现。”

2018年年度咨询的个案中，有3成以
上是长者福利方面的，达到268个。其他还
有证件问题、护送回港、涉案问题、婚姻及
子女问题、劳资问题、交通事故等等。

随着年龄慢慢增加，刘燕玲还有陈
润才、李金兰夫妇都渴望在内地享受更
多便利的服务。比如，在中山居住的香
港居民大多数情况还是会选择回香港
看病，目前因为制度问题，香港居民在
广东的医疗通道还没有打通。又比如香
港和广东的长途漫游费偏贵的问题。潘
志辉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
进，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措施陆续出
台，为香港人在广东工作生活带来更多
便利。

香港工联会中山工联咨询服务中心成立7
年来为香港居民提供贴心服务

港人在中山有个“娘家”
一年解决近800个问题

本报讯（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黄
海航）6月11日，市卫生健康局召开2019
年“银龄安康行动”工作会议。

据了解，自 2016 年起，我市“银龄
安康行动”工作连续 3 年在全省工作
总结会上作为先进单位进行经验介
绍。2018 年投保人数达 32.11 万人次，
覆盖率达 100%；其中自付费、捐赠、村
出资合并覆盖率等指标均居全省第
一。“银龄安康行动”是一项具有公益
性的惠民政策保险，有利于促进社会
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且坚持服务至上，

将优质服务贯穿到购买和理赔的全过
程。近 5年来，我市“银龄安康行动”累
计赔付金额超 1691 万元，累计赔付
15471人次。

我市 2019年“银龄安康行动”工作
目标任务为：一是确保24个镇区实现财
政统保，确保全市总参保率 100%，保持
全覆盖；二是大力推进个人或家庭参
保，自付费覆盖率达到 30%，力争达到
35%；三是引导和动员更多社会组织慈
善单位捐赠以及村（社区）出资，参保率
由18%提升到23%。

我市召开“银龄安康行动”工作会议

今年总参保率须达100%

3部直梯7部扶梯
市民过街更方便

市汽车总站
人行过街设施工
程拟8月完工

““孙中山文化粤港澳行孙中山文化粤港澳行””走进东莞走进东莞

海纳百川海纳百川 共建人文湾区共建人文湾区
“广东四小虎”，1988年升

格为地级市，全国少有的不设
市辖区的地级市……珠江口
东西两侧的东莞与中山，乘改
革开放之东风，社会经济全方
位发展，既有相似度与关联度
颇高的“身份”标签，又在粤港
澳大湾区的新时代迸发着砥
砺前行的魄力与动能。近日，
“孙中山文化粤港澳行”采访
组深入莞邑大地，寻访东莞弘
扬孙中山文化、共建人文湾区
的经验做法。

今年，是孙中山发表关于振兴中国实
业、发展国民经济的专著《实业计划》一百
周年。孙中山在专著中阐述了学习先进科
学技术、建立各种重工业和轻工业等兴国
之道，并提出了“眼光往外看”的设想：“我
无资本，可利用外资，我无人才，可利用外
国人才，我无良好办法，可利用外国人办
法。”“现在各国通商，吾人正宜顺此潮流，
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民族英
雄林则徐的自勉名言，亦是一代伟人孙中
山的精神写照。

然而，孙中山的实业设想一度被视为
理想空谈，时至今日却在全国各地变成生
动的现实。东莞同样如此，改革开放后借
助政策及地缘优势，通过“三来一补”模式
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及设备、纺
织服装、食品饮料加工、造纸及纸制品等
五大制造业，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步入快车
道，并与中山、顺德、南海一道被誉为“广
东四小虎”，辉映了广东兼容并蓄的风气，
成就了“先富起来”的佳话。

进入21世纪后，意在推动经济模式转
变、缔造新增长引擎，实现从制造业城市
向创新型城市转变的东莞，逐渐把眼光瞄
向大岭山、寮步、大朗三镇交会处的松山
湖。采访当天，据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委会负责人介绍，此处于2001年成
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10年升格
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15年纳入
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一步步实现
蝶变。

科技共山水一色，新城与产业齐飞。
记者现场看到，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各类智能制造企业、新型研发机构林
立，郁郁葱葱充满勃勃生机。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去年底开发区拥有 253家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29家新型研发机构及40家孵
化器，2018年实现生产总值630亿元。

从虎门镇来到长安镇上沙社
区，入口处高耸的牌坊引人注目，
横额为“孙中山先生先代故乡”，
一左一右是“中所景仰外所景从
革命首倡共和肇建，山无不容河
无不润故乡追念浩气长存”的对
联。该社区党工委书记孙志东透
露：“依据族谱可以查证，翠亨村
的孙氏一族是第九世祖从上沙村
分支出去的，孙中山则是第十七
世孙。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
总统后曾在广州召开恳亲会，上
沙当时有数十名孙氏族人应邀参
加，会后留有集体留念的照片。”

穿过牌坊径直往南走，转几个
路口，一栋镬耳封火山墙的明式建
筑映入眼帘，这便是始建于明万历

五年（1577年）的孙氏宗祠。记者现
场看到，宗祠内的侧殿辟为“孙中
山历史陈列展”，展示与孙中山相
关的相片、报纸、票据、信件、函件
等。“由于上沙孙氏与翠亨孙氏有
宗支源流关系，两地族人历来交往
频繁，特别是清明祭祖的时候。”当
地57岁老伯孙卓辉说。在他看来，
这座宗祠不仅是一座纪念建筑，而
且是团结东莞中山乃至港澳孙氏
族人的人文纽带。

上沙社区中山公园的斜对
面，是一个名为沙溪新苑的现代
化小区，其内立着一座孙中山铜
像，铜像下镌刻“三民主义”等内
容。据悉，这座铜像是由孙中山和
平教育基金会主席、孙中山孙女

孙穗芳于 2014年出资捐赠的。孙
志东回忆道：“5年前在出席铜像
揭幕仪式时，孙穗芳希望该社区
弘扬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精神，并
勉励乡亲们讲忠孝、尚仁爱、重信
义、爱和平。”

5.83平方公里的上沙社区，现
有3100多户籍人口，90%以上为孙
姓。如今，当地聚集了逾300家外资
及民营企业，2018年社区经营总收
入达 1.5亿元，民生福祉的底子得
以进一步夯实。孙志东对此谈及：

“在传承孙中山文化方面，我们有
责任也有能力走在各地前列，特别
是弘扬一代伟人坚韧不拔、敢为天
下先的奋斗精神，践行其天下为
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

文/本报记者 周振捷
图/本报记者 孙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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