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梁东麒）6月12日，市
应急管理局执法一科会同民众镇应急分
局对民众镇沙仔工业园内的百利合化工
（中山）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执法检查，对
现场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要求限期整
改，企业逾期不整改将面临立案处罚。

据了解，市应急管理局本轮开展
的企业安全生产“回头看”检查，主要
面向曾出现过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
去年1月份，百利合化工（中山）有限公
司的员工龙某等人到生产车间三楼从
事粘合剂生产，投料过程中丙烯腈遇
静电发生爆燃，造成龙某当场死亡的
一般生产安全事故。企业随后被处以
暂时停产停业处罚，企业及企业负责
人也分别被处以行政处罚。企业经整
改后，已恢复丙类仓库的生产。

检查当中，检查组人员着重对百利
合化工（中山）有限公司已复产的多个丙
类仓库进行了细致检查。从一个机器按

钮、到每一袋原材料的摆放和使用，检查
人员没有放过一个细节。经过一个多小
时的检查，最终还是发现企业存在车间
未有安全操作规程，电器设备标示不清，
生产现场不清洁，电机房内存在固液态
材料和其他杂物等情况。镇应急管理部
门随后依法对企业发出限期整改措施决
定书，要求企业及时进行整改。

市应急管理局检查组负责人表
示，部分事故企业虽已整改并恢复部
分生产，市应急管理局仍将会不时进
行明察暗访，跟踪整改和落实情况，让
安全防范工作落到实处。同时也希望
被要求限期整改的公司能认真吸取教
训，针对事故暴露出来的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等问题，立即进行全面整顿，加强安全
管理，完善设备设施，加强安全教育，
提高安全意识，消除安全隐患，防范各
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本报讯（记者 柯颂 通讯员 伍
建颐）6月11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安
委会，省、市相关通知精神，有效防范
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遏制群死群
伤火灾事故，确保消防安全，三角镇
组织召开了会议，并出台了“防风险
保平安迎大庆”消防安全检查专项方

案。
方案要求：一要明确职责，抓好

落实。各相关部门切实担负起防范化
解重大安全风险的责任，全力抓好

“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消防安全执
法检查专项行动。二要分工协作，形
成合力。各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要按照《关于在全镇公共娱乐场
所、文物与博物馆、星级饭店开展“防
风险保平安迎大庆”消防安全检查专
项行动方案》，明确消防安全职责，加
强分工协作、综合协调和督促指导，
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坚决防止走形
式、简单化、一阵风。三要充分准备，

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各成员单位
要根据其负责行业实际，制定具体实
施方案并强化落实，对发现隐患、问
题进行立行立改，对整改不及时的社
会单位，要通过约谈负责人、舆论宣
传等方式督促其整改，并实行未完成
整改前不“销号”管理。

6月12日，市应急管理局对百利合化工有限公司进行突击检查，要求企业
落实整改方案。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市应急管理局会同民众镇应急分局对一企业进行安全生产“回头看”检查

发现安全隐患 要求限期整改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三角镇出台“防风险保平安
迎大庆”消防安全检查专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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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福彩中福在线玩福彩中福在线，，送送15001500万元刮刮乐万元刮刮乐
从5月28日起，彩民凡在广东省内福彩视频票销售厅办卡或充值的投注卡，满足单张兑奖退卡

2000元及以上的（不含投注卡押金），可额外获赠价值2000元的福彩刮刮乐“369”，送完即止。

广告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中国福利彩票。

我关于2019年6月5日作出了拱中关缉违字〔2019〕0001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没收在扣“红油”19.5吨。

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正本已于2019年6月5日在我关公告栏内

张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19年6月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山海关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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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谭华健 通讯员
姚愉玉）火炬区又将新增一间公办小
学。记者 6月 12日从火炬区了解到，该
区第八小学目前已进入装修阶段，计
划今年9月投入使用。

火炬区第八小学由火炬区管委会
主办、火炬区文体教育局主管的全日
制六年制公办小学。该小学位于君华
硅谷，地处华佗山下、环茂路旁，校园
占地面积超 2.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超
1.4万平方米，规模设计 24个教学班。
今年秋季计划招收一年级新生，共 10
个班。

该小学招生范围：大环村、江尾头

村、君华新城、泮溪花园、名嘉花园、江
湾苑、金海岸花园、天紫华庭，其中大
环村、江尾头村股民或股民子女可申
请到第二小学就读。

据了解，该小学现全面进入二次
装修和教学设施设备安装调试阶段。
施工方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在学校的
二次装修已完成近半，整个工程在8月
份可全部完成。负责现场施工的负责
人关天宝表示，工程进度、工程质量、
安全生产等方面组织有效，整个工程
进展十分顺利，有信心保质保量按期
完工。

火炬区第八小学校长唐从彦介

绍，目前学校教学设施设备的采购已
经全部到位，设施设备的安装调试陆
续进行，根据现在的施工计划和进度
来看，9月1日将如期开学。

上月，火炬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招鸿做客中山广播电视台“周五
民声”直播室时，就市民关心的火炬区
第八小学建设情况进行了互动交流。

本报讯（记者 李玮玮）记者从东
区办事处了解到，该区近日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 2019年教师，共招聘公办
中小学编外聘用制教师100名。

据介绍，东区编外聘用制教师实
行年薪制，所需经费纳入区财政预算

核拨解决。有兴趣的市民可关注“东
区发布”微信公众号和有关网站发布
的招聘公告，同时于 6月 15日 17:00
前进行预报名。现场审核时间是6月
15日，地点是东区远洋学校，咨询电
话：0760-88326757。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黄
圃宣）记者6月12日从黄圃镇了解到，由
该镇慈善基金代表等组成的慰问组连
日来前往镇内各村、社区困难家庭，对
16名求助群众进行慰问及帮扶。该镇爱
心企业代表为困难家庭送上黄圃慈善
基金帮扶金。据悉，爱心企业将连续三
年按照每月每户500-900元帮扶金额对
困难户进行帮扶，帮扶金统一由黄圃慈
善基金审批支出。

在收到村居提交的困难家庭帮扶
申请后，黄圃慈善基金管理小组组织村

“两委”干部、爱心企业代表等召开座谈

会，详细了解困难家庭的情况，同时向
困难家庭介绍黄圃慈善基金的帮扶情
况及审批的各项流程，鼓励困难家庭积
极面对生活。

相关负责人表示，黄圃镇党委、政府
将一如既往加大帮扶力度，主动衔接、积
极协调落实具体帮扶项目，采取多种帮扶
形式。接下来将做好困难户的跟踪服务工
作，同时加大对困难群众情况的调查摸
底，向黄圃慈善基金提交申请，让黄圃慈
善基金帮扶更多有困难的群众。爱心企业
代表表示，将会一如既往、力所能及地为
生活困难群众解决实际生活困难。

黄圃慈善基金持续帮扶辖区困难群众

连续三年精准帮扶
解困难户燃眉之急

本报讯（记者 柯颂 通讯员 林芷
君）日前，横栏镇妇联联合有关部门在
全镇范围内开展以“净化环境、美化庭
院（阳台）、弘扬文明新风”为主要内容
的美丽庭院（阳台）建设行动，以营造
美丽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据介绍，该镇开展寻找美丽庭院
（阳台）的标准分为四点，首先是“人
美”：家庭成员爱党爱国，遵纪守法，自
觉遵守村规民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传承美德，树立夫妻和睦、尊

老爱幼、勤俭持家、科学教子的良好家
风；注重提高素质，积极参加各种学习
培训活动；仪表整洁，举止文明；坚持
邻里互助，做“善邻”；第二是“院美”：
庭院（阳台）内不随意堆放杂物，将生
产工具、生活用品、农用物资等物品分
门归类，院落里的物品整齐摆放。家禽
家畜圈养，庭院（阳台）地面无粪土、无
垃圾、无污水。要有垃圾桶，将垃圾及
时清理，保持庭院（阳台）整洁。无杂草
杂物，植树养花，绿植面积较大，环境

美观；第三是“居室美”：家居整洁美
观，桌面地面每天打扫，无尘土杂物。
房屋门窗每月擦洗，保持明亮舒畅。床
单每月清洗、被罩每季清洗，窗帘、门
帘勤洗勤换，无明显污渍。棉被叠置整
齐，被罩、床单平整。室内备有垃圾收
集袋或简易垃圾桶，生活垃圾及时入
袋入桶；第四是“厨厕美”：厨房通风透
气、不油腻、无异味。推广使用先进炉
具、灶具和清洁能源。锅铲碗筷用完清
洗并摆放整齐。灶台清洁不油腻，抹布

干净无异味。厕所有墙、有顶，贮粪池
不渗、不漏、密闭有盖。有专用墩布勤
清洁，无蝇蛆、无臭味异味。每天打扫、
收拾厨房和厕所，垃圾及时清除。

该活动报名截止时间到7月31日。
届时，横栏镇将组织专业评委实地考
察各家各户的庭院（阳台）后进行评
分，揭晓寻找到的十户美丽庭院（阳
台）家庭，并对这十大美丽庭院（阳台）
进行表彰奖励和示范宣传，赠送鲜花
等以装点庭院（阳台）。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陈
娟）6月12日上午，港口镇人民调解委员
会“坤哥调解工作室”挂牌成立。“坤哥
调解工作室”将依托首席调解员黄润坤

“老党员、老港口、老司法、老调解”的作
用，进一步为辖区群众服务。

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坤哥
调解工作室”是港口司法所结合自身实
际，深入探索，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创新
发展“枫桥经验”的一项有益尝试。调解
室首席调解员黄润坤在司法行政系统
工作长达26年，有深厚的法律专业素养
和丰富的调解实践经验。黄润坤熟知社
情民意，熟用调解方法，20多年来以调

解工作为切入点，帮助人民群众排忧解
难、定纷止争，解决了一大批因婚姻家
庭、买卖合同、邻里纠纷、交通事故、劳
动争议等引起的民商事纠纷。由于调解
工作成绩突出，黄润坤多次被省、市司
法行政机关评为调解工作优秀个人。

目前，由于黄润坤还任港口镇人大
办主任，该调解工作室只能接受法定工
作日以外的调解申请。相关负责人表
示，“坤哥调解工作室”的成立，将进一
步深化港口镇人民调解工作，把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保
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港口镇成立“坤哥调解工作室”

老调解员发挥余热止纷争

本报讯（记者 柯颂 通讯员 张变）
日前，三角镇人大办组织部分市人大代
表及光明村人大代表到中山市新涌口
供水有限公司开展贯彻落实《中山市供
水用水条例》执法检查，以保障供水用
水安全，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当天，检查组实地察看了供水公司
三期的过滤池，观看了各净水环节演
示，并听取供水公司负责人作专题汇
报。中山市新涌口供水有限公司位于三
角镇，占地面积 55亩，水源取自西江支
流——鸡鸦水道，水源水量充沛，水质
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II类水质。现
有供水能力达到 12万立方米/日，年供

水总量3082万立方米。该供水厂筹建于
1992年 8月，至 2012年分三期建设，主
要承担三角、民众（浪网片、锦标、群安
两村及沙仔工业园区）两镇居民生活和
工、商业用水，供水面积约 120平方公
里，供水人口约14万人。

代表们表示，通过执法检查，对供
水公司运行管理方面有了更深的了解，
对供水水质更有信心。代表们希望供水
公司继续贯彻落实好《中山市供水用水
条例》有关规定，不断加强宣传力度，加
大对技术工艺升级改造的投入力度，及
时维护或更换老旧管网，保障供水用水
安全，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三角镇组织人大代表到新涌口开展《中山
市供水用水条例》执法检查

确保群众喝上放心水

中山·黄圃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山水板芙
智造新城

中山·神湾
全力打造珠江西岸
现代服务业创新示范镇

中山·东凤
中国小家电产业基地

协办单位规模设计为24个教学班的火炬区第八小学计划9月投用

今秋拟招10个一年级新生班

东区公开招聘100名教师

花木之乡倡导打造“花样”人居空间
横栏镇启动寻找美丽庭院（阳台）活动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9156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6、5、9
“排列五”中奖号码：6、5、9、2、2
兑奖时间从2019年6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2日止。

“超级大乐透”第19067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03 08 11 15 16 02 10
兑奖时间从2019年6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2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6月12日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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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南粤风采”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156期开奖
结果如下:
基本号码：（03）、（14）、（25）、（27）、（29）、（33）
特别号码：（24）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156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8）、（7）、（9）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 选 7“好彩 1”电脑福利彩票第
2019156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24）、（猪）、（秋）、（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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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2454万元双色球大奖得主：5月2日晚，双色球
第 2019050 期开奖，中山市东区夏洋村 31 号的
44110501号福彩投注站中出了2454万元大奖，中
奖彩票为一张8元1注号码4倍倍投彩票。截至6月
5日，大奖得主仍未办理验票兑奖手续，大奖的最后
兑奖日为2019年7月1日，逾期未兑奖的奖金将纳
入彩票公益金。请中奖彩民尽快到中山市福彩中心
办理相关手续。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6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