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就读公办技工院校的，免交
学费（不含住宿费）。

2、就读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依法批准、符合国家标
准的民办技工院校的，按照同类公
办技工院校免除学费标准给予补
助（不含住宿费），民办技工院校经
批准的学费标准高于补助的部分，

学校可以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
3、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

班及预备技师班在校生中符合免
学费条件的学生都给予补助，但同
一学生资助不得超过3年，如有转
学（含从教育部门中职学校转来的
学生）、休学、重读等情况，已享受
的资助年限相应扣减。

链
接

减免学费的具体要求

本报讯（记者 何淼）7月11日，记者
从市人社局获悉，报读市技师学院、市
工贸技工学校、市启航技工学校三所技
工院校，并符合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享
受四大补助政策，申请免学费、助学金、
生活费补助等资助。

据介绍，四大补助政策包括免学
费、国家助学金、建档立卡学生生活费
补助以及学校自设帮、奖、贷、补、减、
免、勤等校级助学体系。具体哪些学生
可以申请免学费呢？根据要求，技工院
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三
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
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生（艺术
类相关业学生除外）符合申请要求。具
体可以减免多少学费？公办技工院校免
除学费标准为 3300元至 4300元每生每
年，具体减免金额根据学校类别和所读
专业而定。记者采访了解到，我市三所
技工院校中，减免金额最高的为市技师
学院，属高级技工学校，高耗材专业
4300元每生每年。最低的为普通技校一
般专业3300元每生每年。

在国家助学金方面，有全日制学
历教育正式学籍的一、二年级在校涉
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

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由
所在学校依法依规确认后，可获得国
家助学金。国家助学金的标准为每生
每年 2000元。值得注意的是，符合条件
的学生可同时申请国家助学金和中职
免学费。

在建档立卡学生生活费补助方面，
广东户籍建档立卡贫困户全日制学历
教育正式学籍的在校生可申请。建档立
卡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学年
3000元，由学生户籍所在地向学生（或
家庭）发放生活费补助。值得注意的是，
获得生活费补助的学生，只要条件符
合，可同时申请国家助学金和中职免学
费。

“除免学费、国家助学金、建档立卡
学生生活费补助外，技工院校还自设
帮、奖、贷、补、减、免、勤等校级助学体
系，缓解困难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帮助
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市人社局相关负
责人透露，对于贫困家庭学生，技工院
校将开辟绿色通道，优先招生，优先选
择专业，优先安排在校企业合作程度较
深的订单定向培养班或企业冠名班，优
先落实免学费、助学金、奖学金等助学
政策，优先安排实习，优先推荐就业。

报读三所技工院校可享政策补助

每人每年最高可免学费4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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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设施不足制约市场发展
光明市场搬迁的消息已经传出很

长时间。据中山公用市场管理事业部方
面介绍，光明市场在 1989年投入运营，
位于中心城区核心区域光明路上。光明
市场以批发中、高档水产品为主，货源
主要来自广州、湛江、北海等地，在楼上
还有一个汤料城，顾客主要为城区酒
店、餐饮以及镇区酒楼。光明市场是中
山市内较有影响、货物较集中及流通量
较大的海鲜交易市场之一。

每天凌晨是光明市场最繁忙的时
段，大大小小的车辆停满了整个停车
场，并占用了光明路，周边的居民对此
颇有怨言，一方面是噪音影响睡眠，另
一方面交通拥堵也影响道路通行，交
通、停车等配套设施不足已经制约了光
明市场发展。

昨日早上7点，记者来到光明市场，
从凤鸣路转入光明路之后，车辆已经无
法行驶，市场门前的道路两侧停满了车
辆，市场前的公交站台上，都堆满了海
鲜，各类水产品琳琅满目，商户们推着板
车、穿着水鞋在车流间穿梭，其它通行车
辆只能缓慢通行，遇上有商户在路边卸
货，也只好等着卸完货或者到跨过对开
车道通行。虽然是晴天，光明市场前地面
上一片湿漉漉的，让人无法下脚。

在光明市场经营 20多年的梁先生
说，“对于商家来说，始终希望市场交
通、环境好一些，新市场交通比较便利，
暂时可能会损失一些街坊生意，也希望

此次搬迁能够让生意越做越旺。”

■农产品交易中心正紧锣密鼓装修
目前农产品交易中心二三期各项

工程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中，新光明市场
有 500多户商户，目前已有八成商户完
成装修。7月18日，新光明市场将全部完
成装修，随后新市场进行内部设备调
试、装饰、卫生清洁等工作。

中山公用市场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现
在所有商户完成了摊位抽签和投标，总体
上说，新市场平均租金单价比旧市场便
宜，新市场平均每平方米租金300元，中山
农产品交易中心二三期——即新光明市
场将于今年7月28日开业。现在的光明市
场在7月27日晚上8点进行围闭，搬迁后
光明市场原址计划整体出租。

据了解，中山农产品交易中心将成
为一个集水果、蔬菜、水产、冻品、海味、
粮油、干调和配送中心于一体的综合型
农产品批发市场，其中一期早已开业，
主要经营蔬菜、水果批发加工配送等，
新光明市场加入后，其业态将更加丰
富。 本报记者 李丹丹 文波

光明市场月底搬迁至
中山农产品交易中心

中山最大的综合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业态将更加丰富

记者昨日从中山公用市场管理事业部获悉，光明市场将于7月28日搬迁至农产
品交易中心，以后市民批发或购买水产、海味等产品要到西区彩虹大道39号了。

据了解，光明市场已投入运营30年，经营面积约1.8万平方米，海鲜销售量年达
100万吨，也成为市民购买水产品的主要市场之一。但受场地条件和软硬件设施等因
素制约，30年“工龄”的光明市场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发展需求，中山公用在沙朗
果菜批发市场地块基础上，规划建设中山农产品交易中心并将光明市场整体搬迁至
中心的二、三期经营，可以实现一站式采购。

本报讯（见习记者 王欣琳）7月 11
日，记者向市侨务局了解到，市侨务局
将于 8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受理报考
2020年高考的“三侨生”证明申办工作。

据了解，“三侨生”是指考生本人为
归侨，或归侨子女，或华侨在国内的子
女，考生或父（母）户籍需在广东省才可
在我省申请办理，外省参加考试的广东
户籍考生按学籍所在省规定办理。

据介绍，今年“三侨生”申请审批工
作的要求和流程和往年基本一样。归侨
需提供身份证和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回国定居证明材料；归侨子女应提供考
生本人及归侨父（母）的身份证和户口

本原件及复印件、归侨父（母）回国定居
证明材料、归侨子女关系证明材料原件
及复印件；华侨在国内的子女需提供华
侨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子女的身份
证和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华侨子女关
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已故归侨或华
侨，申请时须附死亡证书复印件；归侨、
华侨的收养子女（5年以上抚养关系）还
须提交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收养
证明。

资料审核无误后，在受理时间截止
日起30个工作日内统一核发证明，考生
可在广东侨网上查询名单，在广东省教
育考试院的网站将进行公示。

明年高考“三侨生”证明
将于下月15日开始办理

●●好看好看：：书商参展面积同比增约三成书商参展面积同比增约三成
●●好听好听：：近近2020位名家开设位名家开设““讲堂讲堂””论道论道
●●好玩好玩：：市民可现场组装市民可现场组装真实小卫星真实小卫星

2019 南国书香节
中山分会场暨第十一届
中山书展7月12日在中
山博览中心开幕。本届
书展由市委、市政府主
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中山日报
报业集团及中山广播电
视台等单位承办，主题
为“悦读·为祖国喝彩”。

本届书展最大的变
化可谓“一长一短”。
“长”是指每日开展时间
延长至 22点（21点 30
分开始控制人流，只出
不进），更加便民；“短”
是指书展日期由原来的
5天缩短成4天，7月15
日闭幕，整体节奏更加
紧凑，活动更为集中。

据书展组委会介绍，今年书
展主会场总面积达 1.2 万平方
米，规划涵盖了主题出版物展示
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展示区、
品牌出版社（集团）展示区、知名
品牌书店展示区、数字阅读展示
区、文化创意产品展示区、名家
讲座区、餐饮休憩区等区域，图
书阅读区面积约 8000平方米，
同比增加约三成。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十届书
展，数字阅读展区首次亮相，深
受市民好评；而本届书展重点打
造了“数字阅读”概念。数字阅读
展区共有喜马拉雅 FM有声图
书馆、中文在线数字阅读产品展
会、广州数字出版展区三大展
位。

其中，喜马拉雅 FM的线下
体验场景——有声空间，将为市
民提供多元化的阅读形式，专业
的“朗读亭”参与者只需扫码登
录就可参与，以及充满创意的

“耳机森林”，游走在耳机列成的
森林里，市民直接戴上耳机即可
收听海量内容。

广州数字出版展区可以体
验智能电子设备的成熟应用，通
过扫码实现有声伴读，声画同步
收听绘本故事，在完成阅读立体
化体验的同时实现了儿童摆脱
电子设备，专注阅读。

中文在线数字阅读产品展
会由“中文在线”打造“数字阅读
集市”，触摸屏扫码阅读、wifi热
点覆盖、电子书阅读、听书机试
听，大数据实时统计展示等多种
多样的方式，让读者全方位体验
数字阅读的便利与乐趣。

据
悉，本届

书展设置了知
名品牌书店展示区，

参展的专业书店有新华
书店、博雅、畅新文化求索书苑等
本市出版物发行业协会会员和市
外有特色的图书供应商。

为了让市民能够更方便淘购
到心仪的图书，书展组委会特意在
书展开幕前举办了第二届“百本好
书”推荐活动，活动通过市民票选、
名家推荐以及组委会最终遴选，精

选了百本好书，包含主题出版物、
名家读物，本土图书、教育、生活、
历史等类型，印刷成册，在书展现
场服务台可领取。册子上的百本好
书，现场均有销售。

同时，在书展现场购书还可参与
“市民选书，政府买单”活动。持有中
山纪念图书馆或各镇（区）图书馆有
效借书证的读者，可到书展现场的中
标书店挑选图书，按相关借阅规则现
场办理图书借出手续。在此过程中，
读者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据书展组委会介绍，除了上述

借购方式外，今年新增 100万元用
于网上项目——“爱阅网借”。“爱
阅网借”是中山纪念图书馆为方便
读者借书而开展的一项特色图书
借阅活动和惠民文化活动。6月 15
日起，市民可凭我市总分馆服务体
系读者证或借书证，在中山纪念图
书馆选书平台挑选图书，所选图书
只要符合活动要求，即可快递到
家。购书款和快递费用由图书馆与
中标供应商结算，读者不用支付任
何费用。阅读完毕，读者将图书归
还图书馆即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
了围绕这一主题办好中山书展，书
展组委会精心筹备了系列特色展
位和活动“扮靓”书展。其中，主题
出版物展示区、中国邮政建国七十
周年邮票展览、孙中山先生的读书
生涯图片展、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展
示区、文创精品展区、航天 STEAM
体验馆是本届书展的亮点。

今年的主题出版物展示区集
中展示展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
神、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主题出版物，
展示广东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在全
社会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展示区集中
展示展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社
科、历史、文学、艺术、少儿等不同题
材的优秀图书、数字出版物和文创
产品等，并邀请香港、澳门地区文化
（艺）名家开展文化交流与活动讲
座，助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圈建设。

中国邮政展区将举行“壮丽七
十年 阔步新时代”建国七十周年
邮票展览，以及首次面向社会发布
的中山本土题材邮品和中山书展
信封。

孙中山先生的读书生涯图片
展分为“求学立志 投身革命”“愈
挫愈勇 终日阅读”“读书不唯书
唯实创新”三部分，继承和发展孙
中山先生的读书理念。

书展文创精品展区，将汇聚多

家知名文化单位，有中山詹园举办
的孝道文化研学活动、有大涌红博
城举办的鲁班梦工场研学活动，大
盛文化的大盛陶艺研学活动，华艺
广场的灯具研学活动。这些活动旨
在弘扬传统文化和传承工匠精神，
观众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能
亲自动手体验参与。

航天 STEAM体验馆将给孩子
和大人们都带来新奇体验，市民甚
至能亲手组装一颗真实的小卫星，
还有体验酷炫的卫星模拟软件，戴
着VR眼镜玩转太阳系八大行星，
讲述航天员与飞天有关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书展主办方还
在场内精心设置了网红水雾投影屏

“打卡点”，水雾投影屏是借助“海市

蜃楼”的成像原理，借助空气中存在
的微粒将光影图像呈现，用很薄的
水雾墙代替传统的投影幕，可以在
空间中形成虚幻立体的影像，形成
一种三位空间立体图像，给人一种
新的立体视觉享受，通过视频映射，
可以营造出神龙腾云驾雾的 3D立
体效果。在水雾投影屏前拍摄小视
频“打卡”，参与“寻美中山”短视频
大赛，有机会获得华为P30手机。

此外，书展主舞台处，还有为
期 4天的精彩活动，市民可以参与

“城市管理大家谈”城市论坛，与相
关部门及专家来一场关于共享单
车管理问题的互动交流，也可听一
场有关“自然课堂”科普系列新书
的分享会等。

书展组委会每天免费发
放 700 张第十一届中山书展
明信片，在现场寻找6个集章
区盖章，集满6个章后可去组
委会处参与抽奖，奖品类型
包括：创意文具、精美雨伞、
海量购书券、书展纪念封等
3000份精美礼品。

★集章站点：
1、廉洁中山，你我共创

主题展区；

2、建国70周年主题出版
物展区；

3、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展
区；

4、文创精品展区；
5、中国邮政展位；
6、航天STEAM体验馆。

★抽奖地点：
组委会前台活动摊位

新闻
链接 逛书展 集章换好礼

书展重点打造
数字阅读概念

“百本好书”充实中山人书架

系列特色展位“扮靓”书展

文/本报记者 冷启迪 见习生 王蔚然
图/本报记者 孙俊军 实习生 吴雨萍

每年的中山书展，都会邀请一
众名家、大咖，与中山市民分享他
们的阅读经历、交流阅读的体会，
从而让更多人爱上书籍、爱上阅
读，助推“书香中山”建设。

本届书展邀请了近 20位不同
领域的嘉宾开设“讲堂”，从阅读、
电影到国学、教育、健康，无所不
谈，邀请的名家包括“北大十佳教
师”张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博导李玫瑾，原广东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画院
院长刘斯奋等，适合全年龄阶段的
市民前往市博览中心会议中心观
看。

近20位名家
将开设“讲堂”

特色展位成为本届书展的一大亮点。

中山中山书展今日开幕书展今日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