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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山海关公告

中山海关于2018年7月21日依法对中山市黄圃镇建裕路一不知名工

棚依法进行检查。查获褪色红油及红色柴油共计67.48吨。该案已于2019

年7月3日作出拱中关缉违字〔2019〕0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没收

上述红色柴油67.48吨。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正本已于2019年7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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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

行政处罚决定，可自法律文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拱北海关申请行政复

议或六个月内直接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特此公告。

中关缉公告字〔2019〕6号

关于公布实施《中山翠亨新区
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2019）》成果的通告

《中山翠亨新区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9）》业经

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中府函[2019]265号），自公布之日

起实施。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予以批后公布。有关规划成果信息可在中山

市自然资源局政务网（http://www.zs.gov.cn/lyj）和中

山翠亨新区管理委员会政务网（http://www.zs.gov.cn/

chq/index.action）查询。

特此通告。

中山市自然资源局

中山翠亨新区管理委员会

2019年7月12日

本报讯（记者 黄启艳 通讯员 吕
博）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做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工
作，市发展改革局、市商务局于近日召
开学习贯彻会议。记者了解到，《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推进“全国一
张清单”管理模式，着力营造公平竞争、
便利高效的市场环境。我市将建立健全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现行不符合
规定的准入措施将开展“三个全面清
理”，确保改革取得实效。

会上，相关负责人对全面实施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进行概念性解
读。今后，对由市场主体提出的申请，
要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
进行对照，对禁止准入事项，不予审

批、核准，不得办理有关手续；对许可
准入事项，依法依规作出是否予以准
入的决定；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
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
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其次，各相关单位
要按照“一单尽列、单外无单”的原则，
对现行的不符合规定的准入措施开展

“三个全面清理”，即全面清理清单之

外违规设立的准入许可，全面清理准
入环节违规设置的隐性门槛，全面清
理清单之外违规制定的其他形式的负
面清单。据了解，我市将由市发展改革
局、市商务局发挥牵头，建立健全市级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工作
机制，扎实推进清单实施工作，确保清
单真正管用、好用、实用。

》》》上接01版
在工厂里，孙重带头发起了一次

次工人运动。1948年4月，他被捕并关
押于渣滓洞监狱。1949年1月，由于地
下党组织遭到叛徒出卖，为通知同志
们安全撤离和销毁文件资料，郭德贤
放弃逃走的机会，和一双年幼的儿女
被捕关押在白公馆监狱。

渣滓洞牢房墙上，一张张照片映
衬出一张张年轻的面容：黄楠材牺牲
时 44岁，江竹筠 29岁，马秀英 26岁，
罗娟华 24岁，黄玉清 23岁，胡芳玉 23
岁，荣增明23岁……

■血雨腥风中，他们信仰不灭
青山苍翠，渣滓洞、白公馆掩映

其中，游人散去后显得格外静谧。然
而，70年前，大批革命志士们却在这

“人间炼狱”时刻进行着激烈斗争。
铁窗之内，残酷的斗争不断上

演，但革命的初心始终激荡。
1949年春节。岁寒，重庆浓雾弥

漫。
新入狱的战友带来淮海战役取

得决定性胜利的捷报，黑牢里的志士
骤然兴奋起来。

志士们在狱中庆祝胜利，唱《国
际歌》、扭秧歌、贴春联、叠罗汉……
唱得酣畅、跳得兴奋，心中满是对曙
光带来的憧憬。

郭德贤告诉记者，《红岩》小说中
广为人知的“绣红旗”其实发生在白
公馆，绣的人是罗广斌等几位被关在
二室的男同志，原料是一床棉被。

“放风时得知新中国国旗是五星
红旗，我们也想做一面红旗。可不知
道五星红旗是什么样，就做成大五角
星在中间，四个小五角星在四角。”郭
德贤说，狱友们把被子上的红色被面
拆下来，又找来黄色的纸，撕成五角
星形状贴在上面，一面寄托着希望和
力量的五星红旗就此诞生。

红旗做好后，牢房里沸腾了，从
罗广斌的牢房楼板底下，悄悄传遍白
公馆所有的狱友们。大家互相加油打
气，还为此写了一首歌偷偷传唱：

我们也有了一面红旗，
等到重庆解放的时候，
打着我们的五星红旗，去迎接我

们的党！
……
70年前的 11月 27日深夜，歌乐

山，黑暗如磐。
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一个多

月，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志士们满
怀希望等待黎明的曙光到来。然而，
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灭亡的疯狂大
屠杀。300多名革命者的鲜血流成了
河，熊熊火光映亮了天空。

孙重在密集的枪声中醒来，他看
到“猫头鹰”徐林贵指挥射击手把机
关枪枪口伸进门洞疯狂扫射。一时
间，战友们纷纷倒下，坐着的头部中
弹，站着的胸部中弹，高呼革命胜利
的口号声与枪声混成一片，土墙弹孔
斑驳，烟尘四起。

与此同时，不远处的白公馆里，
郭德贤听见不断有革命志士喊着“革
命万岁！共产党万岁”，倒在密集的枪
声中。她意识到，最后一刻来了。郭德
贤换上入狱前穿着的旗袍，静静地坐
在地板上，安抚着一双年幼的儿女，
等待最后的命运来临。

就在这时，她突然听见有人敲
门，是大学生周居正。原来，由于渣滓
洞关押人数众多，特务大部分赶去屠
杀，留在白公馆的看守杨兴典在平日
与革命者的接触中产生同情思想，打
开了牢房，帮助他们越狱。

郭德贤赶紧给两个孩子穿上衣
服，和周居正一人背一个孩子，悄悄
下楼后，一刻不停地跑。一路上难民
汹涌，郭德贤翻过几重山，一直逃到
了近20公里外的白市驿地区。

血与火中，仅有35名革命志士在
大屠杀中脱险，其中白公馆 20人，渣
滓洞15人。女性3人，男性32人。

在脱险志士联络处，逃出来的战
友们抱头痛哭。大屠杀后第三天，重
庆解放，脱险志士重返渣滓洞、白公
馆，去帮助辨认遇难战友身份。“太惨
了，没有全尸，有的只能看出有点

像。”郭德贤说。
脱险的罗广斌走进牢房，撬起屋

角那块木地板，将那面浸染着烈士鲜
血的五星红旗紧紧攥在手中……

■阳光下，他们不忘来时的路
歌乐巍峨，英雄不朽。新中国成

立后，35名脱险志士始终铭记着走过
的路，他们用70年的坚守传承着共产
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孙重和郭德贤几十年如一日义
务到机关、学校、工厂等地讲述革命
经历，足迹几乎遍及全中国。哪怕年
事已高，他们也经常站着讲三四个小
时，倔强地不肯坐下或休息。

脱险志士罗广斌、杨益言、傅伯
雍则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化作了数十
万字的党史资料。《红岩》《狱中斗争
纪实》等书籍是他们为战友而书写。

还有更多的脱险志士怀揣着当
年踏上革命道路的初心，踏上了建设
新中国的新征程。他们遍布在重庆、
云南、四川等祖国各地。

“我们要经常想一想红岩先烈，
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领悟党的初心
和使命。”在渣滓洞、白公馆参观的观
众发出这样的感慨。

退休后，孙重发起创办“红岩英
烈史料研究会”，组建红岩英烈亲属
联谊会，在距离渣滓洞不远的歌乐山
上，他买下一处院子，取名“红岩寨”，
作为红岩英烈后代的活动点。如今，
这里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86岁的老伴陈洁说，在山上已住
了16年，选这个地方就是老头子的意
思，要陪着他的战友们。

“父亲是很朴实的人，经历了血
与火、生与死，有很强的信念，内心有
一种英雄主义，他把 11月 27日当作
自己的生日。”二儿子孙浪说。

记者在“红岩寨”看到，一面巨幅
展板上，用图片、文字分四个阶段刻
画了近一个世纪的峥嵘岁月。从生死
抉择到艰苦岁月，从否极泰来再到追
梦乐园。巍巍歌乐山，见证着这位老
人对党的事业的坚守，也见证着他对

战友们深深的惦念。
英烈的后代们义务承担起了搜

集整理相关资料、慰问烈士家属等工
作。李承林烈士之子李显群、黄楠材
烈士之子黄菊生在退休后分别担任
红岩英烈研究会的会长和副会长，用
自己的方式传承英烈精神。如今，两
位老人也年事已高，传承的接力棒又
作为家训交到他们的下一代手中。

每年清明节和“11 ·27”纪念日，
孙重、郭德贤、杨益言、傅伯雍等都要
去祭奠牺牲的战友们，从步履蹒跚到
拄拐前行再到轮椅相伴，几十年来风
雨无阻。

2014 年，96 岁的傅伯雍离世；
2017年，92岁的杨益言逝世。同年，郭
德贤心脏病发，安上了支架，2018年
再次心梗，已住院一年多。即便如此，
今年清明节，郭德贤仍坚持让人推着
轮椅带她去。已无法站立的她，坚持
让人架着胳膊，献上了一朵白花。

重病在身的孙重，没能在最近的
一次“11·27”纪念日和清明节前去祭
奠。老伴陈洁说，还能说话那几天，老
头还在念叨让她去打报告建红岩之
家，帮扶烈士后代。

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记者问郭德
贤有什么要对牺牲的战友们说的。病
床上已十分虚弱的她，立刻坐直了身
板，一只手紧紧拽着病床的扶手，一
只手理了理满头银发，眼里闪着激动
的泪花，强忍着不流下眼泪。她说：

“70年了，中国强大了，人民幸福了。
烈士们，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据新华社

本报讯（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黄海航）7 月 11 日，我市举行“互联
网+护理服务”云平台上线启动仪式，
陈星海医院作为首家上线的医疗机
构正式对外接受上网预约，其余 9家
试点医疗机构上线工作正在筹备中，
也将于近期内陆续上线。

根据国家有关通知要求，我省成
为全国 6个“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

省（直辖市）之一，我市则成为全省 9
个试点地区之一。市卫生健康局、市
医疗保障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今
年 4月底联合制订并下发了《中山市
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实
施方案》。根据方案，确定并公布了 10
家试点机构名单。

“互联网+护理服务”出诊费列入
特需服务项目管理，实行市场调节

价。我市试点医疗机构根据供需双方
需求对上门服务出诊费实行自主定
价。据介绍，此项收费只适用于“互联
网+护理服务”试点医疗机构提供上
门服务时收取。

基于我市现有区域卫生信息平
台“健康中山APP”，我市在试点工作
期间由信息平台建设单位创建了“健
康中山‘互联网+护理服务’平台”，提

供给试点单位在试点期间内免费接
入。该平台功能及内容包含省、市试
点方案中要求的各项服务内容，以及

“互联网+护理”项目核心场景：包括
患者预约、医院评估接单、护士调度、
出诊费用选填、43项护理费用勾选、
医护人员出诊一键报警、执业安全人
身安全保险等风险防控、护理费用对
账等功能。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9185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4、3、6
“排列五”中奖号码：4、3、6、9、5
兑奖时间从2019年7月11日起至2019年9月9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7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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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色球”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080期开奖结果如下:
红色球号码：（03）、（06）、（08）、（20）、（24）、（32）
蓝色球号码：（07）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185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1）、（9）、（4）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185期开奖
结果如下:
基本号码：（03）、（11）、（17）、（18）、（22）、（34）
特别号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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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85
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32）、（羊）、（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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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刮千金好运来：即日起，在市内福彩投注站购买“一刮
千金”刮刮乐即开票，只要中得5000元、1000元和500
元奖级，即可立享奖金翻倍，50万元奖金派完为止。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7月11日

》》》上接01版
国资委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将以做到“两个维护”为重点，不断强化党
的政治建设，把“两个维护”体现在坚决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
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党
员、干部的日常言行上。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
跟进一步。在加强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方面，中央和国家
机关尤其要走在前列，提高学习教育针对
性和实效性，在学懂弄通做实上当好示范。

“中央党校因党而生，为党而立，尤其
要在高举思想旗帜、强化理论武装方面走
在前，不仅要自觉主动学，及时跟进学，更
要联系实际学，笃信笃行学，学出坚定信
仰、学出使命担当，学以致用、身体力行。”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机关党委相关负
责同志说。

■大抓基层 把握规律
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只

有持之以恒抓基层、打基础，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机关
党建工作才能落地生根。

“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树
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的要求，以提升组
织力为重点，锻造坚强有力的机关基层党
组织。”公安部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表
示，公安机关要做到绝对忠诚，对部机关和
各直属机构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不断
夯实、加强分类指导，增强机关党建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机关党委相关负责
同志表示，作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新
组建的部门，在做好人员、职能整合的基础
上进一步实现深度融合、化学融合，尤其需
要通过实现基层党组织的全面进步、全面
过硬，来带动各项工作不断增强。

党的建设是有明确要求的，也是有自
身特点的。提高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
质量，就必须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特点和
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党
的建设需要处理好五个关系的论述，为我们
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我们的党建工作，需
要按照这些科学指引，结合自身的特征和实
际，解决好‘两张皮’问题、分类指导问题，同
时更好地发挥好红色文博资源、典籍资源优
势，让机关党建取得实实在在效果。”文化和

旅游部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说。
中央网信办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表

示，将进一步处理好党建和业务的关系，要按
照“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的要
求，打好网上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进一步处
理好目标引导和问题导向的关系，针对自身
出现的政治生态问题，在补短板、强弱项上持
续用力，加强队伍建设、不断凝聚人心。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各负其
责履职尽责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名党员就
是一面旗帜。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
中央和国家机关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带
头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建设风
清气正的政治机关，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新
变化新气象。

“从对照检查来看，国家开发银行在不
同领域部门、不同层面都还存在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问题，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一
些党员干部手中握有权力，存在廉政风险，
必须高度警觉，加强教育和监督。”国家开
发银行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说。

广电总局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坚持严字当头，
把纪律挺在前面，同时也要正确处理干净和
担当的关系，决不能把反腐败当成不担当、不
作为的借口，从打造艺术精品到支持5G建设
等工作，都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贯彻始终，让纪
律建设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有力保证。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表

示，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
必须切实加强党的领导，牵住责任制这个

“牛鼻子”，要深入开展机关党建工作调研，
研究制定机关党建措施，不做“挂名书记”。
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表
示，必须严格坚持“书记抓、抓书记”，领导
班子成员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履行“一岗双
责”，做到明责、履责、尽责，切实把党建工
作抓细抓到位。

“各部门一定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
成抓机关党建工作的合力。”国家民委机关党
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要对标对表建好模范
机关，强化责任担当，指导督促各部门党组
（党委）落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中央政法委
机关党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要培养好高素
质专业化的党务干部队伍，着力推动中央和
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各项部署落实落地，全面
提高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

全面提高中央和国家机关
党的建设质量我市“互联网+护理服务”云平台正式上线

网约护理出诊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我市将建立健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开展“三个全面清理”
确保清单管用好用实用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陈娟）7
月 10日上午，常州市司法局及公证协会考
察团一行来到中山，围绕公证党建工作、公
证体制改革及公证业务开拓等方面的经验
进行考察调研。

考察团一行实地参观并了解香山公证
处的办公环境、发展理念及运作情况。市司
法局相关负责人向考察团介绍了中山市公
证行业的发展情况，重点就中山公证行业
体制改革的现状做了说明。

香山公证处是全省首批也是中山首家
合作制公证处。该处优化公证改革体制机

制，推出了“公证云在线申办”应用，多项公
证业务可以在网上申办，节约了群众的办
事时间和成本。公证处同时还延伸服务内
涵，开通了上门服务、“一站式”代办代查代
寄等延伸服务，极大地增加了群众生活及
办事的便利性。

常州市司法局党组书记陈向群表示，
希望以此次考察为新起点，互通有无，取
长补短，共同推动两市公证事业发展迈
上新台阶。随后，双方就公证行业的发
展及公证体制的改革的未来方向进行交
流与讨论。

常州市司法局及公证协会考察团到中山调研

探讨推动公证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