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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有根的农资部到物流公司门店，
就只有约 30米的距离，其间还有一家专
门为花农提供花木防风支架的门店。记者
特意拿起其中一根 3米多长、碗口粗的支
架，发觉很轻却很结实。

年轻的店老板还以为记者是花农，找
了一棵树，教记者怎样安装。十分钟不到，
一个支撑的树桩就安装完毕。上前使劲地
推，用脚猛踹，依然稳固。

“这树桩支架的材料虽然轻便，但很坚
实，而且是用新型材料制作的，可以反复使
用，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老板介绍。

“他们这家公司的产品在浙江、福建、
广东都非常多，价格也实在，比以前我们

用松竹作支撑好多了。”吴有根在一旁告
诉记者，这种花木支撑架是目前市面上销
量最大的。如此短短 30米一小段路，就有
3家在珠中江三地小有名气的店铺，都是
横栏这个“中国花木之乡”带来的效应。

■大多数代表认为应开展校
内托管服务

在 15名代表中，有 14名认为中山
应当开展校内课后服务。在网络听证
会页面，来自东区柏苑中心小学的教
师听证代表肖凯赞，第一天就获得过
千人次支持，反对则有过百人次。肖老
师的基本观点是：草案设定的校外托
管服务机构设立标准符合中山实际；
同时应当开展校内课后服务；每天 10
元的标准，费用由第三方管理，可以支
付教职工劳务报酬。

肖老师表示，这两年许多学校都
遇到了午休管理的难题。他所在的学

校也是从去年底开始，由家长轮值看
管午休。无论家长还是老师，要在正常
工作时间外加班轮值，都不容易。“我
认为这是一项惠民政策，从办人民满
意的教育的高度出发，学校开展校内
课后服务是非常有必要的。从大局出
发，为了让大部分孩子受益，要尽快立
法。”

为了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肖凯
赞参考了广州、珠海等周边城市的一
些做法，了解城区一些托管机构的收
费标准，还与身边的教师、家长进行交
流。他觉得校内托管服务最好是由学
校与第三方社会机构合作共同开展，

坚持公益普惠、学生和教师自愿参与
原则。校内课后服务经费来源由政府
和学校支持、家长合理分担运行成本，
家长分担三分之一，约每次5元的收费
标准。以每月上课日22天算，参加一个
月午管或晚托管的收费标准为110元。

■一天时间已有200多条市
民留言

中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将此次
听证会的主要内容定为三方面：草案
设定的校外托管服务机构设立标准是
否符合中山实际；学校是否应当开展
校内课后服务，学校收取校内课后服
务费用每月多少为宜；校内课后服务
费应当如何收取和管理，是否可以用
于支付教职工劳务报酬。目前，我国没
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明确“解答”这
3个问题。这3个问题，也正是目前中山
广大家长遇到的“痛点”。

在近年家长希望学校开展课后
校内服务的呼声中，老师群体的反对
意见还是比较多的。网络听证会首
日，市民反映热烈，仅一天的留言就

有 200多条。有众多网友留言说，老师
工作辛苦，校内托管服务导致加班时
间太长，自身无暇顾及家庭。尤其对
一位家长代表提出的托管时间到 18：
00，留言支持的和反对的人数都很
多。一位网友留言：“从每天早晨最晚
7：30进班级晨读开始，一直在学校工
作到 18：00，整整 10个半小时的高负
荷工作，不知社会有没有考虑到老师
的劳动者权益问题。这 10个半小时还
不包含回家备课、接受家长咨询等隐
形加班时间。”

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正
是此次网络听证会的目的。中山市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是首次尝试，希望通过讨论，取得多方
社会共识。网络听证增强了立法工作
透明度，拓宽了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
进一步推进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
法立法。”据了解，除了 18日—24日的
网上听证会，8月31日还将有现场听证
会，以网络的形式进行现场直播。市民
均可以留言，代表也可以选择回复或
修改观点。

本报讯（记者 冷启迪 孙俊军）8月
19日至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孙中山研究院主办，孙中山故
居纪念馆承办的“孙中山文化资源的挖
掘与利用”——第三届孙中山研究青年
研习营在我市举行。

昨日，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举行的
开营仪式上，中山大学历史系原系主任
吴义雄教授发表题为《超越与交融:孙中
山与时代潮流的再思》的主题演讲，对
孙中山先生一生的贡献以及三民主义
思想进行了介绍，深入分析了其《建国
方略》的内涵及其现代意义。

本次研习营启事发布后，即受到海
内外知名高校不同专业领域青年学者的
关注，经孙中山研究院组织遴选，最终录
取学员23人，学员中包括博士及博士研
究生14人，硕士及硕士研究生9人，专业
方向包括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政治
学、法学、哲学、新闻学、考古学、建筑历
史与理论、城乡规划学等不同学科。

参与此次研学营的徐晶，在粤剧艺

术博物馆工作，她发现孙中山曾经利用
粤剧传播他的革命思想，她想借这次研
习营，深入了解孙中山和粤剧的关系。
而中国传媒大学在读博士刘华也在为
他的博士论文孙中山的新闻思想做准
备，希望借此机会搜集更多资料。

接下来的一周里，他们将接受来自
中山大学、台北陈守仁孙学研究中心、
香港树仁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广东省
社科院等机构的著名专家的密集指导，
围绕“孙中山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利用”
主题，参加专题讲座及工作坊，在周边
孙中山史迹地开展现场教学。

2017年 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与中山市合作共建的孙中山
研究院在中山市挂牌成立。2017 年至
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与孙中山研究院联合举办以“孙中山与
中国传统文化”、“孙中山与粤港澳大湾
区”为主题的第一、二届孙中山研究青
年研习营取得圆满成功，获得社会各界
充分肯定。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 通讯员 麦
惠津）8月19日，中山市举办“雏鹰归巢”
育才计划启动仪式暨百名双一流大学
青年人才创新创业交流会。市委组织
部、团市委及市青年人才工作促进会代
表，中山籍双一流大学青年人才 100余
人参加了活动。青年们还参观了南区、
火炬开发区、翠亨新区等地的优秀企
业，了解中山的创业创新环境。

会上，市青年联合会香港特邀委员萧
震然律师，市政协委员、市青年联合会澳
门特邀委员陈斌，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医
学实验班学生马国兴和京津冀中山青年
人才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师范大
学民商法博士生黎昭权，各自分享了他们
的成才经历，并给出实在的人生建议。

随后，100多名学生便开启了精彩
纷呈的中山市创新创业体验之旅。他们
分别走进蒂森电梯有限公司、迈雷特智
能装备有限公司、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
有限公司（酱油博物馆）、深中通道管理
中心及翠亨新区规划馆等地，了解中山

的创业创新环境，了解中山的产业优势
和人才需求状况。

黎昭权说，去年，京津冀中山青年
人才促进会为 10名在京津冀地区求学
的中山籍大学生就业创业充当“媒人”，
让他们与企业或相关创业平台实现“联
姻”。“中山本土高校比较少，大部分从
中山走出去的学生因为缺乏对家乡产
业及企业的了解，毕业后在学校所在
地，通过学校及相关的校友资源在当地
实现了就业创业。”通过建立异地中山
青年人才促进会后，不少中山籍大学生
通过该协会，在异地找到了“回家”的
路，还通过协会提前与企业“结亲”，促
进更多青年人才学成后回乡就业创业。

据悉，中山市“雏鹰归巢”育才计
划是由市委组织部、团市委共同主办，
市青年人才工作促进会、市高层次人才
联谊会承办，除了本次交流会，还将在
近期于坦洲、东凤、东区等镇区举办系
列精英汇活动，加强本土青年人才对国
情、省情、市情的认识。

中山市“雏鹰归巢”育才计划启动

百余名中山籍大学生
体验创业创新环境

8月19日，中山市“雏鹰归巢”育才计划启动。 本报记者 黎旭升 摄

本报讯（记者 卢兴江 通讯员 莫
国炎） 8月 19日上午，市公安局在第二
办公区举行了“践行新使命、忠诚保大
庆”夏季大练兵启动仪式，警员代表和
兼职教官 700人参加，各公安分局通过
现场视频传输收看实况。

据了解，按照省公安厅的要求，市
公安局对全警夏季大练兵作出全面部
署，要求抓好“四项练兵”，包括：抓好
政治练兵，将政治理论学习贯穿大练
兵始终；抓好业务练兵，围绕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国庆安保中心任务，强化一

线民警在科技应用、警情处置练兵；抓
好警务技能练兵，组织开展各项公共
科目训练；抓好现场急救练兵，结合民
警岗位特点，依托专业机构开展现场
急救训练。

当日，市公安局还为63名兼职教官
颁发了聘任证书，“送教上门”活动就此
展开，以方便基层练兵。同时，市局还加
强了训练装备和场地建设，以确保大练
兵正常开展。

根据省厅统一部署，夏季大练兵即
日开始，持续到10月结束。

践行新使命 忠诚保大庆
市公安局夏季大练兵启动

在冠华农资部，各种农资堆积如山。工人根据订单，将农资送到各个苗木场。

第三届孙中山研究青年研习营在我市举办

深入发掘和弘扬
孙中山文化资源

市民踊跃参与中山立法首次网络听证会，积极为未成年人
托管服务建言献策

一天时间留言200多条
不同观点声音相互碰撞

《中山市未成年人托管服务条例（草案修改稿）》立法网上听证会

正在进行中。18—24日，15名听证代表的观点和意见在中山网上公

布，市民可以浏览、留言以及投票表示支持或反对。18日上午网络听

证会正式开始后，到19日上午，已有代表收获了过千人次支持，也有

代表的观点被过千人次反对，市民参与热情高。

本报记者 陈慧

横栏镇花木种植催生一批新产业新行业

花木农资畅销珠中江
花卉物流展现高精尖

文/本报记者 柯颂 图/本报记者 文波

来到“中国花木之乡”横栏

镇，很多人只知这里有满眼的花

卉苗木，却甚少知道那些因花木

而催生出来的的新产业、新行

业。如花木农资经营，以及花木

专职吊运司机、花卉专职打包工

人……由于这里的花卉苗木种

植和交易数量巨大，于是，这里

的新产业、新行业在规模和数量

上是珠中江三市首屈一指的，还

时常向外市输出。

8 月 12 日早上六点钟，像
往常一样，三沙村民吴有根来
到花木基地一处临近路边的
冠华农资部，与早就在此等候
的伙计一起，把前一天花农订
购的货，往摩托车车尾一放，
就骑上它沿着花间小路送货
去了。

20分钟后回来，吴有根换
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将营养杯、
化肥、小铁铲等装车，再次出发
了……如此来来回回三趟，时
间已经来到了上午十点钟，他
才到门边的小茶几旁坐下来，
泡上一壶茶，聊他的经历。

十多年前，作为横栏三沙
村较早种植和经营苗木产业
的吴有根，要购买袋子、肥料、
农药、小铁铲等农资，常常要
跑到佛山市的陈村等地，非常
麻烦，遂萌生了开一间农资供
应部的想法，付诸行动后，于
是就有了如今这间农资供应
部。店中的农资，已从原来的
数十个品种，发展到现在的数
千个品种。

“只要花农想要的，我们几
乎都有，花农没有想到，我们也
有。我们还把农户在生产中遇到
的情况，及时反馈给相关生产部
门，于是，一些新产品很快就生
产出来了。”吴有根介绍，比如不
会“烧坏”根和叶的新型水溶肥

料、用于防止台风吹倒苗木的落
叶素等，就是根据农户需要发明
的。经过这些年的经营，他店中
的农资品种也越来越多，在珠中
江三地也已小有名气。

“我今天刚好到横栏来，所
以直接过来拉货，若没时间，则
另外多给100元运费，让托运到
江门。”江门市一位姓蒋的老板
刚好到来，接过了话题。这位蒋
老板介绍，他在江门、中山和珠
海都有苗木基地，跑遍了三个
地方，还是这里的品种可满足
一次采购齐全的需要。

“我们本地村民，喜欢到这
里来，最大的原因是这个吴老
板人好，能够体恤我们做农业
的难处，能先赊账，年底卖了苗
木再还钱。”一名拿了一片树
叶，问明白该施什么农药的村
民告诉记者，吴有根每年上千
万元的生意，其中就有三四百
万元是赊账的。

“每年都有 30多万元变成
了死账，收不回来。一些是初次
创业改行的、一些是身患疾病
死亡的，还有一些别的原因。
乡里乡亲的，就由这账死了
吧。”吴有根笑着告诉记者。

“货全是一方面，关键这里
有一份温暖的感觉，所以我们
喜欢到这里进行交易。”江门的
蒋老板说出了心里话。

■农资小店辐射珠中江 ■一天可调齐70台吊车和300多名花场工

也许因为吴有根的好人缘，聚集了人
气，在他的农资部一旁，两年前开了一家
物流公司，这家物流公司，不仅有专业的
线路，帮助横栏的客商把花木运到缅甸、
老挝、内蒙古等地，也有专业吊车队伍和
专业的花场工。

下午 4点钟左右，三沙花木基地开始
忙碌起来，各处花场路旁均有运载花卉的
大型车辆停放，于是，数十个花场工，便不
断地把原先放进篮中的袋子花有序地叠
放在车上，既不能过密，以免相互擦伤，又
不能让晃动的车，让上一层的花压坏下层
的花。在一处大型的花场边，10台装载车
排成一队，每台30多人，正快速地搬运着。

“这确实是一个技术活，一般的搬运

工，是没有这样的专业技巧的。这些花场
工也就只在横栏三沙可以一下子集齐300
多人，别的地方根本找不到。”物流公司的
王老板告诉记者，上次他到珠海拉货，怎
么也找不到人，于是只好打电话到横栏，
让人把花工拉了过去，才按时完成任务。

而在横栏三沙基地的另一边，运载大
型乔木的车辆也在进行。远远看去，二十
多台吊车高高地在花木上空挥舞，场面甚
为壮观。“这还是小型的吊运作业，繁忙
时，这里可以在一天内出动70多辆吊车同
时作业，在这里开物流公司，就凭这一点，
我就比别地的物流公司都自豪！”王老板
表示，生意好了，他就把全家人都迁到了
横栏来，成为了新型农民。

■花木防风支架用上了新材料

》》》上接01版
19日上午，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在

青海西宁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
的贺信。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晓光出席开
幕式。

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由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青海省政府主办，包括主论
坛、分论坛、边会、场外互动和展示活动
等环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省份、相关研究机构负
责同志，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代表，专
家学者代表等约450人出席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