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李庆辉 彭 晖 二审：林志强 图编：明 剑 美编：解元杰 校对：马俊慈 ■新闻热线：88881111，18899811223 ■Email：zsrbnews@163.com

星期四 2019年8月
第8984期（己亥年七月廿二）

■今日12版

深 耕·权 威·影 响 力

中共中山市委机关报

中山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44-0126
代号：45-4722

据新华社电 为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今年 10
月 1 日前后，北京将隆重举行庆
祝活动，热情欢迎中外记者采
访。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活
动新闻中心设在北京梅地亚中
心，将于 9月 23日开始正式运行。
为便于中外记者采访，新闻中心

将负责接待前来采访庆祝活动的
中外记者，组织新闻发布会和记
者招待会，联系安排中外记者采
访活动，并开设新闻中心官方网
站和微信公号，为记者采访报道
庆祝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
技术保障。

为方便香港特别行政区记者、

澳门特别行政区记者、台湾地区记
者和外国记者提交采访申请，大会
开通记者报名注册系统（域名：
http：//reg70prc.zgjx.cn），欢迎港澳
台记者和外国记者通过该系统提
交报名注册申请。采访申请受理时
间自 2019年 8月 22日起，至 2019
年9月8日止。

“好期待啊”“好啊，不用在

广州租房子了”8月 19日，本报

“预见”新城系列报道在新媒体

平台推出后，引起读者广泛转发

和关注。从评论及转发的情况

看，读者对区域内交通设施及公

共服务的关注度较高，我们围绕

读者关注的热点进行采访，通过

专家视角和政策分析，为大家找

到答案。

统筹：本报记者 隋胜伟
采写：本报记者 隋胜伟 李丹丹

强化组团联系
轨道和公路交通将更便捷
本报推出“预见”新城系列报道

后，网友们对交通的关注较为集中。
“建议以远期规划修建道路。”网

友“阿文”建议减少因道路压力改建引
发的扰民及资金投入等问题。网友

“CH”认为，应该先把路搞好，不然效
率提不上去。他建议以后修路要注重
区域性规划。

网友“慧灵”认为，目前中山（石
岐）总部经济区附近的道路在高峰期
已存在交通压力，尤其勤学路，建议关
注区域内的交通状况。

8月 20日，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官网挂出《广州地铁18号线从中
山延伸至珠海段工程方案前期研究》
的招标公告，据公告资料显示，广州地
铁18号线珠海对接中山段，全长约60
公里，估算投资 200亿元。这与《中山
市岐江新城提升规划》对轨道交通规
划相印证。

岐江新城提升规划项目负责人、
中山市规划设计院规划二室副主任贾
莹莹在接受采访时说，除了轨道交通，
岐江新城此次也特别注重内外道路的
联通。

贾莹莹说，现在岐江新城区域内，
跨江通道薄弱，南北岸联系不够紧密，
区域内仅蝴蝶桥、东明桥、康华桥等几
座桥。同时，内部路网密度不足，公共

交通服务半径小，未覆盖整个区域。在
对外交通上，有中山站、中山北站两个
轨道站；在高速公路方面，虽然有珠三
角环线高速、广澳高速经过该区域，但
是高速公路出入口仅有城区出入口和
港口镇出入口。在快速化道路方面，现
状长江路正进行快速化改造。另外，北
外环和福源路也经过该区域。

“公路交通方面，随着深中通道、
中开高速、东部外环高速、西环高速的
建设，岐江新城的对外公路交通已愈
加便捷。”贾莹莹表示，未来岐江新城
无论是市内交通还是与周边城市的互
通可达性都非常高。

在加强南北区域交通联系上，提
升规划新增了中山（石岐）总部经济区
的幸福桥、起湾道过江隧道等过江通
道。未来岐江新城与其它组团联系将
大大加强，如通过起湾道快速化改造
以及加强坦洲快线与南部组团联系，
并通过起湾道过江隧道连接福源路加
强与北部组团联系，打通大沙南路-
东祥路-世纪大道，加强与翠亨新区
的联系。

另外，岐江新城提升规划结合岐
江河景观、城市林荫和五马峰公园慢
行路径等，通过对慢行系统的优化和
优先考虑，还构筑了连续通达、缝合山
水的城市特色慢行系统。沿着岐江新
城的主干道、部分次干道以及滨河地
段，还规划了城市自行车道，沿岐江河
主干及其支流两侧的湿地公园及河堤
也规划了延续的步行系统，并延伸至慢
行街区，通过二层连廊形成慢行系统。

布局国际中小学等设施
促进人口和产业集聚

“规划是有前瞻性了，希望人才与
企业引入再加加油，相信中山未来大
有前途。”“纳斯达客”等网友关注岐江
新城未来的吸引力。

除了创新要素的引入等因素的考
量，本次提升规划，还注重公共服务配
套。

《中山市岐江新城提升规划》在公
共服务方面专门提到，岐江新城作为
未来城市的新中心，应主动承担起配

套区域重要设施的责任。
在区域层面将采用“大型公共服

务设施先行建设引导”的公共服务设
施配套发展模式，通过能提供区域服
务的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强力吸引人口
和产业集聚、引领新城发展。

片区层面注重强化商业、文化、教
育、医疗、办公和科研等生活和生产性
服务设施的建设，重点规划建设新城
公共中心。

社区层面配套小学、诊所、商业、
社区活动中心和市场等，形成完善的
社区配套体系，满足片区居民的日常
生产生活需求。通过公共服务设施分
层设置，在不同层级有选择地布局最
需要的公共服务设施，更好地满足居
民对不同等级公共服务的权利。

作为城市公共服务集聚区，未来
岐江新城片区布局智慧城市管理运营
中心、科学艺术展览馆、文化艺术公
园、全民健身体育场、滨水体育公园、
高端综合医院、国际中小学校等高端
服务设施，提升城市中心区服务水平，
打造湾区级国际化城市新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

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

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

社会问题。他提出，要还给老百

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

进入新时代，“河长制”成为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实践。

“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

2017年元旦前夕，习总书记在

新年贺词中说。

2018年6月底河长制提前在

我国全面建立，千万条哺育着中

华儿女的江河有了专属守护者。

■百万河长来巡河
初秋正午，烈日当空，滇池上游的

新运粮河畔，一个身影格外忙碌。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街道普

吉社区代理主任、社区河长李俊彪正
仔细巡查着河道，排查污染隐患。无论
日晒雨淋，两周一次的巡河是他雷打
不动的任务。

滇池的30多条入湖河流中，仅10
多公里长的新运粮河并不起眼。但在
李俊彪看来，这条小河很不简单，“几
百年前，滇池周边的粮食就是从这条
河运到昆明城的。”

然而，因城市生产生活污水排入，
新运粮河一度成为人人避而远之的黑
臭河流。

“过去大量污水直接排放入河，很
多汇入到滇池。”昆明市五华区水务局
副局长张拾化回忆，上世纪 80 年代
末，滇池水质迅速恶化至劣V类。

经过多年持续治理，饱受污染之
痛的滇池终于迎来重生。2018年，滇
池全湖水质升至 IV类，为30余年来最
好水质。两岸绿树成荫，河水清可见
底，一度严重污染的新运粮河也逐渐
恢复昔日容颜。

一条条入滇河流的复苏，离不开
各级河长们的日夜巡护。像新运粮河
一样，滇池的35条主要入湖河流均已

建成了由省、市、县、乡、村五级干部担
纲河长的治理体系。

自从担任社区河长以来，李俊彪
记不清自己在河边巡查了多少回，“不
管是小饭馆偷倒泔水，还是河边小作
坊占道经营、私搭乱建，只要发现问
题，我们绝对一查到底。”

2016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
长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到 2018年年
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

水利部河长办副主任、河湖管理
司副巡视员刘六宴介绍，我国已在
2018年 6月底全面建立河长制，并在
2018年年底全面建立湖长制。目前，全
国31个省、区、市共设立了省、市、县、
乡四级河长湖长30多万名；各地还因
地制宜，设立村级河长湖长90多万名。

■消失江豚再现身
“拆除矮围之后，十几年没见过的

江豚又回来了！”在洞庭湖畔的漉湖芦
苇场，当地渔民高兴地告诉记者。

洞庭湖有“长江之肾”“鱼米之乡”
的美称。但长期以来，养殖业废水污染
湖水，矮围网围分割湖面，非法挖沙吞
噬湖洲，“湿地抽水机”欧美黑杨破坏
湖区生态……

对此，湖南省明确提出，以河长制
切入，建设大美洞庭湖。

在一级级河长湖长的共同推动
下，2017年冬，湖南砍掉了洞庭湖周
边近300万棵欧美黑杨；当年12月，洞
庭湖内拆除矮围网围 472处，破坏生
态、威胁行洪的非法矮围基本被拆除。

在一场场河湖治理战役中，各级
河长湖长发挥着关键作用。

水利部河长办副主任、河湖管理
司河湖长制工作处处长李春明介绍，
仅在 2018年，全国省、市、县、乡四级
河长湖长巡河巡湖次数就达717万人
次，有的省份河长湖长巡查发现并督

办整改河湖问题超10万个。
在有“千湖之省”之称的湖北，当

地以问题导向为关键点，着力推动河
湖长制“见河长”“见行动”“见成效”。

湖北省黄石大冶湖国家高新区
管委会主任王细军没有想到，去年
因为未在规定时间内关停两家养殖
场，他被时任大冶市市长、大冶市第
一总河湖长王刚直接约谈。约谈后仅
7天，大冶湖畔的两家养殖场就全部
关停。

“河长制让更多人参与到了河流
治理，保护力量成倍增加。”张拾化说，
以昆明市五华区为例，全区仅主要
河流就有 80多公里，“如果仅靠水务
部门，不可能实现如此高质量的监
管巡护。”

■全民护河水长清
在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成的过

程中，不仅各级干部纷纷担任河长湖

长，定期巡河巡湖，一个特殊的群体
——“市民河长”“民间湖长”也主动
参与进来，成为河湖保护工作中的新

“风景”。
“我的目标，就是让子孙后代能够

看到洞庭湖的美。”洞庭湖首批“民间
湖长”何大明开着船在洞庭湖江豚活
动较频繁的扁山岛区域巡湖，眼前是
唐代诗人刘禹锡描绘的“遥望洞庭山
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美景。

2018年 4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长江，来到洞庭湖区的岳阳市，通
过实时监控察看了东洞庭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状况。他勉励大家
继续做好长江保护和修复工作，守护
好一江碧水。

“总书记的嘱咐让我们很振奋，感
觉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何大明说。

今年 1月，一场为昆明 100个“市
民河长”团队举办的聘任仪式在滇池
畔举行。36岁的皮划艇爱好者陈嘉佳
与皮划艇俱乐部的 40多名伙伴组成
的团队是其中之一，他们负责巡视入
滇河流船房河。

“只有接触，才懂得爱护。”陈嘉佳
说，正是因为喜欢划皮划艇，他和伙伴
们才会对水有如此深的感情。

每到周末或工作日下班较早的时
候，陈嘉佳就会和伙伴们相约在船房
河边，划着皮划艇巡河，一边收集水中
的垃圾，劝导岸边钓鱼的市民。一些钓
鱼的市民不理解，但陈嘉佳每次都笑
脸相迎，以真诚赢得理解支持。

“我宁愿得罪人，也不愿意得罪滇
池。”陈嘉佳说。

他念念不忘小时候那个干净清澈
的滇池，“那时候，可以在滇池里游泳，
游完爬上岸后，父亲总会给我买一瓶
山楂汽水。”

如今，经过多年治理，曾臭气熏天
的船房河成了入滇河流中河水最清、
景观最美的河流之一，许多市民闲暇
时都会来河边散步游玩。

陈嘉佳说，他最喜欢沿着船房
河一直划到入滇河口，欣赏昆明西
山的落日美景，“夕阳倒映在清澈的
水面上，非常漂亮，就像回到了小时
候。”

据新华社电

中方将对参与售台武器的
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据新华社电 针对美方拟向台湾出售武器，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1日说，中方将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包括对参与此次售台武器
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北京时间 8
月21日，美国国防部正式通知国会，美方拟向台
湾出售总价约 80亿美元的 66架 F-16先进战机
及相关设备和支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
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包括对
参与此次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必须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中方维护自身主权、统
一和安全的决心坚定不移。”耿爽说，我们敦促美
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售台武器和美
台军事联系。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完
全由美方承担。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
开展“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试点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21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
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部署扩大养老
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确定稳定生猪生产
和猪肉保供稳价措施。

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深
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证照分离”，破解“准入
不准营”，这有利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也是稳就业的有力措施。会议决定，从
12 月 1 日起，在全国自贸试验区开展“证照分
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对中央层面设定的全部
523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
审批。一是取消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等 13
项审批。二是将报关企业注册登记等 8项审批
改为备案。三是对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等 60项审
批实行告知承诺制。四是对其余 442项审批采
取压减材料和时限、延长或取消有效期、网上办
理、取消现场核验等优化服务措施。五是对上述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向社会
公开并定期调整。为此，会议决定，在自贸试验
区暂时调整实施相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
对涉及的法律，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
院调整实施。会议强调，“证照分离”改革要加大
力度持续推进，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进一步放
宽市场准入，推进便利化，并加强公正监管、事
中事后监管，寓管理于服务中。成熟经验要及时
向全国推开。 》》》下转02版

市政协与上海宋庆龄
研究会签订协议

推进中山上海两地
人文交流合作

本报讯（记者 周振捷）8月 21日，市政协主
席丘树宏与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会长薛潮代表双
方，在上海签订《加强人文交流合作协议》。该《协
议》旨在进一步推进中山、上海两地孙中山文化、
宋庆龄文化研究方面的合作，助力粤港澳大湾区

“人文湾区”建设和“上海文化品牌”建设。
记者了解到，中山、上海两地在历史上渊源

颇深。概括而言，香山买办与四大百货公司等曾
在十里洋场叱咤风云，中山籍名人郑观应、郑君
里、阮玲玉、萧友梅等同样在黄浦江畔声名显赫，
孙中山更是把上海作为致力于民族复兴的重要
阵地。

依据《协议》，市政协与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将
建立信息交流、联席会议与交流合作三大制度。
今后，双方将围绕孙中山文化、宋庆龄文化整合
研究资源，就人文资料搜集、课题研究方向、活动
项目策划、文化实践交流等工作实现互联互通；
每年举行一次联席会议，围绕特定主题，邀请两
地相关专家、部门、机构参会；不定期选择共性的
人文议题，联合举办纪念活动、课题研究、研讨会
等，增进两地人文交流合作和友好往来。

市政协副主席刘志伟出席《协议》签订仪式。

国庆节前后北京将隆重举行庆祝活动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活动新闻中心9月23日运行

百万河长 护水长清
——河长制开启治河新时代

岐江新城提升规划引发网友关注，有关部门就读者关注问题进行解读

密切组团交通联系 布局高端配套设施

“市民河长”、皮划艇爱好者陈嘉佳（右三）与伙伴们在昆明市船房河巡视。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