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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淼 缪晓剑 通讯
员 王锡炎）8月 21日，一辆严重超载的
大型槽罐车在夜色的掩护下，出现在江
门市江海区路面，被中山和江门两地联
合组成的“治超”执法队伍逮个正着。据
悉，此次行动由中山、江门两市交通主
管部门部署，是今年两市首次联合开展
弹性“治超”执法行动。

21日凌晨 4点 40分左右，一辆满载
着煤灰的六轴槽罐车出现在江门市江
海区新江睦路，此时天色未亮，司机警
惕地盯着路面的情况。他并不知道，交
通执法人员早已在路边设好路障，密
切注视着过往大型车辆的行驶动态。

“车辆在这个时间点出现，轮胎被压到
很瘪，行驶速度缓慢。”市交通运输局
执法三科执法人员何志锋表示，综合
目测情况，凭经验分析，执法队员迅速
判断槽罐车有超载超限的嫌疑，立即上

前示意停车接受检查。经核查证件、问
询等流程后，执法队员要求槽罐车前往
外海治超点过磅称重。称重结果显示，
这辆六轴槽罐车的核定车货总重 49
吨，实质检测车货总重 102.17吨，超限
53.17吨，超限率 109％，是名副其实的

“百吨王”。最终，交警对该车驾驶员作
出扣 12分、罚款 2000元的处罚。随后，
交通执法人员监督司机进行卸货，消除
隐患。

中山的交通执法人员，为什么会在
江门执行“治超”任务呢？何志锋表示，
此次行动由中山、江门两市交通主管部
门联合部署，是两市今年首次联合开展
弹性“治超”执法行动。弹性“治超“主要
选择在凌晨时分错峰开展执法行动，防
止不法分子利用执法人员休息时间逃
避超限超载检查，同时也有效消除两市
交界处的交通执法盲区。

中江两市交通主管部门联手弹性“治超”

超限超载“百吨王”被抓现行
昨日，记者从东区办事处获

悉，该区计划 9月份开始对库充
市场进行升级改造，工程为期 3
个半月，改造期间将设临时市场。

临时市场设在哪？是否保留
原来的摊位？记者对此进行了走
访。

昨日中午时分，到库充市场
买菜的市民络绎不绝，设在市场
西门的市场管理处办公室也是一
片忙碌，数名管理方人员围着一
张市场改造图纸，正在研究探讨
市场改造升级的具体细节。

“市场的升级改造方案还在
根据意见修改中。”市场管理方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市场暂定 9
月 16日起进行升级改造，改造期
间，场内的摊位全部搬迁至市场
正门对面的停车场，组建一个临
时市场过渡，而市民则可以到市
场与顺景花园之间的新建停车场
进行停车。该负责人透露，改造期
间，临时市场将基本保留市场原

有的摊位，市民照样可以到市场
买到心仪的菜式。

据介绍，库充市场自 2005年
开业以来，一直是中山中心城区
人气最旺、种类最丰富的菜市场
之一，深受周边居民青睐。但是，
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市场出现
不同程度的占道经营、车辆乱停
违停、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题。此
次升级改造，主要为提升库充市
场“颜值”和“气质”。

日前，东区办事处为库充市场
的改造升级，还专门召开“城市管
理大家谈”专题研讨会，主要针对
库充市场升级改造、内部装修的过
渡期间，临时安置区的建设和管理
等问题，进行讨论研究，形成完善
可行的方案 。东区方面表示，市场
的升级改造等具体细则，目前方案
还在根据意见修改中，群众有什么
看法或者建议，都可以通过@东
区发布进行留言讨论。

文/图 本报记者 夏亮红

本报讯（记者 隋胜伟）全省检察机
关的八大典型案例，为何中山检察机关
办理的案件占据二席？记者从市人民检
察院获悉，我市检察机关办理的“敖某
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案”和“广某
达公司与恒某经联社土地租赁合同纠
纷抗诉案”对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

据检察官介绍，“敖某非法转让、倒
卖土地使用权案”是检察机关服务保障
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

根据案件情况显示，敖某系金某某
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涉嫌非法转让、
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一案，由韶关市公安
局侦查终结，2018年 1月 9日移送韶关
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韶关市人民检
察院审查起诉期间，敖某因犯单位行贿
罪被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而在服
刑期，故将本案管辖问题请示广东省人
民检察院。同年2月12日，经广东省人民
检察院批复，该案移送中山市人民检察
院审查起诉。同年 5月 9日，中山市人民
检察院决定对敖某取保候审。

我市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引导
侦查取证，依法客观收集证据，依法听
取辩护人的意见，向犯罪嫌疑人敖某、
案件控告人及南雄市人民政府多方调

查复核，查明涉案各个环节的客观情
况，全面了解案件发生的背景及敖某作
为民营企业家在南雄市的投资经营情
况。经调查了解，敖某的行为受地方性
政策因素影响，非法获利数额是否达到
追诉标准的50万元未能查清。我市检察
机关及时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随后依
法变更强制措施。

据介绍，中山市人民检察院全面了
解案件背景，证实敖某系民营企业家，
其在南雄市经营的多个工程项目存在
经济纠纷，对其取保候审有利于协调解
决相关纠纷，帮助民营企业摆脱经营困
境，同时还查明其妻子和两个儿子身患
重病，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推行有温度的司法、保护民营经济发展
等角度考虑，依法决定对敖某解除羁
押，并办理了取保候审。

根据八大案例的相关资料显示，本
案一方面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
则，对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在经营过
程中所引发的问题，以历史和发展的眼
光客观看待。严格把握入刑标准，依法
行使不起诉权，确保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另一方面，充分保障在押人的合法
权益，帮助民营企业家解决经营困难，
尽快恢复生产经营。

本报讯（见习记者 王欣琳）8月 21
日，记者从广东（中山）脱贫攻坚展领导
小组了解到，2019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国际博览会、第 27 届广州博览会
(以下简称海丝博览会、广博会)将于8月
23日至 26日在广州市中国进出口商品
交易会展馆举行。本次海丝博览会还将
首次举办广东脱贫攻坚展,展示广东精
准扶贫、东西部扶贫及对口帮扶、对口
支援工作的阶段性成果,推动被帮扶地
区开拓海外市场。

广东脱贫攻坚展以“展扶贫成果，
助脱贫攻坚”为主题，展览面积达 10000
平方米,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等省内21
个地级以上城市和对口帮扶地区参展，
重点打造广东脱贫攻坚图片展、广东脱

贫攻坚实物展、广东脱贫攻坚体验区等
3个展示区，通过展出丰富的文字、图
片、实物，全面展示广东建立全省脱贫
攻坚体系。

据了解，在广东脱贫攻坚展中，中
山有 429平方米的展览区域。图片展将
通过24张图片，展现中山市对口帮扶地
区云南省昭通市、西藏林芝市工布江达
县、新疆兵团第三师 41 团草湖镇、黑龙
江省佳木斯市、四川省甘孜州白玉县和
巴塘县等的脱贫攻坚成果；实物展则主
要呈现及推广对口帮扶地区脱贫攻坚
的特色物产、旅游资源、产业合作成果；
体验区细分为旅游资源和特色美食体
验区，让更多人领略这些地区独具特色
的风土人情和饮食文化。

广东海丝博览会首办脱贫攻坚展,推动被
帮扶地区开拓海外市场

中山将展示精准帮扶多地的成果

市人民检察院举办“检察护航民企发展”
开放日活动

向民营企业家开门纳谏

本报讯（记者 隋胜伟 通讯员 邓
颂安）8月21日上午，市人民检察院举办

“检察护航民企发展”检察开放日，我市
部分民营企业家，涉民营企业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参加活动。

当天，参加活动的代表们参观了
“12309”检察服务大厅、3号楼办案区、远
程视频提讯室，对检察工作有了近距离
的直观认识。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副
检察长徐业恒通报了我市检察机关2018
年以来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工作情

况。据介绍，去年，市检察院服务保障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经验做法分别被最高
检和省检察院推广转发，中山市检察机
关办理的两个案件入选全省检察机关服
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八大典型案例。

座谈会上，副检察长彭郑坡等针对
与会人员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一一作了
回应，并表示，全市检察机关将再接再
厉，认真梳理并落实与会人员提出的宝
贵意见建议，更好地服务保障民营经济
发展，推动我市检察工作再上新台阶。

相关案例

保障在押人权益 助民企摆脱困境

“小飞人”林俊泓的“小目标”：
成为下一个苏炳添

2121岁的他已是国家短岁的他已是国家短跑实力新人跑实力新人，，55月在一项赛事中刷新亚洲纪录月在一项赛事中刷新亚洲纪录

库充市场拟下月中旬改造升级
工程为期3个半月，过渡期将设临时市场

文文//见习生见习生 王蔚然王蔚然
记者记者 夏亮红夏亮红
通讯员通讯员 李泽凯李泽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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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开启大学生涯

希望像苏炳添一样为国争光

8月20日，记者来到林俊泓家中，他已经在
家一周了。他的同学、启蒙老师都曾前来探访。

林俊泓“跑得快”在街坊邻里中早已不是
什么稀奇事了。

1998年出生的林俊泓，是大涌镇石井社区
人，曾在大涌镇旗南小学就读一二年级，后自
小学三年级其转到安堂小学就读。因表现突
出，在小学五年级时，林俊泓进入中山市体校
就读，接受专业训练。

“小时候他就喜欢在家门前的小广场上和
小伙伴们比赛跑步。”林俊泓的母亲林燕薇表
示，林俊泓从小就活泼好动，特别喜欢跑步，家
门前的那个小广场就是他和小伙伴们玩耍比
赛的地方，由于俊泓跑得很快，所以大家都爱
和他组队。

说起林俊泓，旗南小学和安堂小学不少老
师也对这位学生有印象。“教了十八年体育，这
个学生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安堂小学体
育教师黄昆明说。在小学期间，林俊泓就在大
涌镇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上崭露头角，多次在全
镇的中小学生运动会中获奖。进入中山市体校
后，林俊泓在田径场上进步神速，在 2009年大
涌镇第二届体育运动会上，他和队友一起夺得
该次运动会男子4×100米接力赛冠军。

在黄昆明认为，林俊泓能取得如此成绩至
少有三方面因素，一是天赋好。他个子高，爆发
力好，有训练短跑的潜质；二是对体育运动充
满兴趣。林俊泓自小爱好体育运动，体育课从
不缺课；三是勤奋。对老师布置的任务从不“偷
工减料”，对一些训练要求还超额完成。“看到
他取得如此好的成绩，我们都由衷祝福他，希
望他为大涌、为中山继续争光。”黄昆明说。

“爱好是最好的老师。”林俊泓表示，他自小
喜欢跑步带来的速度，享受胜利带来的快感。自
五年级进入中山市体校学习后，跑步就从业余
爱好变为林俊泓的专业学习项目。2016年，天津
田径队到中山市集训，期间看中了林俊泓，经沟
通，林俊泓成为天津队的一员。

经过了将近一年的训练，在
2018年年初，林俊泓开始代表天
津队参加一些全国性赛事。第一
次比赛是在南京的全国赛上，林
俊泓在男子 200米项目中发挥失
常，没能进入前 8名，但他的成绩
却能进入当时全国该项目的前 30
名。对于第一次参加全国赛的年
轻选手而言，着实不容易。

同年，林俊泓去美国进行特
训，也正是这次特训，让林俊泓得
到更大的提升。

在2018年全国短跑、跨栏、跳
跃及接力项群赛暨辽宁分区赛上，
林俊泓代表天津队出战。在男子
200米项目决赛中，他在风速每秒
逆风0.1米的形势下，跑出了20秒
79的成绩，成功夺冠，这也是他职
业生涯中收获的首个全国冠军。

对于 20秒 79的成绩，如果放
在 2017年全运会上，可以获得第
四名。而在 2017年，林俊泓 200米
最好的成绩约为21秒5，还未能进
入全运会舞台。

业内人士将林俊泓和中国男
子 200米主力选手谢震业进行比
较，谢震业在林俊泓这个年龄时，
200米的成绩在 20秒 5左右，但该
成绩是谢震业在大量比赛的情况
下跑出的成绩。而少有露面的林
俊泓，20秒 79的成绩着实能让外
界对他充满期待。

2018 年，中国田径中心发出
通知，召集一批实力运动员进入
国家队训练营，林俊泓入围，成为
短跑实力新人。

2018 年后，林俊泓在多个全
国性乃至洲际级别赛事中表现出

色。2019年 6月 4日晚，在重庆江
津进行的2019年亚洲田径大奖赛
上，他与队友杨洋、莫有雪、骆文
熠以38秒93的成绩获男子4×100
米项目冠军。5月 12日，在 2019年
国际田联世界接力赛男子 4×200
米项目中，他与队友莫有雪、骆文
熠、別舸在项目预赛刷新了亚洲
纪录，在决赛中以 1分 22秒 81获
得第六名。

对于在 2019年国际田联世界
接力赛上的表现，林俊泓仍然记忆
犹新。“大家组队时间不是特别长，
能跑出这样的成绩给了大家很大
信心。”林俊泓表示，当时包括教练
组在内，大家对新组建的这个接力
项目小队都充满信心，赛前初步定
下的目标是在赛事中打破全国纪
录，但最终打破了亚洲纪录。

作为中国的短跑名将，苏炳
添是中山人引以为傲的体育明
星。林俊泓表示，同样出身中山体
校的苏炳添既是他的偶像，也是
他的奋斗目标。

对于未来，林俊泓有着清晰
的思考：保持专注，提升自我。今
年 9 月，他即将进入华中师范大
学开启他的大学学业，通过学习，
提升自己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

目前离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
幕还有近1年时间，林俊泓能否登
上奥运会的大舞台？“目前我的成
绩离参加奥运会还有一定距离，
参加 2020 年东京奥运会不太现
实，但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像师兄
苏炳添一样为国争光。”林俊泓坚
定地说。

“他不训练就骨头痒，这几
天回家了也一直坚持训练。”母

亲林燕薇笑着说道，希望自己的
儿子通过刻苦训练，能为国争光。

自小就是短跑健将

家门口广场
就是他的“赛场” 少有露面却一鸣惊人

去年已入围国家短跑实力新人

在今年5月在日本横

滨举行的国际田联世界接力

赛男子4×200米项目上，中国队在

项目预赛中跑出1分21秒70的成绩，

刷新了该比赛的亚洲纪录，为中国队带

来了历史性的突破。让中山人骄傲的是，

四名接力赛队员中，有一名大涌小伙，他

就是今年21岁的林俊泓。近日，林俊

泓回到家乡休假，本报记者趁此机

会探访了这位继苏炳添后的

“中山小飞人”。

代表们旁听远程视频提讯庭审。 本报记者 余兆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