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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芯提质”
助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小榄中央商务区正式启动
本报讯（记者 隋胜伟 通讯员 蔡
焯 浩）记 者 昨 日 从 小 榄 镇 获 悉 ，随 着
2019“WE LOVE 小榄”红心人声乐团
&港澳青年歌手音乐之夜的举行，小榄
中央商务区正式启动。
记者了解到，
目前，
小榄正实施强芯
工程，
以推进科技金融集聚区、
中央商务
集聚区以及龙山智谷集聚区为芯，打造

小榄镇城市中心和中山西北组团城市中
心。
小榄中央商务集聚区的发展规划，
是
以小榄金融中心作为中心辐射的一个地
区性核心商务圈, 项目于2018年12月获
得市级评定为共建服务业集聚区。
作为城市未来的功能中心和商务
聚集地，
小榄中央商务区将定位成为中
山市现代服务业、金融业集中展示区，

助力加快本地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小榄
中央商务区项目正式启动后，将通过更
多优质项目集聚发展，推动城镇经济发
展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转变，让集聚
区的发展为城市经济进一步的转变提
供强而有力的支撑和持续动力。
据了解，
目前区内的小榄金融中心
已进驻包括中国人寿、太平人寿、村镇

银行、广发证券、中国联通、港华燃具等
多家实力企业。
为配合商务集聚区的建
设，项目单位联合政府为更多优质企业
出台进驻的补贴政策，符合相关条件的
入驻企业最高可以获得 50 元/平方米
的租金补贴。今年，中央商务区的专项
资金管理办公室将设在金融中心 13
楼，进一步更好地服务区内企业。

西区举办
“垃圾去哪儿”
亲子体验活动

50 名市民零距离直击垃圾处理全过程
近日，西区宣传办策划组织
一场“垃圾去哪儿”垃圾分类体
验宣传活动，招募 50 名亲子志
愿者来到西区水悦熙园、中山市
南部组团垃圾焚烧发电厂、西区
全民公益园三个点，近距离接触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以更加直观
的方式感受垃圾处理全过程。
当天上午，志愿者跟随导游来到
了活动第一站——西区水悦熙园。
在工
作人员的指导下，
志愿者在手机上下载
了一个APP扫码注册后，
根据设备提示
正确选择垃圾种类，箱门打开，将手中
的矿泉水瓶投入垃圾箱中，
回收机根据
投放垃圾的重量，实时计算积分，达到
一定分值就可提取环保金。
像水悦熙园
这样设置了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的试
点小区在西区共有 29 个，设有回收机
31 台，
累计覆盖居民约 4.2 万户，
截至 8
月 18 日，累计回收垃圾总量 9.19 万公
斤，
累计发放环保金7.89万元。
在中山市南部组团垃圾焚烧发电
厂，志愿者走近能“吃”垃圾的庞然大
物。
记者发现，整个厂区丝毫没有垃圾
场那样的臭气熏天。
在垃圾吊控制室，
志愿者们透过玻璃见到数十米深的垃
圾储坑。
垃圾储坑上方，两只巨型的金
属抓手在垃圾堆上游走，落下、抓起、
投递，一系列动作显得游刃有余。
工作
人员介绍，这里主要进行垃圾的堆放、
卸料以及分区调整和相关操作，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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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圃镇督导在建民生工程

新地大桥主线拟 9 月初通车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黄圃
宣）8 月 20 日上午，黄圃镇相关负责人率
督导组来到黄圃新地大桥等在建民生工
程施工现场，
检查督促项目建设进度。
据
悉，新地大桥建设和新柳路改造项目都
已接近尾声，
预计将在 9 月初通车。
新地大桥道路工程全长为 993 米，
桥面宽约 28.5 米。目前，该项目桥梁工
程、桥面铺装、新沙段主线混凝土路面
已全面完成，新地段主线沥青路面将于
8 月 23 日全面完成。主线路灯安装、交通
标线等交通附属设施 8 月底即将完成。
项目主线将于 9 月初通车。
为配合新地大桥通车，黄圃镇投入
约 3000 万元对新柳路进行改造。
目前，
该
项目已完成东段路面底层沥青及西段混
凝土路面建设，
将于 8 月底完成全部沥青

路面工程及路灯、标线等交通附属设施
配套，
并于 9 月初与新地大桥同步通车。
随后，督导组一行来到位于新丰一
号路 DN1200 原水管工程的施工现场。
黄圃镇水源地迁移 DN1200 原水管工程
是重点民生工程，惠及全镇 15 万群众的
饮水安全。目前，该工程一标段施工招
标工程已完成，工程范围从南头镇光明
北路至黄圃镇新丰一号路，长度为 4.8 公
里，今年 8 月份开工建设，工期 15 个月。
督导组指出，在建的民生工程要加
快工程进度，争取早日完工，各相关部
门、各施工企业要增强工程建设的责任
感和紧迫感，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提升
工程质量，规范管理，严把工程质量关，
着力提升建设品质，高标准严要求完成
各项建设任务。

桂南醒狮团弘扬客家文化

志愿者参观垃圾焚烧发电厂中控室。
发酵好的垃圾用抓斗抓至投料口，进
入焚烧炉焚烧，所有的垃圾都在这里
火烧发电。
走进中控室，一整幕墙的监视器
上显示着垃圾从进入垃圾池、投入焚
烧炉到在炉内进行燃烧的全过程。在
这里，工作人员通过电脑可以 24 小时
监控炉膛燃烧情况、设备运转是否正
常。这里是整个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中

枢位置，是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行的
“大
脑”。
在大屏幕直观的动态与工作人员
细心地解说下，志愿者们对垃圾焚烧
的了解又更深了一些。
来到第三站西区全民公益园，志
愿者们开启一场“垃圾减量，变废为
宝”
体验之旅。
他们用喝完了的水瓶制
作精美的水瓶灯，用废旧报纸制作成
实用的置物篮……通过作品的展示和

文/本报记者 陈伟波 通讯员 郑思敏

讲解，让大家以“变废为宝”的眼光看
待各种垃圾，不盲目、不随意地丢弃，
最大限度地开发废弃垃圾的价值，实
现废弃垃圾的华丽转身，真正保护环
境。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亲子手绘垃圾
车、试驾新型垃圾车、垃圾分类拼图游
戏、垃圾分类小投篮游戏等，让志愿者
们通过参与活动，对垃圾分类工作有
更深入的认识。

南朗开展形式多样活动
庆祝
“中国医师节”

图/本报记者 陈伟波

本报讯 8 月 19 日是第二个中国医
组，对大茅岛上的 40 名麻风病康复老人
师节。近期，南朗镇开展内容丰富的系
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义诊慰问活动，让
列庆祝活动，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
他们感受社会的关爱及温暖。
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
8 月 19 日下午，南朗镇 2019 年“中
神，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国医师节”庆祝暨表彰大会在南朗医院
推动健康南朗建设。
隆重举行。大会表彰了“南朗医院第二
7 月至 8 月，南朗镇卫计局先后开展
届好医生”、2019 年“南朗好医生”和南
了 2019 年“ 南 朗 好 医 生 ”评 选 活 动 及
朗镇“中国医师节”摄影作品征集评比
活动获奖者。当日，还进行了医师慰问
2019 年“中国医师节”摄影作品征集评
关怀活动，慰问了生活困难医师，为其
比活动，黎志成、廖玲玲、邹增顺 3 名同
志被授予 2019 年“南朗好医生”荣誉称
送上了慰问金和慰问品。
号。同时，一大批精彩摄影作品定格医
南朗镇卫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师们爱岗敬业、守护生命感人的画面。
“中国医师节”系列活动的开展，彰显了
南朗镇医师队伍的崇高职业精神和敢
在欢庆节日的同时，南朗医务工作
于担当的职业情怀，进一步推进南朗镇
者不忘初心，心系百姓健康。8 月 15 日上
午，由南朗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
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务人员和卫计局工作人员组成的慰问
（蔡伟强 黄艳霞）

南朗镇专职消防中
队走进校园

纪中新生
上消防“第一课”
8 月 21 日上午，南朗镇专职消防中队消防
员走进中山纪念中学，为今年进入高一和初一
的新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消防
“第一课”
。
演练假设教学楼因电线老化短路引发火
灾。警报声响起，同学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安全
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
消防员到场后经过 20
多分钟将“火”
彻底扑灭。
“第一课”
除了消防演
练，还安排了消防安全知识讲座、消防知识影
片、如何使用灭火器灭火、参观消防车辆和器
材装备等一系列环节，让新生们近距离学习日
常消防安全知识与技能。
通讯员 周瑞 冯玉芳 何德恩
见习记者 陈伟祺 摄影报道

8 天制作手工灯笼 136 个
小榄志愿者为归家
“小候鸟”
送上祝福

三角图书馆举行阅读分享会
21 日上午，三角镇图书馆传出了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当天正在举行的是三角
镇第九期阅读分享会，20 余名儿童上台与现场观众分享诗歌、散文，孩子们在活动
中增强阅读兴趣。该活动由三角镇宣传文体服务中心、
三角镇图书馆以及三角镇文
学艺术届联合会共同举办。
本报记者 孙俊军 见习记者 李鑫 摄影报道

传统舞龙舞狮在我市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我市五桂山镇，桂南醒狮团是一
个致力于传承和弘扬传统客家醒狮文化，促进青少年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性的社
团。图为桂南醒狮团的团员在训练。 本报记者 缪晓剑 见习生 王蔚然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 见习
生 陈家浩 ）为感谢外来务工人
员为小榄建设做出的贡献，近
日，中山好人工作室志愿者服务
站联合小榄爱心助学团亲子义
工队，开展了一期“暑假制作传
统灯笼送留守儿童（小候鸟）亲
子义工分享会”活动，经过 8 天
共 500 多名志愿者的接力，一群
暑期跟随父母来到小榄的小候
鸟们获赠了精美灯笼，近日开心
地踏上了归乡之旅，活动共制作
灯笼 136 个。
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拿起
各式各样的工具，在手工灯笼民
间艺人的指导下认真地操作着，
一方抓住灯笼的支架，另一方则
用透明胶加固；有的忙着为灯笼
表面的图案上色，一番雕琢后，
皮卡丘、小恐龙和带着红领巾的

女孩形象跃然纸上。亲子家庭义
工团的志愿者之一莫少玲表示，
这也是一场爱心传递。原来，这
批爱心灯笼可谓“真材实料”，手
工灯笼支架的原材料来源于千
里之外的广西，是此前小榄爱心
助学团在助学过程中，由当地家
长和爱心志愿者从山上砍下一
根根竹子，并耐心地将竹子削成
细条捆成捆，运回小榄的爱心
仓。
本次活动的负责人、好人工
作室志愿服务站秘书长杨燕兰
表示，自己也曾是一名外来务工
者，小候鸟们与父母相聚的渴
望，以及长期在老家缺乏家长关
爱的状况，她都比较了解，希望
这些灯笼能为小候鸟送去祝福，
帮助他们驱散家长暂时不在身
边的孤独。

三角女企业家爱心扶贫
情暖云南昭通学子
本报讯（记者 柯颂 通讯员 张变）
日前，三角镇妇联及三角镇女企业家协
会骨干赴云南昭通进行对口扶贫工作，
深入到大山里个别留守儿童家庭，为他
们送上慰问品及慰问金，叮嘱他们要好
好学习，
用知识改变命运。
爱心助学组第一站前往昭通新拉
小学，与教师们交流，同孩子们互动。随
后助学组一行人与结对对象前往农户
家聚餐，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心愿、困

难等，并互相留下联系方式，为以后进
一步交流、沟通、联系奠定基础。
爱心助学组还与当地妇联进行座
谈，进一步了解当地妇女儿童工作存
在的困难以及需要支援的项目 ，规划
对一些急需的、力所能及的项目尽快
落实。并前往“童心相伴”的留守儿童
集体看护驻地 ，了解留守儿童驻地的
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存在问题以及解
决方案。

展示特色农产品 擦亮全域旅游品牌

神湾首届农民丰收节将开幕
本报讯 8 月 21 日，笔者从神湾镇
了解到，作为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内
容，该镇将于 8 月 25 日（周日）在神湾自
游农场举办首届农民丰收节，让全镇乃
至镇外、市外的市民一起聚在神湾镇，
感受神湾农民丰收的喜悦。

据了解，神湾首届农民丰收节主要
有神湾菠萝等时令水果、农产品展销；
民谣、乡村田园歌曲表演；投蓝、射箭、
飞标等游园活动；DIY 菠萝包、包饺子、
艾糕、客家茶果、鸡汤濑粉等小食品尝
等内容。
（蔡伟强 李靖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