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投稿：提交你与国旗
的合照，文件名请注明【我与国
旗同框】。内文请用文字说明拍
摄地点、姓名、联系方式等。

◆邮箱：1719919331@qq.com
◆电话：0760--88362129
◆联系人：麦小姐
◆地址：中山市中山五路一

号中山日报社九楼

投稿方式

本报讯（记者 李玮玮）国庆就
要来了，如何向祖国祝福和表白？
由市委宣传部指导，中山日报报业
集团主办，中山报业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承办，以及市邮政局、中山市
摄影家协会等协办的“我与国旗同
框”系列活动邀请广大市民来参
与。

活动分为线上和线下两部分。广
大市民可以将自己与国旗同框的照
片通过本报公布的邮箱进行投稿，照
片拍摄时间和地点不限，体现“我与
国旗同框”主题就可以。征集时间截
止至9月25日。同时也还将采取定向
邀请的方式征集优秀作品。

征集完成后，组委会将从中精
选出 70 幅照片，在国庆节期间的

“我与国旗同框”照片墙予以展示，
供市民参观欣赏。

线下活动将于10月1-2日在紫
马岭公园北门举办，届时主办方会
安排专业摄影师为市民现场拍摄

“我与国旗同框”纪念照片，并免费
为市民提供打印服务。现场还有留
言墙、拍照集赞领礼品等活动。

据介绍，这次活动礼品丰富。所
有符合活动主题的图片作者，均可获
得中国邮政限量发行的以中山风光
为主图的“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邮资明信片，可加盖邮政部
门专门为本次活动发行的“我与国旗
同框”纪念邮戳。还均可获得一枚“我
与国旗同框”个性化专属邮资明信
片，明信片主图为入选的图片，这将
是独一无二的个人收藏品，带 80分
邮资，可直接邮寄或收藏。

前 70名成功投稿（符合活动主
题）的市民，将获得纪念礼品一份
（2.5升食用油一瓶）；还可通过抽奖
方式获得一套价值 168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邮票钱币
纪念册，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流通纪念币五枚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邮票小型张
一枚。

国庆将至，我市不少主干道沿线都挂上了鲜艳的国旗，部分人行天桥还挂了红灯笼，为庆祝新中国生日营造
了喜庆的氛围。图为民众镇阳光大道上悬挂的五星红旗。记者还从市城管局获悉，城区的中山路沿线四座人行天
桥已经挂设红灯笼，起湾道、中山路 、兴中道、松苑路、竹苑路等正陆续悬挂国旗。

本报记者 缪晓剑 王伟 通讯员 朱燕波 摄影报道

“我与国旗同框”邀你晒图
活动奖品丰富，还有机会“上墙”展示

挂国旗 迎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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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7
日签署主席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17日下午表决
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国
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
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根据主席令，授予于敏、申纪兰

（女）、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
黄旭华、屠呦呦（女）“共和国勋章”。

授予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古
巴）、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女，泰国）、
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坦桑尼
亚）、加林娜·维尼阿米诺夫娜·库利
科娃（女，俄罗斯）、让-皮埃尔·拉法

兰（法国）、伊莎白·柯鲁克（女，加拿
大）“友谊勋章”。

授予叶培建、吴文俊、南仁东（满
族）、顾方舟、程开甲“人民科学家”国
家荣誉称号；授予于漪（女）、卫兴华、
高铭暄“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王蒙、秦怡（女）、郭兰英（女）“人

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艾热
提·马木提（维吾尔族）、申亮亮、麦贤
得、张超“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王文教、王有德（回族）、王启民、
王继才、布茹玛汗·毛勒朵（女，柯尔
克孜族）、朱彦夫、李保国、都贵玛
（女，蒙古族）、高德荣（独龙族）“人民

楷模”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热地（藏
族）“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
称号；授予董建华“‘一国两制’杰出
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授予李道豫

“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
号；授予樊锦诗（女）“文物保护杰出
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本报讯（记者 隋胜伟 通讯员
钟符信）9月 17日，市长危伟汉主持
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 5G
产业发展等有关工作。

会议强调，5G是全新的通讯技术，

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结合紧密。我市要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相关要求，聚焦5G
发展环境，促进5G产业高质量发展。要
围绕网络建设、产业发展、融合应用三
大领域，重点做好加快5G网络建设、抢

占5G技术制高点、大力发展5G产业、
开展重点领域5G应用试点示范等方
面工作。要建立统筹推进工作机制，规
范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用电用地等
资源要素保障，努力破解5G产业发展

过程中急需解决的“痛点”“难点”。会议
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山市加快5G产
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山市
关于促进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若干政策措施》《中山市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专项
行动计划》《中山市加快商贸新业态
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3年）》等有
关政策文件，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深茂铁路深圳至江门
段环评公示

拟在我市设置
2个高架站点

本报讯（记者 何淼 通讯员 郭焯元）全线
设 7个车站，中山境内有两个站点；拟在中山北
站北侧新建高架站……9月 17日，记者从市交
通运输局获悉，正处于公示阶段的《新建铁路深
圳至茂名铁路深圳至江门段环境影响评价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披露了部
分规划细节。据悉，深茂铁路中山段规划选址已
经完成，用地预审、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征地拆
迁核查等专项工作正在加快推进。

■我市拟新建两个高架站点
《征求意见稿》显示，深茂铁路深圳至江门

段线路正线从规划深圳枢纽西丽站引出，经深
圳市南山区、宝安区，东莞虎门镇、长安镇、滨海
湾新区，广州市南沙区，中山民众、港口、石岐、
西区、沙溪、横栏镇，江门市江海区、新会区引入
深茂铁路江门至茂名段在建江门站。项目功能
定位是全国“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沿海通道的
重要组成，是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网主要跨江通
道和环湾通路的重要组成，是落实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的重大基
础设施，是补强沿线地区高铁交通短板、推动地
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是服务区域中长途和
湾区城际的高速客运铁路。

新建深茂铁路深圳至江门段工程建设标准
为高速铁路，双线，电力牵引，设计速度目标值为
正线西丽至南沙段及深圳北至深圳机场联络线
200公里/小时，正线南沙至江门段 250公里/小
时。项目全线设置西丽、深圳机场、滨海湾、南沙、
中山北、横栏、江门共7个车站，总工期5.5年。

从公示内容来看，西丽、深圳机场为地下
站，滨海湾、南沙、横栏、中山北为高架站，江门
站为地面站。这意味着，我市将新建两个新建高
架站，分别为中山北站、横栏站。其中，深茂铁路
中山北站设于现状广珠城际铁路中山北站北
侧，车站规模为2台4线。

■设两条联络线连通广珠城际与深茂铁路
我市除了新建两个站点外，还将新建广珠

城际铁路中山站至深茂铁路深圳方向上、下行
联络线，合计 10.6单线公里；新建中山存车场，
设存车线 4条，预留 2条；新建中山存车场动走
线2条，长1.62单线公里。“这两条联络线可理解
为，连接广珠城际与深茂铁路的线路。”对此，有
业内人士推测今后珠海可以利用联络线连接广
珠城际和深茂铁路，到达深圳。

“公示文本内容为现阶段环评成果，下一阶
段，将在听取公众、专家等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
进一步修改完善。”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征求意见稿》仍在公示阶段，目前深茂铁路中
山段规划选址已经完成，用地预审、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征地拆迁核查等专项工作正在加快推进。

据新华社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
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
家，我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
会副主席叶选平同志，因病于 2019年 9月 17日
12时 50分在广东逝世，享年 95岁。

据新华社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
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体育产业在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体育
产业要素保障，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热
情，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
产业，让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成为一种生
活方式。

《意见》提出了 10 个方面政策举
措。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释放发展
潜能。深化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改革，
制定体育赛事活动办赛指南、参赛指
引，推进公共体育场馆改革，推动公共
资源向体育赛事活动开放。二是完善产
业政策，优化发展环境。落实已有税费
政策，完善体育无形资产评估制度，加
大金融支持力度。三是促进体育消费，
增强发展动力。优化体育消费环境，出
台鼓励消费政策，开展促进体育消费试
点，实施全民健身行动，探索实行学生

运动技能标准达标评定制度。四是建设
场地设施，增加要素供给。优化体育产
业供地，鼓励利用既有设施改造及合理
利用公园绿地、市政用地等建设体育设
施，组织实施全民健身提升工程，挖掘
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潜力，建立体育
场馆安保等级评价制度。五是加强平台
支持，壮大市场主体。研究设立由政府
出资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中国体育产
业投资基金，建设体育产业发展平台，
推动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六是改善产业
结构，丰富产品供给。 》》》下转03版

国办印发《意见》
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叶选平同志逝世

巧用“大组团”突破“小格局” 江浙沪地区善用整合思维融合发展策
略，或对中山的组团发展战略等有所启发

9月2－8日，记者在“中山智造全国行”华东地区的上海、
江浙采访时，发现企业家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企业要做大，需
要企业家有更广的视野和更大的格局，而视野和格局与其所处
的环境息息相关。环境包括可合作的国内国外一线品牌、较强
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开放创新的城市等要素。

江浙沪地区善用“大组团”思维将上述各类要素进行整合
以突破“小格局”，强化竞合力，这些做法对中山在产业集群升
级、组团式发展、培育“月亮型”企业、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
方面颇有启发。

本报记者 谭华健 李丹丹 夏升权

■苏州高新区主动“傍”上海
“中山智造全国行”首站采访选

择了位于上海张江高新区内的中山
企业。张江高新区的发展令人大开眼
界，园区内除了高校、各类科研机构、
大型企业研发大楼外，还有郭守敬
路、祖冲之路等一大批以享誉古今中
外的科学家名字命名的道路，创新发
展氛围浓厚。

张江高新区与中山高新区同属
于首批国家级高新区，前者已是上海
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全国创新改革
先导区以及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力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载体。2011
年，国务院批复支持上海张江高新区

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园区通过
“大组团”成功实现扩容发展，现已形
成了生物医药、信息技术、节能环保、
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

张江高新区的发展经验，对正酝酿
“扩容提质”的中山高新区来说，是一个参
考的优质样本，中山在高质量发展中需要
进一步强化高新区的龙头带动作用。

与上海虹桥机场相距约50公里的
苏州吴江区汾湖高新区已成为高端制
造企业进行“二次创业”的选择之地。

汾湖自古有“吴头越尾”之称，其
地理位置与浙江、上海接壤，黎里古
镇更是成为链接两省一市交流的重
要名片。

大约在十年前，中山主营喷雾阀和
电梯的两家企业选择在这里设立子公司，
后来，欧普照明也在这里设立工业园，汾
湖高新区对企业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接受采访的企业家们认为，行业
人才多、产业链配套完善、与上海大
城市近，国内外一线品牌集中、运输
成本降低、交货期缩短、营商环境好
等综合优势是他们投资汾湖高新区
的主要原因。

以电梯产业为例，中国电梯制造
基地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一带，特别是
有一批国际一线电梯品牌总部设在
上海，而江浙集聚了众多的国内一线
电梯品牌。 》》》下转03版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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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伟汉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抢抓契机 促进5G产业高质量发展

港口镇首个农民艺术
团成立4年演出百余场

编演接地气
村中聚人气

女版褚时健
九旬创品牌

香港莫慧珍女士以古稀之年在
中山创业，并于20年后创立“莫姑
娘”时装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