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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唐益）2019 中国
（中山）国际游戏游艺博览交易会（以
下简称“游博会”）将于 11日-13日在
中山博览中心举行。记者从主办方获
悉，届时将有近千款游戏文旅新产品
集中亮相。

据介绍，本届游博会以“文旅融
合，乐享共赢”为主题，展览总面积
32000平方米，吸引了包括大型游乐园
设备、高科技娱乐和数字娱乐、VR/
AR、水上娱乐设备、动漫 IP、文旅科技
（规划设计、智慧旅游、文旅灯光、文创
二消、夜游及文旅投融资机构）等近
400家中外企业参展，现场将展出近千
款新产品、新技术及新工艺，重点推介

我国游戏游艺、文旅产业的最新发展
成果。

同时，以“文旅融合”为主题的本
届游博会提高了文旅企业参展比重。
游博会现场设立旅游景区设备、景区
商业服务设施、文旅项目投资·开发·
策划、文旅科技设备及技术、旅游演
艺·灯光、文旅项目推介、文创二消产
品等展位，邀请来国内外文旅企业参
观参展。

8日起，中山游博会开始布展。记
者在现场看到，展会现场分设国际展
区、大型游乐园设备展区、游戏游艺展
区、高科技娱乐和数字娱乐展区、景区
文创、夜游展区等14个展区，总展位达

到 1500个。来自中山本土的游戏游艺
企业，也将最新产品带到展会现场。如
中山金马推出的自主研发的观览车类
游艺机，采用了新颖的悬臂结构；小型
悬挂式过山车，在保留了大悬挂刺激
度的同时，解决了场地面积小的问题。
金龙游乐推出自主研发的模拟星战游
戏机《星战英雄》，可720度旋转模拟实
战。

本届游博会还将采用 3D扫描技
术，将现场和所有展出产品 3D化，在
场观众和未到场观众通过扫描二维码
或点击链接即可 365 天在手机端、
IPAD端等在线浏览逛展会。

11日-12日两天，游博会只对采购

商等专业观众开放。13日为公众开放
日，当天9时至12时，将面向市民开放，
届时可现场微信扫二维码登记信息，
领取参观证进入场馆内参观体验。

■捐建了多个村子地标
近日，在库充村民又是库充小学

退休老师陈瑞芳的带领下，记者走进
库充村。从中山四路的库充牌坊进入，
沿着库充大街前行，无论是库充榕树
头“成彬楼”凉亭里，还是篮球场旁的

“康乐苑”里，坐满了乘凉、聊天的阿
伯、阿叔们。牌坊、凉亭、康乐苑都为王
仲熹与其父王世昌所捐建，并且后来
又捐资10万元重新装修。

“我真的是每天都来。”今年 83岁
的郭碧涛笑着告诉记者，他是“康乐
苑”的常客，早上吃完早饭，会在凉亭
下坐一下，和乡亲们聊个天，坐累了就
到“康乐苑”喝杯茶，休息下。

据库充村干部介绍，1988年，旅港
乡亲王世昌回乡扫墓，在榕树下小憩
与乡亲们聊天，不料骤雨疾至，大家纷
纷走避，王世昌见此，便和儿子王仲熹
商议，捐款 10万元，在榕树下建凉亭，
在附近建“康乐苑”以供老人室内活
动，当年建成。

建成后，王氏父子便表示，今后要
多为家乡办公益事业。说到做到，言而
有信。

陈瑞芳指着原库充小学旁边的街
道说，“这条龙潭街在1992年前曾是泥
巴路，当时王仲熹父子捐建水泥路，给
村民出行带来方便。”1993年，库充商
业街建成，王氏父子又捐资10万元，在
中山四路入口处建起刻有“库充”两个
大字的牌坊，宏伟壮观，至今依然矗
立。

■捐出花园别墅建村幼儿园
与库充很多华侨华人一样，王仲

熹特别注重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1988
年，王仲熹开始捐钱捐物。“他捐东西和
别人不一样，不只捐钱，看缺什么就捐
什么。”陈瑞芳回忆道，王仲熹当年捐的
物资在内地很稀少，比如1989年就捐过
6套录像机、投影机；1990年购赠了 62
个大吊扇，让所有师生免遭酷热之苦；
1991年赠送手风琴7部，成立了手风琴
演奏队；此外还更换过学校的照明设
备、捐过课桌椅、图书、复印机等等。

“他特别细心，看到一些老师和孩
子穿不起好看耐用的鞋子，便发动社
会资源，给我们捐了几百双鞋子，老师
和孩子可高兴了。”陈瑞芳说。

1990年王仲熹成立了“王仲熹奖
教奖学基金”，每年捐资2万元，规定库
充学生考上大学本科奖 2000元，考上
重点中学奖 500元，教师奖 1500元。陈
瑞芳1998年退休，“退休前我连续好多
年都领过奖金，一次大概四五百元，对
当时的我来说是一大笔钱，颁奖结束
后还去吃谢师宴。”

1999年，更是将先父王世昌及名
下1.5亩的花园及建筑面积达350平方
米的别墅捐赠给库充村作幼儿园，从
1999年起，每年给24000港元给学校添
置教具。

至今，库充学子刻苦学习、勤奋上
进，考入重点中学和本科的，以及获得
过全国重要奖项的学子还被写入村
史。在库充吴氏宗祠里的墙壁上，还挂

着两幅放大的毕业证复印件，一个是
斯坦福大学的硕士毕业证，一个是华
南农业大学的土壤学硕士毕业证。

■情系家乡善举代代传
“他和其他乡亲略不同的是，每年

的颁奖活动都亲自回乡参加，并且一
定会发表一个讲话。”库充王世昌幼儿
园园长杨春霞曾担任过几次颁奖活动
的主持人，“颁奖活动有时在幼儿园，
有时轮换去村内两间宗祠。”

杨春霞说，王仲熹特别朴素，每次
讲话也很受孩子们欢迎，“他讲话没有
大道理，就是讲一些求学、做人的故
事，引出一些道理。”每次来学校也会
走一走、看一看，“问问我们缺什么，还
需要什么。”

村干部陈锦新近几年负责在颁奖活
动时接送王仲熹，“有时和儿子一起回
来，有时是一个人。”通常中午回来，下午
颁奖，然后坐四点多的船回香港。

在如此紧凑的时间里，陈锦新说，
无论多忙，王仲熹总会叮嘱他，带他去
附近的邮局买一张邮票，盖一个邮戳，
收藏在自己的一个厚厚的本子上。“那
个本子，他给我们看过，密密麻麻记录
了他的行程，大多数是去了哪些地方
做了哪些公益和慈善活动。每去一个
地方，就会收藏一枚当地的邮票、盖一
次邮戳，留作一个纪念。”

据村史所记，改革开放以来，据不
完全统计，王仲熹与其父共为家乡公
益事业仅现金就捐赠了100多万元，还

曾经到广西、清远、中山大学等捐建大
楼及教学设备等，他的公益举动遍布
多个国家。

如今王仲熹已经 70多岁了，2006
年王仲熹带着儿子王国贻回乡给幼儿
园捐献图书室。

除了自己做好事，王仲熹还带动更
多的社会资源一起来做，同时多年来也
要求“他出一份，村里出一份”，让助学金
可持续运作下去。2008年起，他带动另外
一位旅港乡亲陈惠雄一起出资助学基
金，去年他将这个有意义的善举交给了
儿子王国贻接棒，三代持续传承下去。

翻开《侨乡库充村史》，小册子中
记录下上百年的村庄发展史上，遍布
海内外的库充乡亲，心系故土，当家乡
需要他们的时候，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有物出物。他们曾为村里建碉楼、
铺石板路、兴办小学，还曾经集资创办

“阅书报社”……库充今日发展离不开
这些侨胞的浓浓桑梓情、拳拳爱国心。

据了解，库充的侨乡人文历史展
览馆正在筹划装修布展工作，计划于
明年开放，一幅侨乡人文历史画卷将
徐徐向人们展开。

本报讯(记者 何淼 通讯员 李思
宇)10 月 9 日，市人社局公布了我市
2019年部分职位(工种)人力资源市场工
资指导价位和 2018年部分行业人工成
本信息。在 34个列入指导范围的行业
中，金融和保险业的高位数月薪以
22733元位列行业工资指导价之首；职
业分类中的“企业董事”一职工资月薪
最高，年薪高达58.7万元。

■月薪 9000元处于工资价
位的高位值

记者采访了解到，工资指导价报告
内容由市人社局联合中智人力公司于
今年 5月至 8月，调查企业 613家，取得
15.1万名职工的实际工资收入数据，经
过对采集数据进行汇总、分析、整理而
成。

数据显示，2019 年中山市整体工资
指导价位高位值、中位值、低位值分别
为：9000 元/月、4731 元/月、3200 元/
月。

■8个行业最高月薪指导价
破万元

在行业工资指导价类别，列入指导
范围的 34个行业和 482个职位（工种）
中，共有 8个行业、113个工种最高月薪

指导价破万元。记者梳理发现，8个行业
分别为金融和保险业，计算机应用服务
业，信息、咨询服务业，房地产业，文化
艺术业，卫生业，建筑业，民办教育。其
中，金融和保险业以 22733元/月位列行
业工资指导价之首。在8个行业中，除金
融和保险业超过2万元/月，其余月薪指
导价均在1万/月-1.5万元/月区间。

在职业工资指导价方面，“企业董
事”一职以 48927元/月分别位列职业工
资指导价首位，其年薪高达58.7万元。另
外，“企业董事”和“企业总经理”两个职
位最高月薪指导价均超 4万元/月，“生
产部门经理”“销售和营销部门经理”

“财务部门经理”和“研究和开发部门经
理”4个职位最高月薪指导价超过 3万
元/月。

■批发和零售业用工成本最
低

除了工资指导价外，报告还对部分
行业，按企业规模、经济类型分别进行
了人均人工成本水平及构成分析。

数据显示，我市金融业的用工成本
最高，人均人工成本高位数为28.9万元/
年，低位数为7.1万元/年；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用工成本最低，人均人工成本高位
数为10万元/年，低位数为4.3万元/年。

》》》上接01版
市委第三巡察组反馈了巡察市委

政法委发现的主要问题：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不够到位，政治站位不够
高，统筹协调政法工作能力有待加强；
民主集中制原则执行不到位，决策机制
不规范不健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有差距，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不到位。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有偏差，政治、思想、组织建设存在明显
短板；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不严格，干
部队伍建设有待加强。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要求有落差，“两个责任”履行不到
位，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够坚决，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仍有发生，
个别领域、环节存在廉政风险。

市委第三巡察组反馈了巡察市司
法局党组发现的主要问题：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深入、不扎实，“四个
意识”不够牢固，推进司法行政改革举

措不多，主动作为不够；执行民主集中
制变形走样，重塑政治生态任重道远。
党内政治生活不够严肃，组织建设不够
规范，思想理论武装不扎实，意识形态
工作虚化弱化。执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不严实，选人用人制度执行不严，干
部队伍管理“宽松软”问题比较突出，个
别下属单位违纪违规问题多发频发。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到位，对干
部监督管理存在盲区；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屡禁不止，“四风”问题反复
多发，重点领域廉政风险突出。

市委政法委、市司法局党组主要负
责人分别作了表态发言，表示完全拥
护、诚恳接受市委巡察组的反馈意见，
坚决扛起巡察整改主体责任，确保件件
有着落、事事见效果，真正做到以整改
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实际行动做
到“两个维护”，向市委和广大干部群众
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本报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钟继宣

本报讯（记者 李丹丹）记者昨日
从市住建局了解到，广东三邦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中山市铨扬钢构工
程有限公司、广东大自然园林研究设
计有限公司、中山市富逸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等 24 家企业信用等级暂降为

D 级，暂停其在《中山市建设工程企
业电子诚信档案》信息，同时暂停他
们在中山市行政区域内的投标资格
和承接新工程业务，直至整改完毕为
止。

据了解，自2018年12月起，市住建

局开展了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
整治。部分企业逾期未落实整改，且未
提出异议。市住建局决定按有关规定
将这些企业进行信用等级暂降为 D
级。

此批企业若想移出黑名单，需对
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挂证”信息进行整改，整改完毕的，向
市住建局申请。如企业认为“挂证”信
息不属实，可向市住建局提交书面说
明。

10月8日，东区驻金钟湖红心驿站的党员志愿者们组织了一次环保车长者游活
动，邀请了8名平均年龄73岁的长者，共游网红打卡地金钟湖公园。

本报记者 文波 李玮玮 摄影报道

老有所伴 乐游公园
志愿者陪长者游金钟湖公园

市人社局公布今年34个行业工资指导价

最有“钱途”的是金融保险业

链接

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扎实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

游博会明天开幕
近千款新品亮相
展会为期3天，13日上午面向公众开放

高薪排行榜

●按行业：金融和保险业 22733元/月

●按职业：企业董事48927元/月

●按登记注册类型：股份有限公司13871元/月

●按企业规模：中型企业 9233元/月

●按学历：研究生（含博士、硕士）46735元/月

●按部分紧缺适用性人才相关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
业经营管理人才 27805元/月

●按专业技术职称：高级职称 16334元/月

●按职业技能等级：高级技师10021元/月

三代接力 反哺家乡
库充旅港乡亲王仲熹家族三代人为家乡建设捐现金超百万元，并贡献出花园

和别墅建村幼儿园

在东区库充村，提起“王仲
熹”这个名字，几乎家喻户晓。王
仲熹一家三代接力做慈善，捐资
修建村道、牌坊、凉亭等公共设
施，还曾捐屋改建幼儿园，并从
1990年设立“王仲熹奖教奖学
基金，助学至今。

库充有旅居海外的侨胞和
港澳乡亲约4000人。这些人心
系桑梓，多年来捐资捐物、兴业
助学，为家乡的发展做出举足轻
重的贡献。王仲熹便是其中突出
的代表。

本报记者 李玮玮
见习生 王蔚然

王氏父子在库充村捐建的幼儿园。 本报记者 夏升权 摄

24家企业信用等级被降为D级
暂停在中山市的投标资格及承接新工程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