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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牵小手 争做禁毒代言人
为广泛开展志愿服务，积极参与始兴续创文明

城市工作，引导片区志愿者弘扬“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自觉投身志愿者行动，营造
助人为乐、团结友爱、无私奉献的良好社会氛围。日
前，始兴创文十二区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志愿
者到所辖幼儿园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一大早，身穿红白马甲、胸前印有始兴县禁毒委标
志的禁毒志愿者就到达了明日之星幼儿园。禁毒办派
出的禁毒志愿者与公安局、人武部、交运局、消防大队、
森林分局、司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的志愿者组
建成一支红色马甲队伍，投入到活动准备当中。

动手动脑 做个禁毒宣传员

活动中，不仅有消防叔叔和交警叔叔给小朋友
们讲解最基本的安全知识，禁毒志愿者也走到小朋
友当中，通过教小朋友禁毒儿歌，让小朋友们对“拒
绝毒品”有清楚的概念，禁毒从娃娃抓起。“你拍一，
我拍一，毒品危害属第一，你拍二，我拍二，沾染毒品
无人爱……”

睁眼细看 当个生活观察员

小孩子总会被外表美丽的事物所吸引。禁毒志愿
者结合罂粟花和新型毒品的外貌，利用实物图片，告诉
小朋友一定要小心，不是所有外表美丽的东西都是好
的。罂粟花虽然很漂亮，但确是“万恶之花”；甜甜的糖
片不一定是糖，可口的饮料也不能随便喝，看似糖果花
花绿绿的小药丸，却很可能是危害身体、毁灭家庭的

“要命丸”。志愿者叮嘱小朋友对着陌生人或是不知名
的食物，一定要擦亮眼睛，对它们SAY NO！

竞相回答 打造禁毒流动课堂

为了让毒品小知识更深入人心，在有奖知识问
答环节，禁毒志愿者派发出定制小礼品，更活跃了活
动气氛。活动的最后，志愿者队伍与小朋友们交换礼

物。禁毒志愿者拿出禁毒宣传册子，希望孩子们拿回
家中，发挥小小禁毒宣传员的作用，告诉家人自己今
天学到了什么，也让家人投入到宣传员的行列。小朋
友们拿出精心准备的“花朵”，交到志愿者手中。

禁毒志愿者大手牵小手，在禁毒宣传活动打造
出一节生动的禁毒流动课堂，不仅夯实了该县全民
禁毒工程示范县的创建基础，推动毒品预防教育工
作，更为禁毒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 任雪华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现场。 图片由始兴县禁毒办提供

市区曲江桥进行应急维修

过往车辆及行人
请尽量绕行

韶关市第二届“劳动者杯”即将打响

新增女子公开组成关注点
本报讯 4 月 20 日至 5 月 1 日，38 支球队、570 多

名篮球爱好者将在市体育馆角逐韶关市第二届“劳
动者杯”篮球赛名次。本次赛事除设男子青年组、中
年组外，今年还新增设女子公开组。

日前，第二届“劳动者杯”篮球联赛进行分组抽
签，比赛除设男子青年组（24 支球队）和男子中年组
（8 支球队）外，主办方今年新增设女子公开组（6 支

球队）三个组别，共有 38 支球队参赛。除了县市直机
关的球队外，还吸引了一大批企事业单位和俱乐部
的球队，堪称我市规模较大、水平较高的业余篮球赛
事。公开组 24 支球队通过抽签的方式分成 8 组，他
们将通过小组循环赛，再进行淘汰赛，获得最终赛事
排名。

据了解，本次比赛由市总工会、市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主办，市篮球协会承办。第二届“劳动者杯”
看点十足，首届冠军南雄市珠玑镇篮球队卫冕路上，
将受到韶关前卫、韶关学院等几支传统强队冲击。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赛事增设女子公开组，是我市近
年来正式篮球联赛上鲜有。

会议还对本次比赛的赛程赛制及规则进行了讲
解，强调了比赛的赛纪赛风，要求各参赛球队必须服
从裁判，严格遵守比赛规程，注意安全，避免受伤，力
争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在奖项设置上除了一般的
名次外，本着“淡化竞赛，重在参与”的宗旨，还设有
体育道德风尚奖。

韶关日报记者 梁伟 张伟杰

偷鸡不成蚀把米

一男子“霸铺”
被拘留10日

本报讯 经过强大舆论声讨和警方强力整治，
“霸座”已成了“过街老鼠”。可这名男子却顶风而
上，升级为“霸铺”。明明购买的是无座票，却敢闯入
软卧车厢强占他人卧铺，还扬言报复列车工作人员。

日前，韶关东所指挥中心接 K1172 次乘警通
报：K1172 次列车上有人霸座闹事，请求将闹事人
带离列车处理。

接报后，韶关东所值班领导迅速组织执勤民
警、应急处置小分队成员共 12 人到二站台接车。
当日约 13 时 23 分许，K1172 次列车进入韶关东站
二站台三道停车后，民警立即上车将闹事人强行
带离列车，传唤回派出所作进一步的调查。经
查，违法行为人叫方某勇，男，30 岁，湖北省襄阳
市人。据查，K1172 次列车自广州站开车后，持 4
号车厢无座车票的方某勇闯入 9 号软卧车厢，看
见 8 号包房里的一个上铺（29 号上铺）无人，便问
旁边的一名女旅客：“上铺有没有人？”女旅客告
诉方某勇：“有人，他去餐车吃饭了。”可是，方某
勇还是不管不顾地爬上 29 号上铺睡觉。约过了
半个多小时，29 号上铺旅客钟某荣回到 9 号车厢
后发现有人占了其卧铺，即叫占铺人方某勇下
来。方某勇骂骂咧咧很不情愿地下来，其间两人
发生激烈争吵。列车员听到争吵后过来询问情
况，得知方某勇是从 4 号硬座车厢越席到 9 号软
卧车厢后便劝其离开，回到 4 号车厢去。方某勇
不仅不离开，还骂列车员，扬言要报复列车员。
之后，列车长、乘警都过来做劝离工作，方某勇拒
不配合，出言不逊，态度嚣张，拒不向乘警出示车
票和身份证，也不离开 9 号车厢。

方某勇被带回派出所后，迫于强大压力，并经
民警进行耐心的法制教育，方某勇才认识到自己
行为的严重违法性。

强占他人卧铺，列车长、乘警来劝离还当“耳
边风”，法律可由不得你任性。经呈报上级裁定，
韶关东所对方某勇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处罚。目
前，方某勇已被送拘留所执行拘留。 李文源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
局获悉，曲江桥西桥头将进行应急维修，维修期
间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9
日 21 时至 2019 年 4 月 12 日 24 时，为期 3 天。

据了解，曲江桥经过长时间的营运，桥梁伸缩
缝装置构件产生不同程度破坏，主要是荷载作用
下以及车辆行驶的惯性造成伸缩缝钢筋焊接松
动、伸缩缝损坏，在车辆通过时造成桥面震动，影
响桥梁安全。为防止病害的进一步恶化，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决定对其进行应急维修。施工
期间将对桥面由西向东（往火车站方向）车行道进
行封闭施工，过往车辆可从非机动车道通行。

市住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选择这个时间段
维修是综合考虑韶关近期的天气及交警部门的交
通疏导建议，最后决定在持续天晴、避开节假日出
行高峰时间段予以实施。为了不影响交通和施工
秩序，希望过往车辆及行人注意安全、尽量绕行，
确需在施工路段通行的车辆请按照交通导向标志
和现场疏导员指挥行驶。

韶关日报记者 蓝洁雯

丹霞冶炼厂炼锌渣绿色化升级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环境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 4 号），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
份有限公司丹霞冶炼厂委托北京矿冶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承担“丹霞冶炼厂炼锌渣绿色化升
级改造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目前本项
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基本编制完成，特将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公告。

1）项目名称：丹霞冶炼厂炼锌渣绿色化升
级改造项目

2）建设单位：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
份有限公司丹霞冶炼厂

3）建设性质：技改扩建项目。
4）建设地点：本项目选择广东省韶关市仁

化县丹霞冶炼厂厂内作为建设场地。建设地
点位于广东省韶关市以北的仁化县，南距韶关
市 48km，距仁化县县城 16km，西距凡口铅锌矿
选厂 6.44km，均有公路相通，西南距广东省曲
仁地方铁路格顶车站 8.5km，该站与京广线的
黄 岗 车 站 接 轨 全 程 38.2km，专 用 外 部 道 路
X335 线与省道 S246 相连。

5）建设规模：
（1）废渣处理生产线：利用丹霞冶炼厂现

有二期空地建设 1 条废渣的无害化处理生产
线，包括火法冶金工艺和湿法冶金工艺。铅阳
极板电解产生的阳极泥浆化洗涤过滤后，建设
1 条还原熔炼、氧化精炼、电解、铸锭的生产金
银合金板和银锭的生产线。年处理废渣量 28.1
万 t，年产银锭 106.07t，年产铅锑合金 780.89t。

（2）镉、钴回收生产线：对丹霞冶炼厂锌氧
压浸出系统现有净化车间净化渣和综合回收
车间产出萃铜余液采用湿法工艺回收钴和镉
进行技术改造。年产镉锭 430.11t，年产钴精矿
79.44t。

6）工艺概述：

（1）废渣处理生产线
采用工艺为闪速熔炼法，该方法具有原料

适应性强，金属回收率高，能耗低，运行稳定，
安全环保好等优点，本项目采用闪速熔炼法处
理丹霞冶炼厂锌氧压浸出系统全部渣料和外
来的含铅、铜重金属危险废物。电解产生的阳
极泥浆化洗涤过滤后，经还原熔炼、氧化精炼、
电解、铸锭等工序，生产金银合金板和银锭。

（2）镉、钴回收生产线
对丹霞冶炼厂锌氧压浸出系统现有净化

车间和综合回收车间产出的净化渣和萃铜余
液采用湿法工艺回收钴和镉。

7）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
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向评价
单位索取电子文件，或从仁化县环境保护局政
府 信 息 公 开 专 栏 下 载（https://zwgk.sg.gov.cn/
website/govPublic/govPublicSiteAction!single.
action?deptId=19943&filePath=/website/govPublic/
html/19943/2019/408046_0.html）；需要查阅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的纸质报告书，可联系建设单
位获取。

8）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项目周边民众、
村庄、企业、社会团体、关心关注的各界人士。

9）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任何单位和个人若对项目环评有意见或

建议可通过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
限公司网站下载公众意见表进行填写反馈。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在规
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
位或环评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
的意见和建议。

10）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 年 4 月
2 日至 4 月 16 日。

建设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丹
霞冶炼厂
单位所在地：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
联系人姓名：骆先生
联系电话：0751-6315971 传真：0751-6315971
邮编：512300
E-mail：fk_goldlion@163.com

评价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18 区
23 号楼
项目联系人：宋先生
联系方式：010-63299487 010-68324912(传真)
邮编：100160
Email：swt305@163.com

附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
护 措 施 有 关 的 建 议 和 意 见
（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
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
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电话号码或邮
箱）

经常居住地址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填同意
或不同意）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丹霞冶炼厂炼锌渣绿色化升级改造项目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够可另
附页）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xx 村民组（小区）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 号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自然资源局获悉，五里亭
东桥头南侧景观提升工程方案已经出炉，并面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充分发挥
主人翁的精神，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群策
群力，共同推动城市家园建设。

据了解，五里亭东桥头是市区一个重要的门户
节点，凤凰路、西堤北路、前进路、帽峰路等多条交通
干道在此交叉汇聚，是过境交通与城市交通的交汇
点。东桥头南侧北靠景色优美的帽峰山，原有一条
窄小的匝道和一片旧楼（包括居民住宅、办公楼、厂
房等），为改善交通、提升城市门户景观，我市决定对
该片区域实施改造。改造工程包括五里亭东桥头南
侧匝道改造工程和五里亭东桥头南侧景观提升工程

两部分，匝道改造工程于去年开工建设，目前已经接
近尾声。景观提升工程项目面积为 20707 平方米，此
次景观提升工程方案的出炉，标志着该工程的正式
实施进入了倒计时。

项目所在区域红色文化浓郁，有省委旧址、北伐
战争纪念馆、军事碉堡等景点或设施，同时结合重要
门户节点和出入口的现状，景观提升工程项目定位
为以展示城市形象为主，以红色文化为精神内核的
门户型公园绿地。项目根据革命胜利、阖家团“圆”
的寓意并结合周边圆形设施提炼并注入“圆”元素，
大量应用于地面铺装及设施造型，以达到融入周边
环境、表达美好愿望的目的。

方案显示，项目分城市门户节点公园绿地和入口

服务区两部分，其中前者包括红色主题雕塑、彩色沥
青漫步道、休闲廊架、台地花坛、运动主题雕塑等部
分，后者包括停车场、公共厕所、登山亭、登山道等设
施。方案不仅将修建大量的休闲、娱乐、运动等基础
设施以满足市民生活需求，突出红色主题文化以丰富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还充分考虑了与帽峰公园的衔接
关系，使该景观与帽峰公园景点更好地融为一体。

方案具体内客请关注韶关发布或韶关新闻网等
微信平台，欢迎广大市民积极建言献策，为完善方
案，推进我们的城市家园建设出一份力。咨询或反
馈电话：0751-8963779，邮箱：sgsghjszk@163.com，意
见建议反馈截止时间：2019 年 4 月 16 日 17 时。

韶关日报记者 袁少华

五里亭东桥头南侧景观提升工程方案出炉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