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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文明交通，
礼让出行”，提升市民文明交通意识，营
造干净整洁、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城市
环境，市公安局曲江分局交警部门结合
辖区实际，从强化宣传教育、紧盯路面管
控、加强曝光监督等多环节着手，扎实开
展“车窗抛物”专项整治工作。

通过强化宣传教育，营造浓厚整治
氛围。利用马坝微生活、微博等媒介平

台，围绕整治行动开展“车窗抛物”法规
宣传教育，告知广大驾驶员“车窗抛物”
行为的危害性；同时，向广大市民发放

“文明从我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倡议书，
做到宣传到人、宣传到车，提高市民群众
和机动车驾驶员安全意识和文明意识，
使广大群众配合、理解和支持开展此次
专项整治行动，营造浓厚整治氛围；组织
民警深入辖区运输企业、机关单位，驾校
和中小学校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宣
讲安全文明驾驶常识，强化驾驶人守法
意识；并坚持在日常执勤执法中贯穿交
通安全教育，在查处交通违法行为时，坚
持处罚与教育并重原则，对“车窗抛物”
违法驾驶人进行“面对面”“点对点”宣传

教育，有效提高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意识
和文明交通意识。

通过强化路面管控，加大违法打击
力度。重点抓好曲江城区主次干道路
口、商业街、S248 线、环城道路的管控，
科学安排勤务，合理部署警力，利用固定
和临时执勤点，对过往的车辆发现“车窗
抛物”的不文明行为及时上前制止，并严
格依法查纠车窗抛物违法行为；利用电
子监控和现场执法相结合，将车窗抛物
车辆录入缉查布控系统，加大动态巡查
力度，实现精准打击；广泛发动群众对机
动车抛物行为进行有奖监督举报，鼓励
市民用手机或车载记录仪拍下“车窗抛
物”的视频，进行曝光和举报。

加强曝光监督，形成严管氛围。交
警部门及时对“车窗抛物”违法行为进行
曝光。10月 25日，广州某物流供应链有
限公司李某某驾驶的粤A牌重型厢式货
车行至曲江 240 国道时，因车窗抛出易
拉罐砸中对方车辆行为进行处罚并赔偿
经济损失为案例，在报纸、网络等平台进
行曝光，指出车窗外抛洒物品的危害性，
其行为与安全、文明行车是相违背的，车
窗抛物看似小事，抛掉的却是道德、责
任、安全。因此，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和乘
客要自觉养成文明、卫生的出行习惯，驾
文明车、做文明人，共同维护安全、有序、
畅通的文明交通环境。

田航 黄凯辉

曲江交警多措并举整治“车窗抛物”

引导市民养成文明出行习惯

初见吴卫平时，他正在和血站的医
护人员确认下一次献血的时间，轻松谈
笑间，让人感觉他就像一名大哥。见到
记者，被问及第一百次献血的感受时，他
显得非常坦然。“100 次只是一个数字，
每一次都跟第一次献血没什么不同，每
一次，都希望能用自己的鲜血挽救他人
的生命。”他对记者说道。

据悉，吴卫平坚持无偿献血 26 年，
献血量 39400 毫升。2012-2013 年度获
全 国 无 偿 献 血 奉 献 奖 银 奖 、2014 年 -
2015年度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第一次献血影响深刻

谈及第一次献血，吴卫平仍记忆犹
新。1993年4月，吴卫平当时在广东湛江
服兵役，有位战友住院，吴卫平抽空过去
探望。在医院内，正有一名孕妇急需用
血，当时情况紧急，吴卫平看到病人家属
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从未献过血的他
果断伸出援手。当看到病人脱离险情后，
吴卫平就悄悄离开了，但从此，无偿献血
就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既然献血能救人，那不如坚持下
去。”自第一次成功献血后，只要间隔周
期一到，他就去献血。秉持着这份信念、
这份执着，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地坚
持下来，不知不觉已经 26个年头了。

吴卫平是一名铁路运输管理人员，

平时工作比较忙碌。刚开始，吴卫平捐
献全血，但只能半年献一次。2013年开
始，吴卫平开始捐献成分血。据其介绍，
如果不出差，一个月可以捐献两次，出差
的话一个月捐献一次，他坚持了下来。
由于捐献成分血的要求比较高，吴卫平
一直很注意饮食和休息，身体颇为健康。

以行动影响身边人

加入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以后，
吴卫平积极参加各类无偿献血宣传和
招募活动。不仅积极参加无偿献血，还
热心关注无偿献血事业的发展。他经
常利用双休日、节假日到街头献血屋做
志愿服务，向过往的市民宣传无偿献血
知识，以自己的亲身体会鼓励、感召更
多的市民参加无偿献血，壮大无偿献血
志愿者服务队队伍。让“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得到完美的
诠释。

此外，作为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
队浈江分队的副队长，他还经常组织志
愿者到县城去慰问老人，帮助老人解决

困难。在他的感染下，单位有六七名同
事也参与了无偿献血，家人都很支持他。

吴卫平表示，在自己身体状况允许
的前提下，一定会继续坚持献血，帮助更

多需要血液救助的人。有一种爱叫作无
偿献血，有一种光荣叫作“我是百次献血
者。”

韶关日报记者 彭翀 通讯员 张旻

有一种光荣叫“百次献血”
——记我市第49位百次无偿献血者吴卫平

吴卫平献血已坚持 26个年头。 彭翀 摄

本报讯 近日，由市美术家协会、市民
间文艺家协会主办，市图书馆、涂志伟美术
馆等承办的“归来——山韵回音”油画写生
展在市图书馆开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
在韶关开展美术业余教育、现为广州美术
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雷振华、著名美
籍华人画家涂志伟前来指导。

参展画家以各具个性的画作，展示油画
艺术的魅力及多元风格，再次成为画坛亮点，
展览还展出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市区曾举办过名
为“山韵”的画展，因为作者大多为十多二
十岁的青年新锐，作品内容丰富多彩，创
作手法锐意创新、大胆新颖，在韶关引起
了很大轰动，因而成为韶关艺术界的集体
记忆。

这次画展设在市图书馆一楼展厅。此
展又有归来之意，是当年施教的老师和受
益的学生将作品汇集起来，共同举办画
展。其意义是向韶关的乡亲父老做个集中
汇报，以实际行动表达学生们对老师无私
奉献的感恩之情，以及几十年来结下深厚
的师生情的集中展示，并实现多年期盼的
丹青心愿。

此次共展出师生绘画作品近 70 件，采
风地点和写生素材大多来自我市的“广东
古村落”，还有清远、梅州等地的山川村舍
以及中外人物，作品艺术精湛、满眼佳妙，
皆为作者们的精心力作。展出时间为 11月
30日-12月 13日。

韶关日报记者 冯春华 通讯员 申敏新

“归来——山韵回音”
油画写生展开幕

精心力作描绘
善美韶关

本报讯 近日，始兴警方结合扫黑除恶
及“飓风 2019”专项行动攻坚冲刺工作，全
警动员、主动出击，始终保持对各类违法犯
罪活动高压严打态势，特别是对涉黄赌违
法犯罪发起猛烈攻势。日前，始兴警方侦
破一宗开设赌场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5名。

10月上旬,始兴警方接到线索，发现在
仁化县存在网上赌博的行为。该县对此高
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在市局治安
支队、网警支队的支持下，10月 17日晚，始
兴警方进行收网行动。当日凌晨，一举在
仁化县内抓获涉嫌违法犯罪的嫌疑人刘
某、李某、陈某等 5人。

据违法嫌疑人刘某等人供述，今年，他
们在仁化当地通过网络投注六合彩的方式
进行赌博。办案民警充分运用移动警务终
端技术，进行细致地分析研判，并调取嫌疑
人刘某等人的手机、电脑的赌博投注记录，
证明刘某等 5人确有赌博的重大嫌疑，始兴
警方依法将刘某等 5 人带回始兴公安机关
接受调查。犯罪嫌疑人刘某甲、刘某乙、赖
某等 3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李某、陈某因
涉嫌赌博罪均被始兴警方依法执行逮捕。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何睿

就业是民生之本，找到一份好工作是

很多人的朴素心愿。如今，随着时代发展

进步，在互联网求职平台寻找工作机会已

是常态。然而，一些侵害求职者权益、违

规敛财的现象时有发生，值得警惕。

号称“一条龙”式服务，交纳一定费

用后，便可保证取得录用通知；宣称可进

行“付费内推”，承诺直推求职者去各大

知名企业实习并留用；夸大培训项目效

用，极力推介增值服务业务……据媒体

报道，在秋冬季招聘活动活跃的背景下，

一些求职平台乱象频现。如何更好保障

求职者权益、促进互联网求职平台健康

平稳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今天，互联网平台经济方兴未艾，

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与动力。

应当看到，网络求职平台改变了传统的

求职模式，在求职者与雇主之间架起信

息共享之桥，既便利了求职者，也提升

了招聘效率。现实中，利用多个网络平

台来拓宽求职渠道，已成为越来越多求

职者的选择。当市场的“蛋糕”越做越

大，一些求职平台为吸引用户、赚取利

润，推出各类衍生服务，却也埋下风险

隐患。这提醒我们，加强对求职平台的

监管规制、促进行业规范的建立与完

善，事关求职者权益，也关乎求职平台

的发展。

求职平台可以创新盈利模式、加快流

量变现，但保证产品与服务真实可靠是前

提。比如，相关服务项目应立足于切实提

升求职能力，而不是停留于“几小时教会

你”的营销噱头。在求职平台中，用户是

求职者，也是消费者，平台必须对用户负

责，将求职者的诉求摆在重要位置。相关

企业应该认识到，网络求职平台不仅仅是

商业模式，也关系着公共利益。求职平台

应清晰界定自身责任边界，从平台设施、

平台中介、平台生态等多方面入手，全方

位规范服务商行为。重视保护用户权益，

充分履行社会责任，立足于提升服务质

量、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才能在激烈的

竞争中赢得用户、行稳致远。

加强对求职平台的监管与治理，其

中一个关键也在于，建立与平台经济相

适应的“互联网+监管”体系，量体裁衣

地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今年 8 月，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

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推动建立

健全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监管

机制，着力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以

平台管平台，搭建“监管部门+平台企

业”的协同监管模式，强化数据和流程环

节的定向监管；让数据管数据，搭建数据

检测模型，强化风险预警，借助数据促进

平台治理。采取务实举措，打掉“野蛮生

长”的枝蔓，才能让求职平台这棵大树汲

取更多养分，向上生长。

白光迪

始兴警方侦破开设赌场案

5名嫌疑人
被依法逮捕

“求职平台”如何行稳致远

公示
根据市政府印发的《关于解决莞韶产业

园历史遗留问题总体方案》的要求，园区企业
韶关市中机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相关资
料，申请补办房屋建筑施工许可证。现予以
公示，如有不同意见，请径直向韶关新区管委
会反映。联系电话：8280812。

韶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韶关芙蓉新区管理委员会

2019年11月28日

南雄市永鑫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拟选址于南雄市水口镇石
庄村委会丰洞农场，投资 800
万元建设南雄市永鑫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动物废弃物无害化处
理中心建设项目。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现将《南雄市永鑫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动物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开，并
征求意见，详情请登录韶关市
生态环境局网站查询，网址为：
http://epb.sg.gov.cn/zwgk_1547/
hpgs/201911/t20191128_848518.
html

南雄市永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征求意见稿）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将对“乐昌市大昌路 42、44号

原省邮电印刷厂厂房及土地使用权”进行公开
拍卖。

看样时间：12月 24-25日；看样地点：标的
所在地；拍卖时间：12 月 31 日上午 9∶30；拍卖
地点：乐昌市昌山中路 168号韶关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乐昌分中心三楼第二开标室。

有意参加竞买者自公告之日起至 12月 27
日下午 5时前将竞买保证金¥1040万元汇入指
定账户（户名：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账
号：718568116800；开户行：中国银行韶关乐昌

支行），以到账为准，并携带保证金回执及相关
证明资料于 12月 30日（上午 9∶30-11∶30,下午
3∶00-4∶30）前往乐昌市昌山中路 168 号韶关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乐昌分中心三楼第二开
标室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提前或逾期不予受
理，报名登记完成方具备竞买资格。

竞买人资格、报名手续的办理及标的物详
情请见《拍卖会参考资料》、《拍卖须知》，具体
资 料 可 向 我 司 索 取（ 联 系 电 话 ：0751-
8288916），或浏览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
台（http://jyzx.sg.gov.cn/）。

韶关市华逸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日

受韶关市自然资源局委托，我中心以网上交易
方式公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交易宗地
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宗地概况详见附表：
二、宗地的公告、申购及交易时间：
网上交易公告时间：从 2019年 12月 3日至 2019

年 12 月 22 日；网上交易时间：从 2019 年 12 月 23 日
至 2020 年 1 月 3 日止，网上申购（报名）截止时间：
2019年 12月 31日 17时止；竞买保证金缴交截止时
间：2020年 1月 2日 17时止。

三、竞买人资格及竞买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

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竞买。本
次交易不接受联合竞买。

四、注意事项：
1. 本次网上交易通过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平台的国土资源交易系统（网址：http://jyzx.
sg.gov.cn/）进 行 。 竞 买 申 请 人 必 须 先 行 办 理 CA
数字证书，才能登陆交易系统参加网上交易活
动。（交易系统 CA 数字证书受理点：韶关市武江
区西联镇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办事大
厅 内 ，咨 询 电 话 ：0751-8379671；联 系 人 ：巫 小
姐。）

2.本次交易宗地的申购方式、竞买保证金缴纳
方式等详细情况和具体要求详见交易宗地的《韶
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须知》（交易序
号: 2019SG217）及其所附的《莞韶产业园沐溪片区
MX0118-01A号地块（GSY）交易方案》，有意竞买人

可直接登陆到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查阅
及下载（网址：http://jyzx.sg.gov.cn/）。

3. 有意竞买人应详尽阅读交易方案和交易须
知，提交竞买申请视同对本次交易宗地的交易方案
和交易须知无异议并全面接受。

4.本次网上交易不接受电话、邮寄、书面、电子
邮件及口头报价。

五、联系方式
出让人名称：韶关市自然资源局

地址：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芙蓉园 1栋
联系电话：0751-8759615 联系人：潘先生
交易机构名称：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韶关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
联系电话：0751-8379655 联系人：杨先生
网上交易系统技术支持电话：0751-8379657

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12月3日

附表一：

交易
序号

2019
SG217

主要规划控制指标/出让条件要求必达指标

交易
序号

2019
SG217
备注：1.容积率、建筑密度和绿地率等指标计算以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为依据。2.该地块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年限为 50年，土地平整、基础设施配套
包括“给水、排水、通电、通路、通讯”、具备排污设施。3.以上交易项目增价幅度为人民币 10万元。4.本次公开交易采取网上交易的方式进行，确定竞
得人方式：价高者得。

宗地
编号

2019
A48

宗地
编号

2019
A48

项目名称

莞韶产业园沐溪片区
MX0118-01A号地块

（GSY）

容积率

≥0.98
≤2.0

建筑系数

≥42%
≤60%

招商行业

智能电网及
配套设备制造

建筑密度

≥30%
≤60%

绿地率

≥15%
≤20%

规划用地
面积（㎡）

21951

投资强度
（万元/亩）

180

出让起始价
（万元）

466

建设时间
（月）

1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0

年税收贡献度
（万元每亩）

10

单价
（元/㎡）

212

年产出强度不低于
（万元每亩）

40

估价报告备案号

4416419BA0056

交易截止时间

2020年 1月 3日
下午 15时止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
耗（吨标煤/年）

≤0.6

韶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交易出让公告

韶地出让告字[2019]10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