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拟协议出让地块开发建设要求：

本宗地拟引入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项目；宗地投资强度

须达到人民币5251.5元/平方米以上；广东思豪内高压科技有限公司须按

要求对本宗地进行开发建设，并在签订《出让合同》之日起五年内在狮山

镇的年纳税额中，其中一年的年纳税额比2017年增加440万元人民币以

上，另一年的年纳税额比2017年增加880万元人民币以上（实际纳税额以

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证明为审核依据）。

三、如对本公告内容有不同意见，请于2019年9月17日17:00前以

书面形式将意见反馈至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

海区桂城南海大道北28号，联系人：黄先生，联系电话：0757-86369250）。

附件：1. 用地红线图（系列号：GD0618001017）

2. 规划条件[编号：（南海区）规划条件（2018）1953号]

3. 位置示意图

（附件详见南海政务门户网站：南海政务门户网站：http://www.nan-

hai.gov.cn/jyh/gtj/index.html）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 9月12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意向公告

绘图系列号

GD0618
001017

土地位置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虹岭路北侧、三环西路
东侧地段地块

用地面积
（平方米）

11383.3

协议出让意向受
让人

广东思豪内
高压科技有
限公司

使用年限
（年）

40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密度

≥35%，且
≤60%

容积率

≥0.8，
且≤3.0

土地出让金
总额（元）

7683800

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的规定，现将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虹岭路北侧、三环西路东侧地段地块（供地红线图系列
号：GD0618001017）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意向公告如下：

一、拟协议出让地块出让意向：

GD0618
001017

2019年9月12日 星期四

责编吕翠华美编梁章云

今日南海 04 关注

6月20日早上，南海官窑
某门窗公司的10名员工同时
到官窑派出所报警，称其放在
宿舍的手机不翼而飞。同一时
间、同一地点10部手机失窃，
官窑派出所全力展开侦查。

“嫌疑人盗窃时脱下鞋子，
轻手轻脚，动作很‘娴熟’，当发
现监控时还会用手遮住脸部，
得手后立即丢弃手机卡，反侦
查能力较强。”官窑派出所综合
室民警黎力介绍。

不过，民警通过现场勘查和
网上作战，成功循线索找到嫌疑
人落脚点，7月30日，成功抓获
嫌疑人农某，农某对盗窃事实供
认不讳。

民警进一步比对，发现农某
还与辖区多宗入室盗窃案有关。

今年以来，南海公安将侵
财型案件作为破案增长重点，
以其多为系列性案件的特点,
在侦破过程中分析每起案件
的作案手段特点，同时以“智
慧新警务”战略为契机，利用
情报平台和跨区域协作平台
积极网上作战,实时共享信息
资源，跨区域开展串并案件侦
查,逐步建立起快速高效的侦
查破案模式，实现“破一案，带
一串”的效果。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南海
公安分局共逮捕起诉涉案5起以
上的盗抢骗犯罪嫌疑人83名。

提升行政效能
打造廉洁政府

珠江时报讯（记者/林一峰 通讯
员/金延婷）昨日，狮山镇在罗村社会
管理处行政服务中心召开行政效能
提升工作会议，超百名狮山镇党员干
部参加会议，狮山镇镇长黄伟明出席
会议并为与会人员讲解行政效能提
升方法。

当日的会议围绕打造廉洁政府
和提升效能运作的问题，要求各部门
迅速研究廉洁风险点，并制定防范风
险的相关措施。在会上，黄伟明指出
目前狮山镇行政工作效能仍存在提升
空间，并通过案例讲解对应的提升方
法。黄伟明指出，狮山目前很多问题
久拖不决，与各部门间的沟通问题是
分不开的。

同时，干部的廉洁问题也需要重
视。“目前，许多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的
事权下放到基层政府，这既方便了企
业、群众办事，也带来‘权力寻租’的风
险。”狮山镇委委员、纪委书记梁伟全
表示，各部门要迅速研究部门事务中
涉及权、钱、项目，可以输送利益的风
险点事项，并通过开展集体决策、谈心
谈话等方式做好风险点防控管理。

黄伟明从腐败所付出的成本，可
能造成的家庭悲剧说明廉政的重要
性。会议指出，在谈心谈话中，各部门
领导要与工作人员一起分析腐败的后
果，带好队伍做好防范提醒。

为推进部门间高效沟通形成合
力，狮山镇制定了新的请示件操作流
程指引。狮山镇委委员关钧宜为与会
人员讲解了操作流程的要点，这些措
施旨在加强各部门间的沟通协作，在
协作问题上促使各部门的意见得到充
分交流，形成共识，同时减少审批流
程，压缩流程耗时，提升狮山镇机关、
企事业单位、村居的行政效能。

“对部门之间、工作人员之间的沟
通问题，会议提出相关解决方案，给我
们工作开展作出很好的提示。”南海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狮山分局局长
常少斌表示，会议很有针对性，要将会
议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干部职工，以此
锻造一个上下一心的战斗团队。

“市场监督篇”——

汽车遗失三包凭证
能否享受相应权利
■案情回顾

张先生在某汽车4S店购买了一
辆家用汽车，购买时与商家签订购车
合同，商家开具发票并提供“三包”凭
证。几个月后，汽车出现故障，张先生
联系商家售后维修。商家以张先生遗
失“三包”凭证且购车合同中注明“买
方需保管好有效发票及三包凭证，否
则，卖方免除承担三包责任及其他相
关责任”为由，拒绝提供免费维修服
务。张先生遂向相关部门投诉。

■部门说法
该案例的争议点是购车合同中

的相关内容是否为霸王条款，消费者
遗失“三包”凭证能否享受“三包”权
利。汽车“三包”凭证主要作用是记载
汽车一些基本信息，消费者丢失“三
包”凭证并非必然导致“三包”权利的
丧失。因此，经营者在合同中规定消
费者不提供“三包”凭证就不履行“三
包”责任，是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
的格式条款，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相关规定，其内容无效。

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
退货责任规定》第二十七条“消费者
遗失家用汽车产品三包凭证的，销售
者、生产者应当在接到消费者申请后
10个工作日内予以补办。消费者向
销售者、生产者申请补办三包凭证
后，可以依照本规定继续享有相应权
利”的规定，因此，张先生可要求经营
者及时补办“三包”凭证，并履行“三
包”义务。

■相关链接
9月7日至9月8日、9月13日至

9月15日，南海区普法办、南海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举办“诚信经营
放心消费”微信学法大赛，参与游戏
答题有机会获得公交卡、微信红包
等丰厚奖品，详情可关注“南海普
法”“南海市场监督”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 吕翠华

破小案破小案
保民安保民安

南海市场监管南海普法

不久前，在南海官窑工作
的甘达辉手机被盗，因事发在
夜间，且周围监控视频较少，
他对找回手机没抱有太大希
望，“我都准备再买一部手机
了，没想到民警6小时后就将
我的手机找了回来，感谢民警
为人民办事！”

这是南海公安破小案、保
民安的一个写照。昨日，记者
从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获
悉，今年以来，南海分局聚焦
民生小案，密切关注群众切身
利益，全力提高群众安全感、
获得感，回应南海人对美好生
活的期待。

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8
月，全区“小案”破案率为
61.3%，同比提高7.6%，其
中“两抢”破案率达100%，为
平安南海建设保驾护航。

■西樵
确保安全设施正常运行

“所有单位在日常工作中都
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不仅是
节前。”西樵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杨明在带队巡查时要求。9月11
日，西樵镇组织安监局、消防办、
派出所、食药监局西樵分局、国土
城建和水务局组成联合检查组，
进行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食品药
品安全以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

在人流相对密集的樵岭商业
中心，检查组先是到超市的生鲜
区，查看食品包装和卫生情况，还
抽查了食品农药残留等相关检验
报告。然后，一行人到樵岭西街
的消防监控中心查看消防设施的
运行情况，结果发现，仪器“吐”出
不少警告的纸条，该物业负责人
何先生解释，是因为有一个楼层
单位正在装修，导致消防感应故
障。杨明仔细查看了纸条的内容
之后，建议该物业公司先排除故
障再继续进行施工，以免影响消
防报警系统的正常运作。

第二站来到西樵山大酒店，
食药监局西樵分局的工作人员仔
细检查了厨房的卫生情况。在检
查煤气瓶组时，西樵镇党委委员、
副镇长洪荣亨就提出，该煤气瓶
组的储存室的安全警示不够明
显，而且没有写出责任人和联系
方式。另外，西樵消防办主任麦
志崧在检查酒店的消防设施时也
发现了问题，“你们的消防设施调
成手动的了，这是不对的，正常来
说应该是自动的，要随时应对可
能发生的火情。”面对检查组提出

的问题，酒店负责人表示一定会
按要求整改。

针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杨明表示，下一步要加大巡查和
宣传力度，让“制度上墙”“责任人
上墙”，让各流程的工作人员能够
心中有数。

■里水
加大力度监管企业和工地

9月10日下午，里水镇委书
记谭艳玲，党委委员、副镇长梁文
成带队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

当天下午，督导组先后来到
和顺公交枢纽总站、维也纳酒店
和顺店、维港水岸花园酒店建筑
工地、瑞迪聚酯涂料有限公司等，
检查了解里水道路交通、酒店消
防应急、建筑施工、企业生产等安
全落实情况。

“公交车的安全行驶怎么保
障？司机作息时间如何安排？”在
和顺公交枢纽中心 ，谭艳玲仔细
询问了营运、安全、服务以及车辆
维保安排、应急预案等情况，重点
查看了枢纽中心场站充电桩使用
情况，对公交车辆出行、视频监控
提出建议意见。通过看现场、听
取简要汇报，谭艳玲对公交安全
生产、营运、服务、后勤保障等工
作都给予肯定。同时，叮嘱公交
枢纽中心负责人，要做好特别防
护期的道路交通安全，特别是对
出行高峰期的安全预防、检查，提
升公交服务水平，加强对司机驾
驶员的关心，为推动里水持续稳
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在维也纳酒店，督导组重点

检查了酒店电梯、视频监控室等
区域，详细了解酒店消防设备配
备、消防通道和节日期间应急处
置工作等情况。谭艳玲要求，酒
店是人员密集场所，要高度重视
安全工作，酒店管理人员在提高
服务意识的同时，切实增强应对
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特别是在

“双节”重要时段。
谭艳玲表示，相关部门要共

同协作，加强对企业和工地的监
管力度，加大力度做好危化企业
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改工作。

■狮山
责令企业限期整改隐患

用电不够规范、防范粉尘措施
不足、安全台账存在漏洞……9月
11日下午，狮山镇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执法人员对辖区企业开展飞
行检查，发现被检企业存在相关安
全隐患，现场责令企业限期整改。

当日下午3时许，执法人员首
先来到辖区某木桶厂，发现该企
业厂房地面铺满灰尘和木尘。对
此，该企业负责人称他已在8月就

完成了企业注销，目前工厂已停
止生产，但现场仍见到有工人在
进行木桶组装工作。此外，执法
人员在对厂房进行全面检查后，
还发现该厂存在用电不规范、防
粉尘爆炸方面措施不足、传输机
械没有防护罩等安全隐患问题。
执法人员责令该企业立即停止生
产行为，并于次日携带企业注销
凭证等相关资料到狮山镇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官窑工作办公室接
受核查。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某从事橡
胶和塑料生产的材料企业，发现该
企业违规、超量存放乙酯、异丙醇、
亚克力树脂等危险化学品。对此，
注册安全工程师黄国彬指出，该企
业仓库并不完全具备存放这些危
险化学品的条件。此外，该企业还
存在安全台账不全等问题。

现场，执法人员对该企业的
相关负责人和质检员等相关责任
人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并责令其
限期整改，暂停使用该仓库。

“安全生产红线决不能逾
越！”狮山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局长李展聪指出，企业一定要严
格按照相关要求和标准去落实安
全生产管理工作，确保安全生产。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 马一右
见习记者 钟泽诗 特约通讯员 陈
志健实习生陈俊彤通讯员关蕴
琪 袁裕兴巢海文

南海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

全面排查严整治 安全工作不放假

今年8月20日中午，市民李
小姐正在大沥某时装店上班，一
名男子走进店内，直冲她所在的
收银台走去。

“给我三元钱！”男子对李小
姐说。

“没有。”李小姐回答。
“那给我1元！”男子说。
“还是没有！”李小姐仍是不给。
“你给不给？！”李小姐万万没

想到，男子说话间就伸手从柜台
上的笔筒里抓起剪刀对着她。

“有，给你！”李小姐掏出零钱
递给男子，男子立即拿着钱逃离
现场。

等男子离开后，李小姐立即
拨打110报警，大沥派出所随即
展开一场围捕。2小时后，民警成
功抓获该男子。“只是被抢了1元
钱，没想到警方反应如此迅速。”

李小姐激动地说。
“虽然只是一元钱，但‘破小

案’，打的就是这种案值虽小，却
事关群众安全感的案子！”大沥派
出所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南海公安持续强
化打防建设，“两抢”案件数量
降至多年来新低，“两抢”破案
率也提升至100%，“抢案必破”
成为现实。

在坚持“将抢案当命案破”
不放松的情况下，南海公安确
立涉盗案件侦办新机制，制定
破小案专项工作规范流程，明确
全区小型案件的现场勘查、走访
调查、组织侦破等各个环节均统
一归口区刑侦大队负责，将
“小案”当成“大案”破。

其中“一长四必”成
为刑事侦查的“规定动
作”，为提升“小案”破
案率提供了强力支
撑。“一长即公安局
长对现场勘查工
作负总责，统筹
解决现场勘查队
伍人员、经费保
障、装备配备、专
业培训等问题，
确保现场勘查的
工作效率和工作
质量。‘四必’即现
场勘查工作要做到
必勘、必采、必录、必

比。”刑侦大队九中队

副中队长梁荣津介绍。
6月29日清晨，在黄岐白

沙，徐先生一觉醒来发现放在
床上的手机不见了，赶紧借了
一部手机报警。“凌晨2时许，我
起床喝水发现手机还在床上。”
他告诉民警。

根据事主提供的线索，黄岐
派出所民警仔细查看现场，在房
屋后巷发现一条捆绑着衣架并
包扎着多重双面胶的长竹竿。

“这个可能就是作案工
具。”黄岐派出所刑警中队民警
虞天渊表示，通过仔细勘查，他
们成功从竹竿上提取到痕迹物
证，以此比对碰撞锁定了嫌疑
人邓某的身份，还查到邓某涉
嫌另外三宗盗窃案。

8月12日，黄岐派出所民
警在广州白云区某出租屋内抓
获系列盗窃案犯罪嫌疑人邓
某。目前，邓某已被刑事拘留。

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
全区侵财类“小案“破案率达到
61.3%。

近日，南海各镇街开展
节前安全生产检查，对各类
企业、生产经营场所、人流
密集场所、在建工地“过筛
子”，全面排查安全风险点
和隐患，督促企业、商家等
相关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落实整改措施。

2小时侦破1元抢案“两抢”破案率达100%

坚持“一长四必”“小案”破案率超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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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南
海公安把“小
案”当成“大
案”破，“小
案”破案率超
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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