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山市南海公有资产流转服务有限公司

受委托，佛山市南海公有资产流转服务有限公司与佛山市公联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19年9月26日（星期四）上午9:00通过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举行拍卖会，现
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佛 山 市 公 联 拍 卖 有 限 公 司拍卖公告

一、拍卖设备、车辆类标的如下：
2019年9月26日上午9:00开始

公告号 标的名称 参考价（元） 保证金（元）

二、标的展示期：2019年9月19、20、23日
三、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2019年9月24日下午5时（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办理参

拍手续截止时间：2019年9月25日下午5时，保证金交款账户及具体参拍手续详见网站。
四、办理参拍手续地点：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8号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南海分中心一楼大厅①、②号窗口
联系电话：0757-81631275 网址：www.nhgzlz.com www.glpm.com.cn

1
2
3
4
5
6
7
8
9

南海某技术学校废旧资产一批
南海某职业技术学校及某博物馆废旧资产一批

大沥某医院及某小学废旧资产一批
狮山某医院及某小学废旧资产一批

某投资开发公司废旧设备、家具等资产一批
某酒店废旧资产一批

粤YP6818金杯牌中型普通客车
粤YGS882富迪牌轻型厢式货车
粤YGN882富迪牌轻型厢式货车

7857
6000
2256
2982

96147.9
5600
8820
18450
19620

1600
1200
450
600
19000
1100
1800
3700
3900

2019年9月12日 星期四

责编沈煜 美编何少梅

今日南海 05 镇街
九江城管宣教室初显成效

以宣讲告诫
促文明执法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沈芝强
通讯员/叶英才）近日，笔者从九江城
管局获悉，自九江城管局创新性针对
污染路面、违规运输等违法行为开设
宣教室以来，已接纳251名11种不同
类型的违法当事人，路面乱象明显得
到改善。

9月9日，9名当事人按约定时间
来到九江城管宣教室，观看不同类型
的城管宣教片，接受城管宣讲员的说
服沟通，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承
诺不再重复违法行为，并全力支持和
配合九江城管的工作。

据了解，这9宗违法案件涉及污
染路面、违规运输、工地扬尘和无照经
营等。九江城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这几名当事人积极配合城管执法人员
工作，消除违法行为造成的影响，符合
宣教条件，决定对其进行宣教，同时会
按宣教制度对违法当事人予以减轻或
免于处罚。

2017年12月，九江城管局成立
全省首间城管宣教室，以宣教室为阵
地，对违法当事人开展城市管理法律
法规知识普及，运用宣讲、说服沟通、
执法体验、参加城管义工等方式，加强
教育、告诫，引导当事人自觉遵守法律
法规，营造文明执法环境，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

“通过宣讲、说服沟通等方式，引
导当事人自觉遵守城市管理法律法
规，减少执法过程中的矛盾纷争，这
种温情执法方式得到了违法当事人
和市民的赞赏，为城管各项工作的
顺利开展及市民对城管工作的理解
和支持起到很大的作用。”九江城管
局局长林兆江表示，接下来，九江城
管局将充分利用宣教室这个平台，
夯实宣教制度，营造文明执法环境，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

五百师生宣誓
拒绝校园欺凌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陈志
健 通讯员/巢海文）昨日，里水派出
所在里水高级中学举行以“拒绝校园
欺凌 预防校园性侵”为主题的法制
教育讲座，500多名师生参加讲座，
进一步增强了学生自律意识和自我
保护意识。

“同学们知道什么是校园欺凌
吗？有什么危害？”讲座中，里水派出
所综合室副主任张廉结合近年来国内
校园欺凌的真实案例，阐述了“什么是
校园欺凌”“校园暴力的危害”“如何预
防性侵害”等问题。

张廉介绍，校园欺凌是指在校园
内外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
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
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
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
多发生在中小学，对学生的身心造成
伤害。

张廉通过图文阐释、播放短片、联
系实际、以案释法、以法论事，从师生
自身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
因素等方面着手，深入分析校园暴力
的成因，并针对当前校园暴力的现状
提出预防措施，告诫同学们要引以为
戒，不用言语侮辱他人、不参与打架斗
殴、不与社会不良青年交往，如遇不法
侵害时要依法进行自我防范和自我保
护。

因为校园性侵话题比较敏感，同
学们难言羞涩。为缓解尴尬紧张的氛
围，提高同学们的参与度，张廉以互动
问答的形式回答了什么行为是性侵
害，通过小游戏寓教于乐，告诉同学们
如何防范性侵害，并教给同学们万一
不幸遭受性侵害该如何维权。

“我宣誓不施暴、不忍暴，拒绝校
园暴力，做一个文明守法的学生……”
活动中，500多名师生宣誓拒绝校园
暴力。该校老师张洁表示，通过本次
法制教育讲座，不仅提高了师生的法
制观念，还增强了学生辨别是非和自
我保护、自我防范的意识，营造和谐校
园氛围。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钟泽
诗 通讯员/黎惠敏 梁小英 摄影
报道）昨日，西樵镇举办“礼赞
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职工故事
会大赛（展演）暨2019年西樵镇
职工中秋慰问活动，约1000名
职工参与。现场公布了大赛的
一、二、三等奖获得者。

“这10支队伍带来了10个
发生在西樵本土的真实故事，故
事的主人公都是我们的身边人，
他们在平凡的岗位做出不平凡
的事迹，展现了西樵职工爱岗敬
业的共同面孔。”西樵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杨明表示。

西樵阳光宝贝幼儿园工会
委员会带来的表演《“坚持”——
成就优秀》获得了一等奖。表演
者一出场，就吸引了大家的目
光。一位幼儿园老师带领着几
位幼儿园小朋友在舞台上讲故
事。“我们的表演主要是讲蒙晓
敏老师在传承粤剧过程中的一
些故事，告诉大家粤剧传承要

‘从娃娃抓起’，也展示了我们幼
儿园师生的精神风貌。”阳光宝

贝幼儿园老师余晓茵说，用讲故
事的形式展示日常工作，能起到
榜样作用，激励大家更积极地投
入工作。

佛山市总工会宣传教育部
部长袁斌对展演中舞蹈、音乐、
造型等各方面的创新表示赞赏，
他认为，这些职工故事的内涵非
常丰富，体现了西樵职工的敬业
爱岗精神和家国情怀，还融入了
西樵的传统文化，效果非常好，
对职工们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
用。

大赛二等奖的获得者是西
樵实验小学工会委员会和蒙娜
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会，三等奖由西樵镇第一小学
工会委员会等7个单位获得。

昨日的现场还设有猜灯谜
区和合影区，现场节日气息浓
烈。

西樵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每年总工会都会举办中秋
慰问活动，给职工送去温暖和祝
福，激励他们以更高热情参与西
樵各项事业建设。

西樵举办职工故事会大赛（展演）暨职工中秋慰问活动

听故事猜灯谜 迎中秋送温暖

■西樵阳光宝贝幼儿园工会委员会带来的表演《“坚持”——成就优秀》获得了一等奖。

珠江时报讯（记者/林一峰 实
习生/原诗杰 通讯员/关咏麟）“现
在蚊虫少了很多，环境更舒适了。”
9月10日，身穿“红马甲”的党员志
愿者带领身穿“黄马甲”的其他志
愿者，穿梭在狮山镇山南社区塘涌
片区的大街小巷，倒积水、灭蚊虫，
为社区环境卫生保驾护航。

当日下午，山南社区直联团
队、党员志愿者10人，以及狮山
镇青年志愿服务总队善曦长者志
愿服务分队的12名志愿者，顶着
烈日来到塘涌东村文体楼。他们
携带200余盒蚊香、2大包杀虫饵
粒、1个装了杀虫药的喷洒壶，以
及预防登革热的宣传单，到经济
社开展消杀蚊虫和宣传行动。由
党员志愿者带领义工队的志愿者
分三组行动，两组入户派蚊香、倒
积水，并派发预防登革热的宣传
单，另一组负责蚊虫消杀工作，给
路边的花基、草丛等喷杀虫药。

“这边的下水道有大量积水，
要倒入杀虫饵粒。”山南社区上东
经济社党员陈卓鹏蹲在一间房
屋的下水道前进行消杀工作。
随后一行人来到另一间房子前，
向群众派发蚊香。“我们这里楼
层低，容易招蚊子，社区定期组

织开展灭蚊清积水活动。”塘涌
东经济社居民吴奶奶表示，现在
蚊子少了很多，环境更舒适了，
社区派的蚊香能满足日常所需，
在家也不用担心被蚊子咬了。

“把杀虫饵粒倒入下水道能有效
防治蚊虫、蟑螂等，不过要防止
孩子误食。”山南社区党委副书
记关咏麟嘱咐道。

关咏麟介绍，今年山南社区
投入灭蚊经费超十万元。“山南社
区自筹一支6人的蚊虫消杀队，
同时聘请第三方消杀公司，积极
开展全区域蚊虫消杀工作，极大
减少了社区内登革热发病率。”

山南社区塘涌片区由塘涌东
经济社、塘涌南经济社、塘涌北经

济社三个经济社组成。此次高效
开展灭蚊倒积水活动，得益于山
南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开展工作，
通过党员志愿活动拉近党员和群
众的距离，加强沟通，及时收集、
反映群众的诉求。

“我们将在9月份继续开展
‘为美丽乡村出谋献策’的主题党
日活动，收集党员群众对社区乡
村振兴工作的意见、建议。”关咏
麟表示，山南社区下属 17 个党
支部，有 161 名党员，目前社区
正积极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推
进党员先知先议，加强党员干
部与群众沟通，收集群众意见
及诉求，让群众切实享受发展
成果。

狮山镇山南社区开展预防登革热防蚊灭蚊活动

倒积水灭蚊虫 社区环境更舒适
珠江时报讯（记者/金晓青 林一

峰 通讯员/罗森辉）近日，狮山镇环
保办联合罗村社会管理处开展丰岗
公涌流域专项整治行动。当天共检
查5家企业，其中4家存在营业证照
不齐全、废气废水未经处理直排等
涉污问题，执法人员对这些企业采
取了强制停产措施。

行动组织罗村河长办、水务、工
商、消防、安监、市场、供电等职能部
门和联星社区、联和社区、沙坑社区共
30多人，对联星、联和、沙坑工业区进
行综合巡查执法，铁腕查处违法企
业。当天共检查5家厂企，对4家存在
营业证照不齐全、环保手续不齐全、废
气废水未经处理直排企业采取强制停
电停水等措施，并采集1家涉水企业
尾水进行化验，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据悉，丰岗公涌全长4.62公里，
流经沙坑、街边、联和、联星 4个社
区，日产生污水量估算值为1.7 万
吨。早在两年多前，狮山罗村全面
推行“河长制”之初，丰岗公涌就被
列入重点整治河涌，并在两年间实施
了截污清淤、生态修复等一系列治理
措施，成效明显。

根据佛山市环保局的监测数据
显示，今年1~6月，丰岗公涌平均综合
污染指数同比下降63.96%，水质明显
好转，同期南海区环保局对其检测了6
次，5次不黑不臭，表明丰岗公涌大部分
时间能消除黑臭现象。罗村河长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阶段，丰岗公涌流域
计划实施6宗水环境治理工程，总投资
约3180.34万元，以进一步改善水质。

狮山镇开展丰岗公涌

流域专项整治行动

4家涉污企业
被处强制停产

■党员、志愿者参与倒

积水、灭蚊活动，维护

社区环境卫生。

（通讯员供图）

珠江时报讯（记者/林应涛 通
讯员/邓惠贞）昨晚，“筑梦新时
代 凝聚新沥量”2019大沥职工
中秋晚会举行，600优秀职工代
表欢聚一堂过中秋。同时，60万
名大沥职工通过直播，围观了这
场温暖的中秋晚会。

“感谢在平凡岗位上兢兢业
业付出的大沥职工！感谢你们
对大沥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不
平凡的沥量，祝你们中秋节快
乐。”大沥镇委书记刘浩文代表
镇党委政府给大沥职工送上中
秋祝福。

晚会现场，展现了“月光如
城、城如梦”的美好意境。当灯
光聚焦在舞台上，所有的目光都
投向了一个皮肤黝黑、扛着快递

箱走出来的小伙子。他就是晚
会的主角，一个怀揣梦想、从湖
南永州来大沥打工的年轻人李
力。在这片土地上，他从快递小
哥干起，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
朋友，还找到了陪伴一生的爱
人，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
如今，他想拥有自己的车队、开
一家物流公司。

此外，医生、快递小哥、消防
员、城管、消杀工作者、美团小
哥、建筑工人、公交司机等各行各
业的“主角”也都来到现场，展现各
自的力量。

整场晚会以情景剧的形式，
通过《梦想》《奋斗》《未来》三大
篇章，串联起平凡人物李力在大
沥奋斗的故事。据了解，情景剧
是由大沥职工自编自导自演，所
有参演人员都来自一线的普通
职工。

“大沥有60万职工，无论是
土生土长的大沥人，还是来自五
湖四海、怀揣梦想在大沥奋斗、
扎根、生活的新大沥人，这里就是
你们的家！职工心连心，我们一

家人。”大沥镇总工会主席陈珍虎
说。

据了解，今年已经是大沥镇
总工会第4年举办职工中秋晚

会。大沥总工会立足大沥职工发
展，通过举办各类活动丰富“职
工·家”内涵。过去一年里，大沥
总工会开展了多个品牌活动，如

“礼仪大先生”、“保育员”和“育婴
员”技能大赛、大沥镇青年职工联
谊交友活动等，丰富了大沥职工
的生活。

2019大沥职工中秋晚会举行

自编自演情景剧 600职工庆中秋

■中秋晚会上，职工表演朗诵节目。 珠江时报记者/林应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