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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镇大榄村永丰股份合作经济社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竞租公告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大榄村永丰股份合作经济社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文件编号

狮官（挂）
2019-003

号

备注：1、挂牌底价不设定保密底价。

位 置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
镇大榄村第三股份
合作经济社地段

出租（计租）
面积(亩)

18.6548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5，
且≤3.0

建筑密度

≥35%，
且≤60%

绿化率

≥10%，
且≤20%

建筑高度

≤40米

出租
年限

40年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起始价

75000
元/年·亩

竞租
保证金

200万元

二、竞租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可单独或联合参加竞租。

三、本次挂牌时间从2019年12月2日至2020年1月3日上午11时00分止。申请人可于2020年1月3日上午10时00分至上午10时30分
携带身份证明文件等相关资料（原件及加盖公章复印件），向主办单位提出书面申请。

竞租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26日下午16时正（详细要求见挂牌须知）。

四、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租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五、本次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采用增价方式进行报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和成交价。

六、本次挂牌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文件，有意参与竞租者可到大榄居委会索取相关挂牌文件。

七、需要到出租地块现场踏勘的竞租人请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大榄村第一股份合作经济社联系。

八、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电子邮件、电话、传真以及口头竞租申请。

九、自本次公告起至挂牌现场会开始期间，如有关于本宗地竞租文件的修改、澄清、说明等将通过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网（http://www.
nanhai.gov.cn/）或佛山市南海公有资产流转服务有限公司网（http://www.nhgzlz.com/）发布，请有意参与竞租者密切留意。其它未尽事宜，

详见本宗地的相关挂牌文件。

十、联系方式：
主办单位地址：狮山镇官窑驿园西路6号教工楼西座一楼
联系电话：0757-85230755
业主单位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大榄村永丰股份合作经济社
联系电话：何先生 13709668389

受委托，狮山镇公共资源交易所官窑工作办公室作为主办单位（以下简称“主办单位”），采用挂牌方式出租下列地块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珠江时报讯（记者/肖莎莎 通
讯员/黎清颜）近日，南海区桂城街
道卫计局联合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举办建设广东省健康促进街道
暨登革热防控宣传活动，通过医护
访谈、急救演示、健康操等节目向市
民宣传健康知识和登革热等传染病
预防知识。

“登革热”是由伊蚊传播登革
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
埃及伊蚊或白纹伊蚊为媒介进行传
播，具有传播快、发病率高的特点。
患者常常会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
痛、恶心呕吐等症状。

很多人认为，夏季是登革热爆
发的季节，冬季不用担心，其实在
广东，秋冬季节也要注意防蚊防
登革热，珠江时报记者梳理了登

革热防控的小贴士，希望可以帮
到大家。

1.预防登革热的关键是防蚊灭
蚊、清除孳生地。

2.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
无登革热。市民应从自我做起，做
好居家环境及周边环境的卫生、蚊
虫孳生地清理。特别要清理居家环
境内的小型水体，如花盆、水桶
（盆）、旧轮胎、坑洼等的积水。

3.没有叮咬就没有传播。居民
要做到“防叮咬、灭成蚊”，关键在于
以下几点：

（1）每日伊蚊活跃时间段（上午
8~10点和下午4~6点）减少外出活
动，减少到积水和植被丰富的地点
散步或健身运动。

（2）尽量避免在凉亭、绿化带

等户外阴暗处逗留，并且远离积
水、废旧轮胎等容易孳生蚊子的
地方。

（3）如若外出，请穿好浅色的长
衣长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一般
每2~4小时需要补喷一次。

（4）户内安装好纱窗，可喷杀虫
剂灭蚊。

4.积极配合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做好公共环境整治、成蚊灭杀以
及孳生地的清理等工作，及时清除
各类积水、垃圾以及卫生死角，切实
降低蚊密度，严防登革热。

5.近期若去东南亚或国内其他
发生登革热疫情的地区旅游、务工、
商务，要做好自身防蚊工作。发现
发热、头痛、红疹、肌肉酸痛等症状，
及时就医。

焚烧秸秆浓烟四起
城管出手防治污染

珠江时报讯（记者/孙茜 通讯员/
康靖仪）近日，有市民通过12319城管
热线反映，狮山镇大圃颜峰社区与狮
山镇显纲社区厦边经济社交界处存在
焚烧秸秆现象。狮山镇智慧城市管理
指挥（应急）中心立即协调狮山城市管
理局大圃城管中队处置，有效防控大
气污染。

11月23日，接到处置要求后，大
圃城管中队立即到达事发区域，发现
一块菜地上有一名村民在焚烧秸秆，
火苗乱窜、浓烟刺鼻，严重污染空气，
且容易发生火灾事故。

执法人员立即联手灭火。同时，
该中队执法人员对该村民进行教
育，告知其焚烧秸秆的危害。至
此，该案件从接案到结案，仅用时
80分钟，快速高效处置获得反映者
的点赞。

当前正值蔬菜等农作物的收获
季节，在享受丰收喜悦的同时，秸秆焚
烧的问题逐渐“露头”。狮山镇智慧城
市管理指挥（应急）中心相关负责人提
醒，露天焚烧秸秆不仅会造成大气污
染，而且在干燥的秋冬季节容易引发
火灾事故，造成严重后果。希望农户
自觉维护大气环境，市民若发现此类
问题，均可拨打12319城管热线进行
反映。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右 通
讯员/黎熙照 摄影报道）昨日下
午，南海区狮山镇卫生垃圾黑点整
治工作会议在狮山镇建设大厦召
开。会议针对日前省住建厅暗访
狮山镇三个村（居）发现的问题，以
及狮山镇相关部门自查的环卫黑
点问题进行盘点，会后相关部门对
部分环卫黑点进行巡检。

会议播放了省住建厅日前在
佛山市开展环境卫生暗访的记录
视频。视频反映，狮山镇狮南村、

大涡塘村和莲子塘村存在生活垃
圾收集点建设配备不完善，设施
设备有待更新，以及积存垃圾未

能及时清理、乱堆乱弃生活垃圾
的现象比较严重的问题。

会上，狮山镇副镇长麦永维

表示，整治卫生垃圾黑点没有退
路，狮山镇必须打赢这场攻坚战，
消除三清三拆三整治盲点。“外包
单位有没有每日安排人员对自己
公司所负责的路段进行巡查，有
没有管理好员工，有没有对环境
治理进行有效宣传？”麦永维提
出，所有外包单位必须动员起来，
按照合作项目约定严格执行。他
要求狮南村、大涡塘村和莲子塘
村彻底整改，同时要求市政等相
关部门落实督办职责；所有外包
公司必须主动自查，切实落实责
任，做到守土有责；对反复出现问
题的卫生环境黑点进行曝光。

“狮南村未按《广东省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工作指引（试行）》规
范设置村庄垃圾收集点，目前仍
未更换有盖垃圾桶。”会上，狮山

镇智慧指挥中心主任黄文洪一一
清点省住建厅暗访、相关部门加
班加点自查时发现的环卫黑点，
指出具体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
应的整改建议。

“所有环卫黑点必须在三天
内整改完成。”狮山镇市政办主任
李金林提出，希望环保、市政等部
门加强管理，对于不整改的，一经
发现顶格处理。

会后，狮山镇城管、市政等相
关部门对依云曦城等环卫黑点进
行巡检。珠江时报记者在现场看
见，广场周边仍存在有违规围挡
没有清理、建筑材料乱堆放、地砖
破损等现象。“周四前我们保证按
要求完成整改。”在相关部门的督
办下，依云曦城物业管理方承诺
限期整改。

狮山镇召开卫生垃圾黑点整治工作会议

盘点环卫黑点现场巡检限期整改

■狮山城管市政等部门前往环卫黑点检查。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黄
佩雯 通讯员/萧桂嫦）在南海区桂
城街道亲子共读倡导计划的影响
下，越来越多家庭养成了亲子阅
读习惯。日前，“相伴同阅读 共抒
家国情”桂城街道亲子共读倡导
计划成果展在灯湖小学举行，一
批家庭被命名为“桂城街道书香
家庭”及“桂城街道学习型家庭”。

在当日成果展现场，江南名
居社区的“悦读会”团队带来亲子
小品《书香社区友故事》，展示平日
里社区开展的亲子阅读活动。生

动的表演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
当日，还有桂江小学、尖东社区、灯
湖三小、小候鸟驿站等带来了亲
子共读的成果展示。

今年6月起，桂城街道妇联
响应区妇联的工作部署，联动教
育局在全街道开展“相伴同悦读，
共抒家国情”亲子共读倡导计划，
鼓励家长每周至少陪伴孩子阅读
1小时，在家庭营造良好的亲子
共读氛围。街道妇联通过发掘和
培育阅读妈妈志愿者，编制绘本
课程目录，让亲子共读有章可循，

构建家、校、社区、社会“四位一体”
网络，以阅读为纽带，传播科学家
庭教育理念。

截至11月底，桂城妇联共培
育53名阅读妈妈，开展6场讲师
培训，46期亲子阅读沙龙，为近
2000人次提供了服务。各社区妇
联也开展各类亲子共读实践活
动。吴臻宜等一群关注家庭教
育、热心公益的故事家长被聘为
桂城街道“亲子共读种子讲师”。

在倡导计划的影响下，桂城
涌现了一批书香家庭，他们中有

的家庭藏书超3000册，有的家庭
设定“45分钟晚读”制，全家人约
定时间共同阅读，有的在家中精
心布置阅读角，逛图书馆成为每
个周末的固定节目。活动当日，
桂城街道妇联、教育局，为欧阳乐
家庭及张涵睿家庭等一批家庭分
别颁发了“桂城街道书香家庭”和

“桂城街道学习型家庭命名证书”。
“书香家庭”杜书文一家，为

了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杜书文
夫妻在家中客厅向阳的地方开辟
了一个“学习角”，制定家庭“45分

钟晚读”制：每天晚上9:15~10:00
为一家人固定的阅读时间，期间要
放下手机和工作，每人一本书进
入阅读状态。通过互相监督，一
家人的阅读效率大大提高，并享
受了幸福的亲子时光。

今年，桂城街道组织开展“党
的十九大精神”基层宣讲会865
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堂80
多节，社区学院书香讲座60多场，
建成53间自助图书馆。10月，桂
城街道荣获“南海区学习型街道”
称号。

桂城举办亲子共读倡导计划成果展

桂城命名一批“书香家庭”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何
美芬邹韵斯）昨日一早，像往常一
样，家住南海桂城江滨社区、快80
岁的老党员昭叔准时拿出最新一
期“新时代南海家书”细细品读。

12月1日，第18期“新时代南
海家书”如期而至。本期“家书”呈
现了“主题教育”“幸福南海”“安全
南海”“城乡南海”等主要内容，通
过及时、准确传达上级声音，“家
书”收获了越来越多的粉丝，引起
了广大市民共鸣，纷纷用身边看得
见的变化为幸福南海发声。

基层党员的“学习手册”
1日早上7时许，一份“红彤

彤”的报纸送到了市民芦静琳
家。看到它，芦静琳十分高兴，这
是她每个月初都期待阅读的“新
时代南海家书”。作为桂城江滨
社区的入党积极分子，芦静琳最
爱看“家书”的头版，每次都会把
重要内容剪录下来，贴在专属的
学习小本上，不时拿出来温故知
新，提升自己的思想素养。在江
滨社区每月召开读报分享会上，
她的“学习手册”总能派上用场。

无独有偶，老党员昭叔是芦静
琳的邻居，一份“家书”连接了两代
人，为他们找到了共同话题。在

走村串户、促膝谈心的过程中，他
们逐步加深了对当地民情民意的
了解，也大大增强了党员身份的
责任感、使命感。因为强调政府
的公信力，及时、准确传达上级声
音，“家书”收获了越来越多像昭
叔一样的“忠实粉丝”，并成为基层
党员的“学习手册”。

有同样感触的还有里水镇汤
村党委书记周铭豪。“汤村正如火
如荼开展乡村振兴工作，需要每
位村民知晓、支持，这时候就需要
党员以身作则，向村民做好解释
沟通工作。”周铭豪希望，“家书”能
继续做好政策传声筒，将党的声
音和精神传递到千家万户，不断
武装党员头脑，丰富党员的理论
知识，以党建引领乡村发展，实现
村民共同富裕奔小康。

市民为“幸福南海”发声
一份家书，上连党心，下连民

心。在本期“大家事”版面中，“家
书”重点报道了南海获评2019最
具幸福感城市（县级）的消息，振
奋人心，大家纷纷用身边看得见
的变化为幸福南海发声。

在狮山镇联和社区东一经济
社一片崭新的水泥空地上，几位
小朋友边笑边追逐足球，笑声让

市民吴恩成十分感慨：“以前这里
是一片烂地，几个月前硬底化后，
孩子们把这里当成了运动场，大
家都爱来这里闲话家常。”吴恩成
直言，变化很小，但幸福很大，住
在这里真的感到很高兴。

而对里水镇新兴社区的市民
甘景丽来说，幸福是一份味觉的
认同感。“本期‘廿四味’特别介绍
了里水特色名菜——霸王鸭，作

为新里水人的我感到惊喜又自
豪！文中不仅道出了这道菜的由
来和发展，还提供了食谱作参考，
看完后我也蠢蠢欲动想为家人做
上一道‘霸王鸭’呢。”甘景丽说。

里水市民陈锦香建议，希望
“家书”能更多展示不同镇街市民
的健康生活方式，多介绍不同村
居发展历程中的优秀经验，多结
合政府中心工作展示良好的村容

村貌，让少出家门或少在家乡的
南海人，也能通过“家书”感受到
南海人的幸福。

“新时代南海家书”由南海区
委联合珠江时报社策划推出，每
期70万份免费投放至全区各级党
组织、家庭住户、外来人口和各行
各业经营主体。除了报纸文本，
市民也可通过微信“南海家”小程
序实现手机线上阅读。

第18期“新时代南海家书”出炉

展示喜人变化点赞幸福南海

■里水市民

陈锦香正在

阅读最新一

期家书。

特约通讯员/

陈志健 摄

桂城开展登革热防控宣传

冬季更要小心家中积水生蚊虫

大沥在盐步开展市容专

项整治

打击“六乱一占”
维护市容环境

珠江时报讯（记者/周钊泷 通讯
员/严嘉杰 陈瑾）12月1日，大沥城市
管理局开展盐步片区市容市貌专项整
治，重点打击穗盐西路、盐步大道、广
佛路等主干道及重点区域“六乱一占”
行为。

近期，大沥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
巡查发现，盐步片区主干道和重点区
域“六乱一占”问题呈现抬头趋势，周
末时段问题更甚。为遏制以上不良行
为，大沥城市管理局决定于12月1日
开展专项整治。

当天，44名执法人员分为11个
行动小组，对穗盐西路、盐步大道、广
佛路、直街、广东书法园、和华广场等
主干道及重点区域的“六乱一占”行为
进行集中整治。

本次行动共清理占道经营3宗、
占道摆放广告牌16宗、乱摆卖2宗、
乱堆放3宗，乱拉挂2宗，扶正共享单
车8处，处理露天焚烧秸秆1宗。大沥
城市管理局表示，接下来，城管部门将
根据辖区路面环境和实际工作需求，
做好周末和节假日执法力量调配，保
证假日城市管理标准不降低，一如既
往维护大沥市容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