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时报讯（记者/方婷 通讯
员/霍毅钊）昨日，珠江时报记者从
禅城区城管部门获悉，为做好人
居环境提升专项整治工作，11月
27日起，禅城城管部门针对区内
高速路出入口、立交桥和主次干
道等11个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整治
提升，包括园林绿化养护、查处违
法建设等。

实地勘察加强巡查整改
作为人居环境提升专项整治

的重要一环，禅城区城管部门高
度重视“三沿一口”（高速、高铁、省
国道沿线的出入口）周边市容环
境整治，通过对相关重点部位的
主车道、辅道、匝道以及与城市区
交接地段进行整体整治提升，进
一步净化美化城市环境、提升城
市形象。

此次整治提升内容包活：道
路保洁、园林绿化养护、周边市容
市貌秩序管控及查处周边区域乱
张贴、乱张挂、违法建设、破坏绿
化、违法倾倒等。

11月27日下午，禅城区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局长李俊扬带
队到佛开高速接魁奇路出口、禅
西大道、石南大桥等11个高速路
出入口、立交桥和主次干道进行
实地勘察。在检查中，检查人员
发现禅西大道南庄出入口、季华
出入口、石南大桥南庄段等重要
出入口存在大量乱张贴、绿化带
内漂浮垃圾多、路面撒漏及路面
破损、桥下空间杂物乱堆放等问
题。

针对上述问题，城管部门制
订工作方案，明确各单位责任，采

取定人定点、专人包点落实措施，
加强问题整改，并做好各重要出
入口及周边的清理工作。当天，
城管部门召开立交桥底整治提升
工作会议，进一步细化、明确工作
职责，要求各科室和下属单位尽
全力做好此次整治提升。

11月29日，城管执法人员到
上述11个重点整治区域查看整治
情况。在佛开高速接驳魁奇路出
口的立交桥底，由于该位置处于
村庄旁，平日缺乏有效管理，因此
周边村民占用绿化带种菜和偷倒

行为较严重。环卫工人仔细对人
行道进行了打扫清洗，园林工人
对杂草丛生、破乱不堪的绿化带
进行清理。

渣土运输企业参与整治
针对11个区域通过的渣土

运输车辆多、偷倒建筑垃圾盲点
黑点多的情况，执法人员加强相
关区域的夜间巡查，11月28日晚
发现一辆重型货车涉嫌运输散体
物料过程中未覆盖造成洒漏问
题，随即对当事人进行查处并暂

扣车辆。
为做好此次整治提升，城管

部门发动渣土运输企业参与行
动，充分借助企业运载车辆多、运
载量大、作业车辆设备齐全的优
势，提升整治行动效率。

“这里昨天还是一片杂草丛
生、堆满建筑垃圾的荒废地，今天
就已经铺好土了。”在禅西大道南
庄出口的位置，执法人员指向右
边一片清理干净等待种植的区域
介绍，此次共有6家渣土运输企
业参与到11个重点区域的整治

行动中，大大提升了整治提升的
速度。

针对11个重点区域立交桥
底及周边的共享单车乱停放乱丢
弃问题，禅城城管部门要求各共
享自行车企业迅速组织人手对相
关区域进行排查整改。

据统计，截至12月 2日，禅
城城管部门共出动执法、环卫、园
林工作人员1521人，环卫、园林
车辆及机械设备296余辆，分别
到11个重点区域开展清理整治
工作，共清理垃圾1031吨。

禅城开展“三沿一口”周边市容环境提升行动

全面整治提升11个重点区域
11个重点整治区域

佛开接魁奇西路出口1

佛开接魁奇西路出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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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南大桥南庄段

佛山一环接樵乐路出入口

季华大桥底

佛开接张槎出口

禅西大道季华路出口■在石南大桥南庄段，工作人员清洗人行道。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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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罗艳梅 通
讯员/陈汪彦）企业服务月又来
了！昨日，珠江时报记者从禅城
区举行的2019年企业服务月媒
体通气会上获悉，禅城区决定在
本月开展为期一个月的“2019企
业服务月”活动，推出企业服务集
市、企业服务大会、重点企业座谈
会等系列活动，向禅企送出实惠
大礼包。

禅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副
局长李有亮介绍，“2019企业服务
月”活动以“链接·赋能·创新”为主
题，向全区企业推出一系列活动
和服务，给企业一个温暖的家。
禅城区计划在 12 月 5 日举行

“2019企业服务月”活动启动仪
式，并于当日举办企业服务日专
场活动。

企业服务日专场活动内容丰
富，包括企业服务中心第二批超
预期服务体系标准发布、企业服
务中心园区分中心签约、企业服
务集市等。李有亮介绍，在企业
服务集市上，27家禅城区企业服
务联盟的成员将推出50多款爆款
产品，发出总额为300万元的大红
包。这些爆款产品以低价、质优

推出，带给企业实实在在的优
惠。“我们希望探索一条市场化服
务企业的新路径，通过政府搭台，
企业服务中介参与，让企业需求
得到满足。”李有亮说。

企业服务集市上，将设置四
大专区，即服务项目路演区、金融
服务专区、综合服务展示区、供需

洽谈服务区，充分展示禅城区各
类专业化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
多元化服务。

除了有企业服务日专场活动
外，“2019企业服务月”活动期间
还将召开企业座谈会、开展区领
导挂点联系重点企业走访活动、
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主题活动等。

其中，禅城区将分别组织召开重
点企业、金融机构、商业企业、餐
饮企业座谈会，听取企业运营情
况、发展战略以及对政府服务的
工作建议，进一步增进政府与企
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流。

为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工作，
构建友好型企业服务体系，2018

年，禅城区将12月定为“企业服务
月”，同时挂牌成立禅城企业服务
中心。该中心成立以来，已走访
了近一万家企业，其中包括700多
家规模以上企业和100多家高新
技术企业，收集了2600多项问题
及意见，推动政府职能部门解决
了300多项问题。

禅城开展企业服务月活动
推出企业服务集市、企业服务大会、重点企业座谈会等活动,向禅企送出“大礼包”

企业服务中心第二批
超预期服务体系标准发布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瑶）“岭
南味 佛山品”2019佛山（禅城）十
大功夫武馆暨十大功夫粤菜评选
活动已经启动，各武术团体、协
会、武馆、酒店、餐饮店、餐饮业协
会等均可参与，报名时间12月14
日截止。这是珠江时报记者昨日
从佛山市禅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获悉的。

佛山被称为“武术之城”，武
术流派众多。百多年来，佛山武

术开枝散叶，民间武馆林立、习
武者遍布大街小巷，佛山功夫传
扬四海。著名武术师傅黄飞鸿，
咏春宗师梁赞、叶问，影视武打
明星李小龙等祖籍或师承均在
佛山。各武林英豪成为佛山武
术的代言人，将武术盛名推向极
致。佛山功夫不仅是世界功夫
文化的突出代表，还是一个文化
富矿。佛山功夫与旅游、饮食、
教育、医学、养生、影视等行业都

有着密切联系。
区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活动对典型特色武馆和粤菜
美食进行评选和表彰，是为了弘
扬“佛山功夫”文化，推广功夫运
动，擦亮“佛山功夫”和“粤菜粤厨
名城”城市名片；鼓励将“功夫”融
入日常生活与各行各业中，让广
大市民和游客因“功夫”主题读懂
佛山、了解佛山，全方位多领域领
略佛山功夫文化魅力。

此次评选，参选的武馆必须
为禅城区范围内的武馆。最终成
绩评定由硬指标55% +大众投票
15%+专家评审 30%组成，于
2020年1月18日对评选出的“十
大功夫武馆”进行颁奖。参选菜
式必须为禅城区范围内经营的粤
菜，一家饮食品牌可有多道美食
参赛。1月18日在岭南天地鲤鱼
广场进行现场总决赛，由专家评
委评选出“十大功夫粤菜”。

各参选单位可登录禅城区人
民政府门户网，填写相关报名表，
于12月14日前将报名表和相关
资料统一寄往佛山市禅城区朝安
南路28号YOU+青年创业社区
718室（评选办公室）（咨询电话：
13318201801）或发电子邮件到
912926927@qq.com。

活动由禅城区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区武术协会、区旅游协会
主办。

禅城评选十大武馆和十大粤菜
擦亮“佛山功夫”和“粤菜粤厨名城”城市名片

前10月禅城外贸进

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

10月外贸进出口
大幅增长92.7%

珠江时报讯（记者/罗艳梅通讯员/
韦炜）近日，记者从佛山海关驻禅城办
事处获悉，今年1月至10月，禅城区外
贸进出口总值779.8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1.5%。仅10月，禅城区外贸进出
口总值93.7亿元人民币，同比大幅增
长92.7%，其中，出口81.5亿元，增长
1.2倍，进口12.2亿元，下降1.3%。

出口方面，机械设备、家具和玩具
逆势增长。今年1月至10月，机械设
备出口48.5亿元，增长9.1%；家具及
其零件出口43.9亿元，增长19.4%；玩
具出口16亿元，增长3.1倍。

进口方面，消费品持续稳定增
长。1月至10月，共计进口消费品
16.9亿元，增长25.1%。其中日化用
品类5.9亿元，增长1.1倍；乳品2.6亿
元，增长60.3%。

从禅城区外贸结构上看，1月至
10月，以跨境直购方式进出口商品共
计32.1亿元，同比增长78.4%，新贸
易业态已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扩大
进口也取得积极成效，适应国内需求
的农产品、日用消费品和设备、零部
件等产品进口也持续稳定增长。

佛山海关驻禅城办事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受益于国内经济总体平
稳、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多元化
成效明显等因素，禅城区外贸预计
将保持总体平稳和稳中向好的发展
态势。

张槎发起“暖冬”捐

赠活动

爱心物资送到
凉山州贫困村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群飞）近
日，禅城区张槎街道团委携手党办、
社工局、总工会、妇联等部门发起

“暖冬”捐赠活动，倡导机关干部奉
献爱心，捐赠御寒衣物、书籍、文具
等物资，送到凉山州布拖县，帮助贫
困学生度过寒冬，助力禅城对口帮
扶布拖扶贫工作。

“献爱心，送温暖”倡议书近日发
出后，得到了张槎街道各机关部门的积
极响应，机关干部们热心参与，踊跃捐
出家中的闲置品，包括干净衣服、冬鞋、
学生书籍、文具、书包等，部分领导干部
还自费购买了崭新的衣物、书包、文具，
让小朋友们穿得舒心、用得暖心。

据统计，此次活动收到捐赠物
资共计15箱，包含衣物153件、书本
130本、笔记本90本，以及文具、水
杯、围巾等。

活动主办方表示，此次活动是张
槎街道各项扶贫帮扶工作中的一个掠
影，广大机关干部将会继续心系大山里
的孩子，不断用善举去托起孩子心中的
太阳，用实际行动去为孩子们驱散寒
冷，让孩子们的冬天过得暖意融融。

禅城企业服务月活动

（部分）

企业服务集市

企业服务大会

重点企业座谈会

区领导挂点联系
重点企业走访活动

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主题活动

以球赛募善款
帮扶贫困学子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近日，
佛山市紫荆花助学关爱协会党支部成
员来到云浮市平台村，为村委会和两
所中小学学生、患病村民，送上价值超
4万元的学习用品、食品等物资。

平台村人口目前共约有3000人，
贫困人口280多人。当天，佛山市紫
荆花助学关爱协会党支部成员在当地
扶贫干部、村委会干部陪同下，参观了
温氏养殖场，并到平台镇中心小学、平
台中学慰问在校的师生，赠送学习用
品等物资。

期间，一行人深入贫困家庭，探访
两位身患渐冻症的孩子，送去腊肠、
油、米粉、书籍等慰问品，并委托村委
会干部把慰问品分送平台村的五保户
和部分低保户。

佛山市紫荆花助学关爱协会前身
为佛山一中紫荆花助学基金，于2014
年8月开始运作，获评佛山市2018年
度十佳优秀慈善公益组织，五年来已
发出扶持款近70万元。此次捐赠的
物资善款，均为第三届紫荆花佛山一
中校友慈善球赛所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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