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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购桂城二房单位一套，小区
管理，有绿化，环境优美。
联系电话：13380262016

二 手 楼
求购桂城二、 三楼二房或三房，
小区管理，有绿化，环境优美。
联系电话：13726677216

顺德大良凤翔商业广场首层
商铺，大路边，层高 6 米，间
隔方正，三个门面长超 12 米，
证载套内面积 133.56 平方，
商业服务用途。 18088838133

大良首层商铺抛售

▲佛山市三富消防检测服务
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解散，开始清算。 请本公司债
权人自本公司清算公告见报
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在上述期限
内未申报债权的不列入清算
范围。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
依法向佛山市南海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特此
公告。 本公司清算组联系人：
彭 晓 伟 ， 联 系 电 话 ：
18927231200，联系地址：佛山
市南海区桂城街道佛平四路
16 号聚元商业中心 4 座 418
室之三

佛山市三富消防检测服
务有限公司

2020年 01 月 03 日

聚天粮食品诚聘
会计 4000 元 -5000 元 + 奖金
文员 3000 元 -4500 元 + 奖金
联系电话：13923205001 张生

诚 聘

住宅招租
张槎路口东便村住宅

招租，三层 1500 元每月。
联系人：邓小姐 13543699175

厂房、仓库对外招租
位于魁奇路东沿线，广珠西线
平洲出入口旁，交通方便。 适
用于加工产销，物流快递等。
联系人李生，电：13928626368

高级写字楼出租
一环旁 150-1500m223 元 /m2

起租，电话：13380206337 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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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下所有信息仅供参考，不作为合同依据，
如有纠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本报概不负责。

工商类
护 理 仪

卧床大小便护理仪
自动感应收集， 自动清洗烘
干。 梅林生物 :13709601548 崔

防水专家不漏收款
天面外墙卫生间 13929175558

佛山信得专业防水补漏
包修天台、外墙、卫生间、水池、
下水管。 电话：13690586661

防 水 补 漏

水泥地板漆
绿涤环境公司提供
适用于厂房、球场、汽修厂。 特
性：防尘、油污、静电。 联系电
话：13326718383

专业生产环保袋
www.gdwfdb.com，13528920910
厂电 QQ：907752335，质优、价
平、起货快

环 保 袋

昊凯公司82001567
代办工商、税务、记账、消防、环
保、卫生、验资、注销咨询。联系
电话：13726618110

佳信达
专业·高效

代办工商执照 、
验资审计， 代理
记账报税、 进出
口登记 83658365

服 务 咨 询

代办公司注册、冠省名，年审、
记账报税，验资审计。 83613131

会计服务 88779966

物 业 租 售

▲佛山市南海狮山新能量游
艺城遗失娱乐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 编号：440605160176，现
声明作废。
▲佛山市岭头羊餐饮有限公
司（法人：孙庆义）遗失财务
专用章、 发票专用章各一枚，
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新文针织有限
公司（法人：江汉新）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路意鞋材有限公司
（法人：梁子江）遗失梁子江
私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海寿
村民委员会遗失已作废的南
海区九江镇集体组织收据
（电子）第二、三联，收据代
码 ：D440605121208， 号 码 ：
0007265，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沙滘其
明杉场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440682600556069，现声
明作废。
▲广东琦兴电力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605MA4WJEHE8J， 现声
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永盈彩 印厂
（投资人：唐义平）遗失发票
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海寿
村永新股份合作经济社遗失
已作废的南海区九江镇集体
组织收据（电子）第二、三联，
收据代码 ：D440605121208，号
码：0006545，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

邹韵斯通讯员/林西金）日前，桂

城映月第五小学举行迎元旦“书

道育人，品位学子”百人书法现

场展示暨广东省硬币书法教育

示范学校授牌仪式，百名师生家

长同台即席挥毫。映月五小以

“十有”模式传承弘扬硬笔书法，

成绩突出，被省硬笔书法协会授

予“广东省硬笔书法教育示范学

校”荣誉。

现场，经学校千人书法初

赛、百人书法大赛中选拔出来的

80名学生、12名家长、8名教

师，共100名选手参加即席挥

毫展示。师生、家长、教师尽情

挥毫泼墨，展示映月五小“书道

育人，品位学子”的精神风貌。

随后，活动还以视频影像

形式，介绍映月五小近几年来

“以书立人，以书兴校”所取得

的喜人成果。与此同时，校园

内布置了65个展板，展出毛笔

书法作品100多份，硬笔书法

作品70多份，使整个校园飘逸

着浓浓的翰墨之香，让师生、家

长和嘉宾浸润书香之中,感受书

法之美。

近年来，映月五小积极创建

书法文化特色学校，坚持探索以

文化育人，文化兴校，特色办校

之路，努力打造书法文化传承十

个“有”，即有理念、有规划、有课

程、有教材、有阵地、有团队、有

课题、有展示、有创新、有模式。

该校通过书法研究课题形式，自

主编撰书法教材；在学校长廊、

墙壁等进行书法知识文化展示，

营造浓厚的墨香气息；改建书法

室，给同学们提供了静心学习书

法的阵地；聘请书法家入校培

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利用书

法节、重大节日举办书法大赛和

书法展示活动等，形成了从全员

普及到兴趣培养到特长发展的

全方位立体育人模式，培养“书

品好，学品丰，人品高”的品位学

子，数十师生参加各级书法比赛

获奖。

“我练习楷书、隶书等，学习

书法后变得更加有耐心和静心，

更能认真投入学习。”学生黄淞

说。映月五小教务主任关丽珊

表示，学校特色是“书道育人，品

位学子”，希望通过书法为龙头，

用书法带动其他，如中华诗词、

剪纸、中国画等，让学生不断传

承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提高文化

自信。

映月五小因书法教育教学

成绩突出，被南海区书法协会授

予“南海区书法教育特色学校”

和“南海区硬笔书法教育示范学

校”。而在当日百人书法即席挥

毫活动上，又被省硬笔书法协会

授予“广东省硬笔书法教育示范

学校”荣誉。

广东省硬笔书法协会常务

副主席李庆绿表示，映月五小在

软硬件各方面都达到非常高的

水平，在佛山乃至全省的学校中

都是少见的，授予其省级荣誉是

希望该校能为广东省写字教育

工作作出贡献，在全省推广教学

经验。

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诗

通讯员/麦国清摄影报道）跑步、

投篮、写书法、拉歌、绘画……

2019年12月31日，西樵镇民

乐小学举行2019年体育美育教

学改革成果展，展示了全校师生

的精神风貌及教育改革的成果。

本次成果展以“当·自强”为

主题，最大的特色就是全员参与，

旨在增强学生体质，锻炼学生意

志，培养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

在上午举行的全员运动会

上，一至六年级的学生轮流上

场，以蓝队、绿队、红队和黄队为

划分，进行投包入筐、旋风跑、绳

梯攻城等多个项目的比拼。全

校师生及家长志愿者们全情投

入，加油声、欢呼声响彻操场。

其中，旋风跑最考验同学之

间的默契，需要同学们共同配

合，手持木杆，完成绕圈，跨越障

碍等动作，最终奔向终点。五年

级学生钟英满说：“跑在内圈的

人需要有控制整条杆的力气，是

最累的。但我们相互帮忙，减轻

重量，跨越障碍的时候没有一个

人摔倒。”

这次活动也是民乐小学进

行体育美育教学改革的初步实

践与探索。一直在现场掌控流

程的民乐小学教师钟智生介绍，

该校的教育改革来源于课堂，希

望孩子们成长是他们的初衷。

“这次成果展呈现了我们高年级

与低年级、班级与班级之间‘大

手拉小手’的结队效果，学生的

情绪被调动起来，相互之间加油

鼓劲，参与热情很高，形成了良

好的氛围。”钟智生说。

在下午的乐艺缤纷秀上，歌

声、竖笛声此起彼伏，《加油！

AMIGO》《少年强则中国强》

《粉刷匠》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

歌曲依次响起。高歌过后，还有

绘画和书法环节，展示学生的音

乐和美术才华。值得一提的是，

该校 603班的张宇轩同学在不

久前获得第十一届广东省规范

汉字书写大赛（小学组）特等奖，

这是本次大赛中南海区唯一一

个特等奖，他也将代表广东省参

加全国比赛。而在2019年南

海区中小学校师生第二届硬笔

书法即席书写大赛比赛中，该校

也有3人荣获“金笔奖”。

如今的民乐小学，并不止步

于人们给它贴上的武术、舞狮的

特色教学标签，而是通过课堂和

第二课堂的教育改革，全面升级

特色教育品牌，让学生在拥有健

康体魄的前提下，全面发展，提

升综合素质。

桂江小学举办远航科技节

趣玩科学实验
激发创作潜能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麦玮

炘 通讯员/刘媛）日前，桂城桂江小

学举办主题为“梦想启航，科技圆

梦”远航科技节，通过竞赛、展示、交

流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

动手能力，为学生搭建张扬个性、展

示成果的平台。

本次科技节历时两周，先后举

办了“扬帆杯”程序设计比赛、“扬帆

杯”科技书书签制作比赛、“扬帆杯”

科技书读后感比赛、“扬帆杯”自制

科学书比赛等多场专项比赛。

师生家长同挥毫 校园时闻翰墨香
映月五小被授予广东省硬笔书法教育示范学校荣誉

民乐小学体育美育教学改革成果展“有声有色”，特色教育全面升级

动能跑能武静能写能画

■比赛拼接“长绳”，展现体育教学成果。

以梅会友普宁游
潮韵风华香四方
——第五届普宁梅花旅游
文化节开幕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午，作

为商贾名城、创新之城的广东普宁，

在普宁康美中药城拉开了第五届普

宁梅花旅游文化节活动序幕。该活

动历时一个月，将集中展现普宁的

人文历史、商贸名城、美丽乡村、红

色文化、特色小吃等旅游文化。

当天的开幕式上，展示了普宁

城市形象宣传片，还有普宁本土创

作的民俗表演《印象普宁》、器乐演

奏《梅花三弄》，契合梅花节的主

题。原创潮曲《梅花飘香 魅力普

宁》，由四位潮剧大咖名角献唱，赢

得逾千观众阵阵喝彩。开幕式现场

还揭晓了2019 年普宁市“十大”美

丽乡村名单。大南山街道什石洋

村、梅塘镇景光村、南溪镇新溪村、

赤岗镇五福屿村、流沙东街道北山

村、洪阳镇鸣岗村、梅林镇大高田

村、池尾街道贵政山村、占陇镇下寨

村、船埔镇樟树村获此殊荣，同时评

选出的罗楚如等10人获颁普宁“十

大”城市文化推广大使称号。

（吴娇）

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