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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燃气客服电话：81234111 燃气抢险电话：86227019

燃气安全 关系你我

@所有用户，请关注“南海燃气”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可
网上办理燃气业务，了解燃气安全知识和服务资讯。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
覆盖固废处理、自来水供应、污水处理
和燃气供应，以城市好管家、行业好典
范、社区好邻居的社会责任理念，致力
成为综合环境服务领跑者

水质公告
瀚蓝环境（600323）供水事业部

2020年9月5日至2020年9月11日出厂/管网水
供水水质：

出厂水九大指标检测次数总达135次，合格次数
135次，出厂水九大指标综合合格率为100.00％；管网
水七大指标检测次数总达49次，合格次数48次，管网
水七大指标综合合格率为97.96％；出厂/管网水水质
综合合格率为98.98％。

注：出厂水九大指标是指浑浊度、色度、臭和味、肉
眼可见物、余氯、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
群、CODMn九个检测项目。

管网水七大指标是指浑浊度、色度、臭和味、余氯、
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CODMn七个检测项目。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供水服务热线24小时为
您服务，电话：0757-86399222。

三山科创中心 7 座首层、6 层、15
层物业装修工程评标结果公告

减资公告

▲佛山鼎石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605MA52T66P5B）
经股东会决定减少注册资本，拟由
原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减少
至 1000 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天内，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联系人：
雷明山，联系电话：18038854444，联
系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夏西大
围工业区紫金城 1 号楼 A220 商
铺。

佛山鼎石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6 日

▲佛山市南海区机动车驾驶员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遗失粤 Y8868 学
车辆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发放的
道 路 运 输 证 IC 卡 ，IC 卡 号 ：
002960803，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法律
服务所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和副本，代码：66500704-7，现声
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区森丝坊理发店遗
失卫生许可证，证号：粤卫公证字
【2014】第 0605C00986 号，现声明
作废。▲佛山市南海金智投资有限公司公

开招标三山科创中心 7 座首层、6
层、15 层物业装修工程在 2020 年 9
月 15 日开标 , 经评审委员会一致确
定佛山市东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作
为 中 标 候 选 人 ， 投 标 报 价 为
3819459.88 元整。 现将中标候选人
情况进行公示， 从 2020 年 9 月 16
日至 2020 年 9 月 18 日止， 公示期
为 3 天。 在公示期间，按照《工程建
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
法》（七部委第 11 号令，2004 年 6
月 21 颁布）的规定受理投诉。 请联
系本项目招标代理 : 广东创南工程
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李小姐，电
话 0757-86253386。

制造业企业与民营企业成为

佛山企业公益慈善领域的最优势

捐赠主体，碧桂园集团、美的集

团、中国联塑平均年度公益慈善

捐赠额均达到1亿元，佛山企业捐

赠85%流入各级慈善会以及基金

会……9月 15日，2019佛山公

益慈善年度优秀成果展通过佛

山+APP搭建的平台正式上线。

成果展主办方发布了佛山首份企

业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评估报告

——《温爱佛山 2018-2019年

度佛山企业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报

告》，公布了“2018-2019年度佛

山企业公益慈善事业发展50强”

“2018年度佛山上市企业公益慈

善慷慨度排行榜”两大榜单。

呈现企业公益慈善
实践区域样本

佛山素有乐善好施的朴素情

怀。为进一步挖掘、汇聚和展示

佛山企业公益慈善的正能量，佛

山传媒集团下属佛山传媒智库发

挥在权威公正、媒企互动方面的

优势，借助佛山市民政局、佛山市

慈善会、佛山市工商联等部门的

数据材料，依托大数据手段和田

野调查，形成佛山企业公益慈善

事业发展报告，呈现一个生动的

企业公益慈善实践的区域样本。

课题小组在充分研究、借鉴

和吸收中国企业公益研究报告、

中国企业慈善公益500强等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佛山本土实

际，以佛山几十万企业军团的公

益慈善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建立

针对企业公益慈善行为的评估理

论模型，并构建了佛山市企业公

益慈善事业发展评估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共由三级指标构

成：一级指标由企业公益慈善行

为、公益慈善投入和社会传播影

响力构成，二级指标由组织化程

度、公益战略、投入数量、投入形

式、品牌项目、媒体传播力、示范

影响力等构成，此外还设置了若

干三级指标。

制造业企业
成优势慈善力量

课题组依据三级指标体系对

佛山企业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进

行综合评估，形成了“2018-
2019年度佛山企业公益慈善事

业发展50强”名单，碧桂园集团、

美的集团、中国联塑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

公司、时代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佛

山公司等一批企业上榜。

本次入选的50强企业，涵盖

了大、中、小型企业，覆盖了民营、

国有、三资等多种企业类型，展现

出佛山企业实业报国、乐善好施、

有社会担当的群像特征。入选

企业行业分布广泛，包括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金属制品业、房地产业、商

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建材家

居等。

50强上榜企业中，制造业企

业数量为27家，超过其他行业企

业的总和，民营企业占比超过

50%。制造业企业与民营企业作

为佛山企业公益慈善领域的最优

势捐赠主体地位，体现了佛山以

制造业立身、民营经济发达的城

市特色。

在佛山企业公益慈善事业发

展50强名单中，上市企业有11
家，数量占比约20%，但捐赠金额

占据绝对地位。50强上榜企业的

年度捐赠总额为23.93亿元，而

11家上市企业的捐赠总额为

20.46 亿 元 ，捐 赠 占 比 超

85.5%。尤其是碧桂园、美的集

团和中国联塑等企业榜样作用十

分凸显，这三家企业平均年度公

益慈善捐赠额均达到1亿元。其

他多数上榜企业的公益慈善投入

都在500万元以下，500万元以

上的企业11家，占比22%。

率先引入“慷慨度”
评价指标

上市公司是佛山企业公益慈

善领域的中流砥柱。为了进一步

分析该企业群体的公益慈善情

况，课题组在佛山率先引入“慷慨

度”评价指标。

课题组收集了佛山上市公司

的2018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

企业年度报告，从中提取其年度

公益慈善投入金额与年度营业收

入，计算出该企业年度公益投入

占营收比，形成“2018年度佛山

上市企业慷慨度20强”榜单。碧

桂园集团、德美化工、美的集团、

伊之密等 20家上市公司上榜。

调研组从该榜单中发现，企业营

业收入与公益慈善投入一定程度

上有正相关性，营业收入超百亿

元的企业如碧桂园集团、美的集

团、中国联塑、海天味业，其公益

慈善投入均在百万元以上。

不过，课题组还发现了一个

有趣的“反转”现象，在这20家上

市企业中，德美化工、伊之密两家

企业营收在佛山上市企业群体中

处于中下游，但它们在公益慈善

方面的慷慨度堪称标杆，分别达

到5.34‱、4.96‱。

《2018中国企业慈善公益

500强分析报告》提到，中国企业

慈善公益500强的公益投入总额

占到500强营业收入总额的万分

之3.85‱，而榜上的20家上市

公司达到这一水平的就有5家（占

比25%），分别是碧桂园集团、德

美化工、美的集团、伊之密和新宝

股份。

捐赠主要流向
慈善组织与冠名基金

在全面收集佛山企业公益慈

善相关数据的基础上，调研组还

综合考虑企业类型、企业慈善活

跃度等因素，通过随机抽样、分层

抽样相结合的办法，以500家企

业作为研究样本，对佛企参与公

益慈善事业的特点与趋势进行了

分析。

报告指出，佛山市接受慈善

捐赠的主体顺次为慈善组织（慈

善会、基金会等）、政府（民政部

门、其他政府部门）以及下属事业

单位。根据《佛山慈善事业发展

报告》，2017年，佛山市企业和公

众通过各类慈善组织捐赠的数额

达到6.95亿元，依次流入各级慈

善会以及基金会（占比85%）、下
属事业单位（占比10.5%）、政府

部门（4.4%）。
除了直接向慈善组织捐赠之

外，佛山企业也通过成立冠名基

金或基金会开展公益慈善。企业

单位是冠名基金成立的主体，截

至2017年底，佛山市慈善会系统

合计有 220个冠名基金，其中

74.5%由企业成立。在南海，超

过130家企业设立了约170个冠

名基金，是该区慈善会主要的募

捐品牌，占募捐金额七成以上。

在捐赠形式方面，约八成企

业选择直接捐赠货币，部分企业

既捐赠货币又捐赠物资（或企业

产品），少数企业捐赠了志愿服

务、产品、技术，仅个别企业捐赠

股权（产权）或设立慈善信托。

调研组还发现，佛山企业慈

善捐赠最主要的三个领域分别为

扶贫攻坚、教育助学与敬老扶幼。

文/佛山日报记者阮凤娟

新春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打乱所有人的生

活节奏；疫情之下，我们不曾忘

记，无数人用真情与大爱，织起了

一张严密的疫情防护网。

佛山大爱，薪火相传。

9月15日，由佛山传媒集团、

市红十字会主办，市文明办、市民

政局指导的2019佛山公益慈善

年度优秀成果正式发布，线上展

示同步上线。

作为2019年度佛山公益慈

善盛典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此次成果发布将通过云端展

示，回顾过去一年佛山公益慈善

的温暖点滴，选树表彰其中一批

优秀代表，鼓励更多人投身慈善

公益中，弘扬佛山大爱。

探索数字公益模式
乐善之城，薪火不断。

自2012年起，佛山传媒集团

携手佛山市慈善会连续举办多届

佛山公益慈善盛典。李福根、菠

萝义工……一个个为公众熟知并

在佛山公益慈善领域取得优秀成

果的个人与组织，在活动中脱颖

而出。

如今，公益慈善盛典已成为

佛山乃至珠三角地区最具影响力

的公益慈善文化品牌，极大地提

升了佛山对内的和谐度和对外的

美誉度。

2019年底，盛典再度启航。

佛山传媒集团联合市文明办、市

民政局、市红十字会、市慈善会

等，共同发起2019佛山公益慈善

年度优秀命名活动。

历经一个月市直单位、各区

镇街推选，个人与组织自主申报，

以及主办单位初审、公众点赞、专

家评审等环节，最终产生2019年

度佛山公益慈善年度优秀人物、

优秀组织和优秀项目名单，同步

产生特别致敬奖1名。

其实在佛山，除了广大市民

和公益组织，还有许多的企业和

企业家们怀着朴素的大爱情怀，

在教育助学、扶贫济困等领域倾

情相助。

为此，主办方特别新增年度

公益伙伴企业榜单，美的、碧桂园

等十家企业入围，借此感谢致敬

他们在过去一段时期的无私付

出，在全社会营造扬善向善的文

明氛围。

据主办方介绍，因受今年疫

情影响，原本定于年初举行的

2019年度佛山公益慈善盛典被

迫取消。尽管没有线下授荣环

节，但为了让更多公众了解并参

与到公益慈善活动中去，9月15
日，2019佛山公益慈善年度优秀

成果发布暨线上展示正式启动，

公众只需借助手机便可实现云端

观展，近距离了解这些优秀代表

的暖心点滴，以榜样的力量激励

继续前行。

树立公益慈善标杆
微光成炬，星火燎原。

当市民点击进入2019佛山

公益慈善年度优秀成果展，一个

个感动人心、催人奋进的慈善故

事，相继涌现眼前。

在获得命名的优秀人物中，

既有投身公益13年，推动公益团

队增长至千人的佛山市爱助会会

长林璋；也有关注自闭症儿童，帮

助其家庭重回正轨的顺德区创展

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冯国强。

在获得命名的优秀组织中，

既有用心关怀患病幼童教育，在

医院开展免费教育的佛山市博爱

医院学校；也有关注区域弱势群

体，成功打造本地助困、助残、助

学、助老、助医、助益六大帮扶体

系的顺德区龙江慈善会。

在获得命名的优秀项目中，

既有贯彻百年育人目标，创新建

立全县（区）、全学段的助学扶贫

新模式的国强公益基金会教育扶

贫项目；也有坚持培育本土慈善

项目，完善公益创投模式的佛山

市慈善会创益合伙人计划。

向公益慈善榜样致敬，就是

对公益慈善精神最好的弘扬。

在成果展中，广东省政协常

委、香港特区太平绅士邓祐才还

被活动主办方授予“2019年度佛

山公益慈善特别致敬奖”荣誉称

号。心怀桑梓，福泽一方。作为

爱国爱港爱乡代表，邓祐才二十

余年间不断致力捐资助学等各项

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累计向社会

赞助和捐赠款项超过一亿港元，

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文/佛山日报记者宋世伟

佛山首份企业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评估报告出炉

制造业企业与民企“最大方”

2019佛山公益慈善年度优秀成果发布，线上展示同步上线

慈善成果云上展 弘扬佛山大爱

涵盖了大、中、小型企业，覆盖了民营、国有、三资等多种
企业类型。

制造业企业数量为27家，超过其他行业企业的总和，民
营企业占比超过50%。

上市企业11家，占比约20%。

50强企业年度捐赠总额23.93亿元，其中11家上市企
业捐赠总额20.46亿元，占比超85.5%。

■ 2019 年佛山市

慈善宣传月启动，

社会组织现场设摊

组成公益市集，进

行慈善义卖义演活

动。（资料图片）

珠江时报记者/戚

伟雄 摄

慈善活动规范化、制度化

运营模式项目化、品牌化

勇担区域和产业发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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