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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公有资产流转服务有限公司
佛 山 市 公 联 拍 卖 有 限 公 司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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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8日（星期四）上午9:00通过
中拍平台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设备类标的如下：

二、标的展示期：2021年1月21、22、25日。
三、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2021年1月26日下午5时（以银行

到账时间为准）；办理参拍手续截止时间：2021年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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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anhai.gov.cn/fsnh/wzjyh/ggzyjyzx/jyxx/

2021年1月28日上午9:00开始

公告号

1

2

3

4

5

标的名称

某广播电视网络公司南海分公司废旧资产一批

某房地产发展公司废旧资产一批

某信息工程公司残损商品和滞销商品一批

某水处理公司废旧压滤机一台

某投资公司废旧资产一批

参考价（元）

60305

14382

13828.47

9000

7062.03

保证金（元）

12000

2900

2800

1800

1400

减资公告 ▲现本公司就位于佛山市南海区
西樵镇江滨花园海怡居 1 号地下车
库 408 号小车位的已于 2004 年 7
月 15 日缴交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事
宜， 声明如下：2004 年 7 月 15 日，
因本公司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错
误地以他人的名义缴交了该车位
的物业维修基金。 经本公司核查，
该车位 2004 年 7 月 15 日并未对外
销售，则以他人的名义缴交了该车
位的物业维修资金并无依据，由此
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本公司承
担。 特此声明。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山江滨花园
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4 日

声 明

▲佛山市南海怡翠实业发展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60561763373XQ）经股东会决
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拟由原注册
资本 1733 万美元减少至 33 万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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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宇雄，联系电
话：18927228680，联系地址：广东省
佛山市南海区桂和路桂江桥西侧。

佛山市南海怡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4 日

▲佛山市顺德区宣纬五金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法人：陈俊梅）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本人简绍发遗失美居城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
开具的水电保证金收据金额叁千
元整，物业保证金叁万叁千贰佰壹
拾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丹灶派
出所遗失《广东省暂时扣留、冻结
财物收据》 一式四联 ， 号码 ：
EC03459258，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桂城派
出所遗失《广东省没收、收缴、追缴
财物收据》的第三、四联，票据号
码：EG03839557，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锦旭家具有限公司 （法
人：朱俊英）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云)
“在择业时，我更看重企业发展

与个人发展是否契合，是否有上

升进步的空间。”近日，广东东软

学院大四学生欧巧怡在校园招

聘会上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单

位就在狮山罗村，与她未来想从

事教育工作的目标相吻合。

校园招聘会是南海区为高

校毕业生拓宽就业渠道推出的

重要举措之一。同时采取线上

招聘、校企合作推荐、人社部门

牵线等措施，解决疫情期间高校

毕业生就业难题，助力他们尽快

实现就业。

■校企合作
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2020年 12月下旬，佛山

科学技术学院仙溪校区开展广

东省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专

场招聘会，近200家用人单位

到场向2021届毕业生提供超

5000个招聘岗位，帮助更多大

学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而广东东软学院则制定了

《广东东软学院2020年就业工

作“百日冲刺”行动方案》《广东

东软学院2020年招生工作考

核及奖励办法》，通过线下+线上

招聘、引进知名企业进校园宣

讲、辅导员推荐、实行“一生一

策、一电一问候”就业指导等措

施，大力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

道。2020年，该校共为学生提

供了近5000个工作岗位，为企

业输送了 2000 余名就业人

员。“2020年我校专科毕业生

就业率达到98.1%，本科毕业

生就业率达到90.1%，双双实

现超过省平均线。”广东东软学

院招生就业办公室副主任麦月

强介绍。

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狮山分局局长常少斌介绍，

疫情期间，狮山开发了线上招聘

网络平台，定期发布招聘信息，

大学生们对有意向的岗位，可以

通过平台上的聊天功能了解情

况，还可以通过视频进行面试，

这不仅降低了外出聚集的风险，

也为学生多提供了一个择业渠

道，提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

■精准助力
将毕业生输送到企业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是

一家全日制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包含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精细

化学品生产技术、物流管理、市

场营销、食品、生物、制药类等专

业。除了学校统筹就业工作

外 ，各学院也把促进毕业生就

业作为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针

对不同专业开展校园企业宣讲

会、学校大型招聘双选会及就业

指导报告讲座。

另外还通过校友企业面对

面，征兵、升学、创业经验分享会

等活动，为毕业生充分就业、高

质量创业创造条件。“我们还与

佛山多家企业开展校企合作人

才输送，主要有海天、百威、维他

奶等知名食品和饮料企业，实现

不同专业人才精准输送。”广东

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食品学院党

总支副书记刘嘉俊表示，学院高

度重视校企合作，专门成立校企

合作工作办公室，与数十家知名

企业开展校企合作，每年稳定输

出近100名毕业生前往这些公

司就业。

“校企合作对我们毕业生来

说，是一个很好的就业渠道，不

用出校门就能找到合适的工

作。”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保

健品开发与管理专业学生岑万

尙表示，他们班上除了升本的同

学外，目前已全部找到了工作。

大学生就业，也离不开政府

部门的大力支持。其中，南海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狮山分

局每天都与学校沟通，了解就业

需求。“我们会将学校本届毕业

生的专业、个人情况、就业意向

梳理出来，然后向狮山乃至全市

相对应的企业推送，同时企业中

哪些岗位缺人，我们也会第一时

间告知学校，实现直接将人才输

送到企业。”常少斌说。

狮山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牵线搭桥引人才 校企合作促就业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陈
红）1月12日24时，“城乡融

合 创新发展”大沥记忆2020
年度十大正能量事件评选活动

大众投票截止。“网红读书驿站

落成，市民品读文明之美”一事

以超万票高居榜首。接下来，主

办方将结合投票情况，同时组织

评委会进行复评，最终评出十大

正能量事件。

“城乡融合 创新发展”大

沥记忆2020年度十大正能量

事件评选活动于1月6日启动

大众投票。为了保证首届大沥

记忆年度十大正能量事件评选

活动的权威公正性，主办方根

据大沥2020年度各类新闻事

件的城市价值、传播平台、传播

频率、传播效果等进行深度分

析，梳理出2020年度大沥镇全

年 20个正能量新闻事件作为

候选。

短短六天时间，评选活动

已累计收到网络投票超六万

票。在候选事件中，“网红读书

驿站落成，市民品读文明之美”

得票一直居高不下，总票数超

一万票，成为人气爆满的“能量

站”。“打造平台新矩阵，营造文

明新风尚”稳居次席，崭获五千

多票。“一书纵览‘凤池模式’，

记录乡村振兴足迹”逆风翻盘，

以三千多票位居第三。大众投

票截止后，主办方将于近期组

织评委会进行复评，最终评出

大沥记忆2020年度十大正能

量事件。

主办方表示，“城乡融合 创

新发展”大沥记忆2020年度十

大正能量事件评选发布会初定

1月下旬举行。届时，主办方将

对十大正能量事件进行发布，并

对十大正能量新闻的主办单位

进行授牌。会上还将为大沥镇

十佳新闻发言人、十佳通讯员、

“学习强国”年度十大学习之星

授牌，同时启动2021年大沥镇

新闻舆情大培训活动。详情请

留意佛山+及“珠江时报”“南海

大沥”微信公众号。

大沥记忆十大正能量事件投票结束
最终评选结果将于本月下旬发布

里水推进安全生产
做好分类分级管理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通讯
员/钟何生）1月 13日，里水召开

2021年第一季度防范重特大生产

安全事故暨消防工作会议。会议强

调，接下来要抓好重要节日、重点时

段的安全防范工作，为全镇营造稳

定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还要全力

开展彻底整治，有效消除安全隐患。

会上，镇政府与镇安委成员单

位、村（社区）现场签订2021年度安

全生产责任书、消防安全责任书。

镇主要领导总结、通报了2020年

度消防安全、安全生产工作，并对

2021年工作进行了部署。

在消防安全方面，2020年里水

的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全

年 共 拆 除 消 防 违 章 搭 建 面 积

1123435平方米，镇村两级共新建

了60个市政消火栓，全镇共有企业

微型消防站1211个。

在安全生产方面，2020年，里

水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为

主线，全面推行“一线三排”机制，结

合“奋战一百天 全年保平安”安全

生产攻坚行动和岁末大检查大督

导，安全生产工作排查治理得力、专

项整治有力、危化品监管用力，切实

整治了一批安全隐患、打击一批非

法违法行为。

里水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梁文

成指出，下阶段，要建立完善安全生

产、消防安全的研判机制、巡查机

制、联动机制、应急机制和值守机

制，针对重点行业的风险点、危险

源，要重点梳理出来，做好分类分级

管理制度。

■应届毕业生在学校招聘会上咨询企业岗位信息。受访者供图

狮山联和社区完成
4个乡村振兴项目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聪通讯
员/吴绍文）1月13日下午，在狮山

镇联和社区新村经济社的村前公

园，三两村民在园内的小亭休憩，闲

谈着村中环境可喜的变化。2020
年底，联和社区4个乡村振兴项目

先后完工，新村经济社的村前公园

便是其中之一。自对外开放以来，

这里就成了村民们的打卡胜地，大

家在感受乡村之美的之余共享乡村

振兴成果。

2020年8月，联和社区对新村

经济社这块4000多平方米的闲置

地，以及村内篮球场进行改造，经过

几个月的施工，闲置地“华丽变身”为

绿化公园，还安装了健身栈道、康乐

设施等。“每天晚上都有很多村民来

这散步休闲，人人都说空气好又舒

服。”新村经济社居民李淑留点赞道。

除了新村经济社，联和社区已完

工的4个乡村振兴项目还涉及东一、

东二经济社和大朗经济社，其中东

一、东二经济社将村尾的闲置地改造

成篮球场，大朗经济社则安装了15
个摄像头，推进封闭小区建设。“大朗

以前乱停车现象严重，现在不仅安装

了车辆识别系统，还修了新的停车

场，停车乱象大为改善。”联和社区党

委委员吴绍文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