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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樵山定向越野赛
展示岭南古村特色

“中华二十四节气·西樵山·名山·名医·名药·名厨”
系列活动在丹灶举行

市民游翰林湖 感受城市蝶变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梁雅
诗 通讯员/关伟健）本周三是二十
四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昨日，
“中华二十四节气·西樵山·名山·
名医·名药·名厨”系列活动之处
暑主题旅游活动在丹灶举行，37
位市民走进丹灶，游览翰林湖、罗
行圩、仙岗村、南海大湿地公园等
景点。
当日，大家来到翰林湖，游览
五彩花田，欣赏翰湖碧波。翰林
湖规划面积近 2000 亩，是以“耕

读文化”为主题，集农业种养、生
态休闲、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农业
生态休闲观光区。湖面、田园、花
海浑然一体，蓝天与绿树交辉相
映，引得市民们争相拍照。镜头
中记录的，有五色花海等自然风
光，还有南海人对于生态环境改
善的欣喜、自豪之情。
“上世纪 90 年代，我上下班
路过这里，四周都是农田。现在
不 一 样 啦 ，你 看 现 在 变 得 多 漂
亮。”来自桂城的邓姨与十余位

老工友一起参加了此次主题旅
游活动，真切地感受到丹灶的发
展变化。
“奶奶，以前是这样娶
‘新抱’
（儿媳）的吗？
“
”就是这样啊，你看
那花轿、大床、嫁女饼都有呢！”
“奶奶，那
‘新抱’
在哪里啊？”
在仙
岗村史馆内，参加本次主题旅游
活动的韵晴小朋友与奶奶的对话
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百年历史的旧家具、婚嫁
服饰、耕作农具……仙岗村史馆

内 陈 列 的 各 种 展 品 ，承 载 着 仙
岗 村 丰 厚 的 文 化 底 蕴 ，也 记 载
了它的沧桑变迁。年近 80 岁的
市民陈汉邦在农具陈列架前指
着梿枷说：
“这个是用来脱粒
的，要不断地拍，谷粒才会掉下
来。”他边说边用双手模仿拍打
的动作。
随后，在导赏员的带领下，
一行人来到仙岗书院，参观金漆
木雕、满洲窗、广绣挂件等充满
岭南特色的古物。这些古物的

主人、收藏家张宇昊表示，希望
用这一件件藏品，勾起现代人对
于岭南传统文化的记忆，读懂岭
南文化。
本次活动是“中华二十四节
气·西樵山·名山·名医·名药·名
厨”系列活动之一，旨在发挥南
海区名山旅游、历史文化、养生保
健、美食资源的优势，打造养生保
健美食文化旅游品牌活动，从而
推动南海旅游产业的发展，提升
南海旅游的品牌竞争力。

一家三口跌落涌 保安兄弟齐救人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杨
世聪 摄影报道）8 月 17 日晚，
狮山
镇罗村社会管理处佛山新能源汽
车城发生惊险一幕，
一家三口开着
电动车去罗村咏春体育公园时，
不
慎冲入 2 米多深的河涌。情况危
急，正在值班的汽车城保安向平
伟、向平奇兄弟闻讯跑来，利用长
铁杆将一家三口拉至岸边。
上周六，
笔者来到佛山新能源
汽车城，
见到了来自湖南怀化的向
氏兄弟。
“救人本来就是我们的工
作职责，而且就算没值班，平常看
到这种突发事件，
我们也会做这样
的选择。”弟弟向平奇说，事发当
晚，
他正在汽车城侧门值夜班，
8点
半左右，
一名市民骑着电动车载着
妻儿，
开进了汽车城，
“侧门这边有
一条路直通体育公园，
这家人也是

■向氏兄弟还原当时救人的方法。
打算去公园走走。
”
本来这是很平常的事，
每天都

有几百人沿该路去往体育公园，
谁
都没想到危险就在这时突然降

临。
“ 这家人没走多远，我就听到
惨叫的声音，然后就是‘扑通’的

落水声，我心想这下坏了！”向平
奇迅速拿着手电筒，跑向汽车城
后面的河涌，还通知了在附近巡
逻的哥哥向平伟和正在安装广告
牌的工人。但大家赶到事发地
时，并未看见有人落水。
“ 我拿手
电筒照了十几秒，才看到一个女
的抱着孩子浮上水面。
”
说到这里，
向平奇仍心有余悸。
后来得知，这一家三口都是
“旱鸭子”
，
沉下去之后几经挣扎才
上了水面。
“幸亏工人们刚好在进
行安装工作，
我立马拿了一根大约
4 米长的铁杆，
和哥哥一个照着水
面，另一个把铁杆伸到这对母子
处，让她们抓住。”
向平奇说，他把
这对母子拉到岸边后，
才看到男子
浮上来，遂马上把铁杆伸向男子，
最终一家三口都平安获救。
第二天晚上，
获救的家庭带着
酬谢金特意上门感谢向氏兄弟：
“你们是我们家的恩人，
除了感谢，
真的不知说什么好。”
向氏兄弟一
边询问他们还有没有事，
一边退回
了酬谢金。向平伟说，
这种事情谁
碰上了都会搭救一把，
而且必须争
分夺秒，
不容多想。

镇街行政服务中心可办理
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手续
预先核准的名称保留期可申请延长
相关链接

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
可在镇街行政服务中心办理。
近日，记者在桂城行政服务中
心体验了该服务，市民办理个
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手续，
只需提供身份证，并填写《个体
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
即可办理。
在桂城行政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办理个体工
商户名称预先核准手续，市民
需先在取号机取号，或者可以
通过拨打 81812345 南海民声

服务热线、访问南海区行政服
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官网
务 中 心 网 站（http://www. （www.nhgs.gov.cn/）下载相
center.gov.cn/）或在“南海政
关表格。
务通”
微信公众号上进行预约，
需要注意的是，预先核准
再到现场取号办理。办事市民
的名称保留期为三个月，可在
提供经营者的身份证复印件， 保留期满前五个工作日内申请
填写《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
延长三个月。保留期满仍未登
准申请书》，委托他人办理的需
记的，预先核准的名称自动失
同时提供《指定代表或者共同
效。经延期的预先核准名称不
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和指定代
得再次申请延期。另外，内地
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
居民个体工商户可在其经营场
件。符合办理要求的，当场受
所所在镇街行政服务中心办
理，
自受理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
理，港澳台居民和台湾农民个
办结。个体工商户申请名称预
体工商户在南海区行政服务中
先核准不收费。市民可在广东
心办理。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官网（www.
文/见习记者 郭炳铭
gdgs.gov.cn）、佛山市南海区
通讯员 张荣洪

市民拟设立个体工商户，
怎样向工商局申请名称预先核准？
提交材料：
1.《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
申请书》。
2.经营者的身份证复印件。
其中，
香港居民、
澳门居民、
台湾居
民、
台湾农民按以下要求提交身份
证明：
（1）香港居民申请个体工商户
名称预先核准的，
经营者提交香港
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以及港
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回乡证）
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复印件。
（2）澳门居民申请个体工商户
名称预先核准的，
经营者提交澳门

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以及港
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回乡证）
或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复印件。
（3）台湾居民申请个体工商户
名称预先核准的，
经营者提交台湾
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复印件。
（4）台湾农民申请个体工商户
名称预先核准的，
经营者提交台湾
居民身份证件、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
通行证复印件、
台湾农民身份证明
文件（包括加入台湾农业组织证
明或台湾农民健康保险证明或台
湾农民老年津贴证明等，只需提
交一种）。

珠江时报讯（记者/陆惠嫦 通讯
员/程楚茵）昨日，
2017 年第六届西樵
山定向越野之岭南古村坐标赛开展，
50 支队伍 150 名参赛者依次序从西
樵山宝峰寺出发，争夺新一届定向越
野王。
据介绍，本次比赛中，西樵山景
区把定向越野赛与坐标赛两者相结
合，令赛事更添趣味。赛事以西樵山
上的 7 个自然村落为坐标，分别是碧
云村、石牌村、云路村、云端村、大科
村、
寺边村及白山村。
同时，为提升赛事的体验度和难
度，本次比赛首次创新关卡点的游戏
形式，每一个古村坐标均设有关卡任
务和通关游戏。参赛者来到古村坐
标点，需要完成寻觅古村里具有独特
历史文化意义或地标性的建筑、植
物、装饰物等任务，并挑战刺激有趣
的游戏方可通关。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本次比赛
还吸引了外国友人参与，来自肯尼亚
的 Mary 现在西樵一家早教中心工
作，
她是一名中国传统文化
“粉丝”
，
她
表示，此次参加西樵山定向越野赛，
能在运动过程中接触古村的文化底
蕴，
一举两得。
近年，定向越野的活动项目层出
不穷，西樵山定向越野赛至今已经连
续举办了六届，受到珠三角地区市民
的喜爱，成为本地口碑良好的年轻品
牌赛事。而本次的岭南古村坐标赛
将西樵山上独特的自然村落文化的
坐标元素融于赛事中，整合古村中的
岭南文化元素，让西樵山上鲜为人知
的古村落历史文化，通过定向越野赛
展示给更多市民。

工地夜间施工扰民
大沥城管依法处罚

珠江时报讯（记者/周钊泷 通讯
员/陈锦英 李耀权）近日，大沥城市管
理局一中队收到大沥数字中心转派投
诉称，雅瑶社区某工地存在夜间施工
扰民行为。执法队员随即前往现场核
查，经确认该工地在未申报夜间施工
许可前提下施工，执法人员按照规定
对其进行处罚。
当天，执法人员接到投诉后第一
时间赶到现场，发现现场一台混凝土
搅拌车及一台混凝土泵车正在进行混
凝土浇注作业，浇注过程中机械发出
强烈又持久的噪声，对周边居民带来
不良影响。
于是，执法人员立即联系现场施
工负责人进行调查。经查，工地负责
人此前并没有向相关单位提交申报夜
间施工许可的审批资料。
“按照规定，
我们将对你们开具《责令限期改正通
知书》。”执法人员还要求施工方立即
停止施工行为。但是施工方仍拒不执
行，执法人员随即进行视频取证并开
具《询问调查通知书》，要求其到中队
接受调查处理。
此后，工地的施工方委托代理人
到一中队接受处理时表示，由于当时
工地正在进行混凝土浇注作业且该工
程不能中断，因此不得不连续施工导
致噪音扰民。对此，大沥城市管理局
一中队中队长关天爵表示，只要是拒
不执行停止违规行为的，大沥城市管
理局将依法对其进行严厉处罚。经过
调查取证，一中队对该工地作出罚款
的行政处罚决定。

南海农商银行高新区支行开业
以金融创新助力产业腾飞
8 月 19 日上午，南海农商银行
高新区支行正式开业，金融创新助
力科技企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大格
局，再添新亮点。佛山高新区管委
会主任、南海区委副书记刘涛根莅
临祝贺并致辞，狮山总商会会长梁
永标、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柴华等嘉宾与南海农
商银行董事长李宜心共同为该支行
揭幕。

做高新产业哺育者，南海
农商银行设立科技支行
佛高区作为广佛副中心及珠
江西岸区域创新中心，在发展战略
部署上正着力推动全省智能制造
中心建设，构建先进装备制造和智

能制造聚集的整体产业布局。未
来，地区经济将呈制造转型升级、
产城人融合态势，地区战略新兴产
业高速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快速形
成，持续推动佛高区经济保持高速
发展。
产业翼翔，金融引擎驱动必不
可少。作为扎根地区 65 载的全功
能型精品社区银行，南海农商银行
深入洞察地区经济升级发展的资
本融通需求，以对地区经济高度负
责的伙伴精神与各级政府、社会各
界紧密协作，积极开展前瞻性布
局，继 2015 年创设科创支行并积
累丰富的科技企业融资服务经验
后，进一步于今年创设特色支行
——高新区支行。据悉，南海农商
银行将高新区支行定位为科技支

行，以创新金融做高新产业的哺育
者，高新区支行将专设科技型企业
服务中心，配置专业高效服务团
队，采用客户经理在科技型企业驻
点服务作业模式，以“点对点，人对
人”的高效服务，实时响应、灵活定
制，贴心满足高新区内科技企业投
融资需求。

强化创新金融服务，科技
支行助力中小微科技型企
业快速发展
科技型高新企业普遍具有轻
资产重技术的特点，在快速成长中
往往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发展瓶
颈。为有效突破解决这一难题，南
海农商银行充分利用扎根本地、深

■南海农商银行高新区支行揭牌。
度熟悉市场的优势，根据科技型企
业的特点，专为高新科技企业研发
设计创新金融服务，持续探索股权
投资（名股实债模式）、
融资贴息、
风
险分担、
创业补贴、
正式产权补贴等
定制化融资模式，与政府专项基金
联动对地区科技企业进行专项扶
持。并根据地区科技型企业的行业
特点专项开发政银科技宝、
育鹰宝、
政银保险贷、
政银技改宝、
政银知识
产权宝等多元化产品，针对性满足
企业融资，实现金融服务面向中小

■领导嘉宾参观南海农商银行高新区支行。
微科技企业的个性化创新。
对此，李宜心表示，
“佛山大社
区是我们的客户所在，是我们的市
场所在，更是我们的家园所在，我
们的根在这里。对地区经济的转
型升级，我们将始终用百分百的专
业、百分百的热情全心投入，前瞻
性制定需求满足方案，深度服务地
区中小微科技型企业突破瓶颈、快
速发展。
”
作为地区金融主力军，南海农
商银行本次创设高新区支行，将成

为本区科技企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量，是地区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的
巨大推动力。
当前，在政府主管部门整体部
署与社会各界协同下，狮山高新产
业与创新金融互驱发展指日可期。
狮山金融创新有效哺育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有效支撑金融发展的金融
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的良性循环，
也势将为未来新金融新产业的发展
探索构建有益典范。
（招卓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