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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女足赛
19 日在佛山开赛

佛山
“两会热线”
最后一天，
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热议治堵话题

打造便利公交 科学围蔽道路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许徐
以）道路施工要科学围蔽，公交
专用道设置要更加合理，
运用大
数据安排公交班次……昨日，
2018 佛山“两会热线”进入最后
一天，
4 名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
员上线，与市民网友互动交流，
热议交通治堵。

》谈出行
打造更便利的公交系统
2017 年底，佛山获批成为
全国首批创建国家公交都市示
范城市。发展公共交通破解城
市拥堵问题，
是政府也是广大市
民的期盼。如何打造更加便利
的公交系统，推广绿色出行，做
客“两会热线”的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在节目中与市民网友互
动交流、
建言献策。
“塞车成为热点话题，施工
路段、学校、医院、商圈周边拥堵

■汾江中路上的公交专用车道。
最为严重。
”
市政协委员、佛山科
学技术学院交通规划研究所所
长曾小明表示，
公交专用道在如
今的拥堵情况下作用非常大，
但

珠江时报记者/谭兼之 摄
有些公交专用道的效果并不是
很好，
如只有部分路段设置公交
专用道，
到了交叉路口又和小汽
车堵在一起了。如果能在交叉

路口范围内也设公交专用道，
就
市人大代表、佛山市粤运公共交
能明显提升效率。
通有限公司营运公司经理助理
“公交车站应该尽量靠近学
黄的非表示，
针对地铁施工密集
校、医院，方便市民。”市人大代
的问题，
公交线路应该根据道路
表、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
变化做出调整，
以避开受施工影
记、院长郭晓玲认为，公交站点
响的路段。另外，
在拥堵时段还
的设置应多考虑关键节点，
并且
将调配车辆对间隔较大的路段
针对高峰时段增加车次。市政
进行中途插入，将滞留的乘客
协委员、民建佛山市委会委员、 “截流”
，
缓解拥堵对市民出行的
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林荣则建
影响。
议，应该充分运用技术，通过大
“道路围蔽方案怎样才能更
数据手段对公交的线路客流、密
加科学？可以考虑出台相关规
度、时间等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
定，规定围蔽多少就让出多少
析，合理派车，科学安排公交班
来。”林荣建议，让施工路段“借
次。
一还一”，确保车辆有足够的道
路空间行驶。
》谈治堵
郭晓玲认为，
涉及道路的施
道路围蔽应
“借一还一” 工应该统筹规划，要多为市民的
出行考虑。黄的非也指出，
涉及
发展公共交通离不开基础
道路管网工程施工的，
要有合理
设施建设，
目前佛山轨道交通建
的规划，统一铺排工期，减少影
设如火如荼，
施工难免给部分路
段带来不同程度的拥堵问题。 响。

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做客佛山
“两会热线”
热议生态文明建设

（上接01版）

广东公安英模肖像
摄影展佛山站开幕

将创森由
“浅绿”
向
“深绿”
推进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源力）
前日，4 位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
委员做客佛山“两会热线”，就
“生态文明建设如何持续推进”
这一话题，从佛山自然环境、生
态环境的整治和提升，
以及新的
一年如何推进生态建设等话题
进行深入探讨。

》谈
“创森”
城市设计应垂直绿化
五年
“创森”
，
结出硕果。去
年 10 月，佛山荣获“国家森林城
市”称号。如何在“国家森林城
市”这个新的起点上再出发，由
“浅绿”
向
“深绿”
推进，
成为此次
“两会热线”
热议话题。
“作为佛山市民，一路看到
佛山的绿化建设、城市建设越来

越有成效，
越来越美。结合自己
的专业，
我认为后续在生态系统
的功能提升上要加大力度。”市
政协委员、市环境保护局总工程
师赵颖认为，
佛山城市建设强度
大，相对来说绿地、绿化还没有
形成一个整体的系统，
城市生态
质量的提升可以从此处入手。
在
“两会热线”
直播过程中，
网友
“小婉”
建议，
希望楼盘的建
设可以像香港等地一样，在天
台、平台等地方多种绿植，以此
增加城市绿量。
该提议得到在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的认同。市政协委员、
市农业局副局长陈伟光表示，
在
接下来的高品质森林城市推进
工作中，
有一项就是城市空间立
体化工程，其中就包括建筑绿

化、
高架桥桥梁绿化等。
“据我了解，现在包括公共
设施的建设过程中，
前期设计就
已经在考虑垂直绿化的问题，
把
建筑做成
‘能呼吸的建筑’
，
让绿
化往高处走。
”
市人大代表、市城
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生产经
营科科长邹鹏透露，
今年他提的
一个议案就有以城市设计为抓
手提升佛山城市形态的内容，
当
中也涉及垂直绿化问题。

》谈环境治理
洒水降尘需精细化管理
绿化水平的提升离不开环
境质量的改善，两者相辅相成。
紧接着，4 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针对环境整治展开讨论。
“佛山的环境质量这几年呈

逐步改善的趋势。
”赵颖表示，
一 “蓝天保卫战”是市民关心的问
方面希望各级政府继续加大环
题，
佛山作为一个工业高度发达
境治理的力度；
另一方面也呼吁
的城市，
虽然环境质量的改善已
企业承担污染治理的总体责任， 取得很大的成果，但是不能松
同时呼吁广大市民多参与环保
懈，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工作，共同开展社会监督，为佛
陈士明还表示，洒水降尘
山环保出一份力。
确 实 对 颗 粒 物 ，尤 其 是 PM10
“佛山一直把生态文明建设
有明显的抑制效果，佛山花了
作为政府的重要工作来抓，
在生
很大的力气进行洒水作业，对
态经济、环境治理、公共参与、制
改善空气环境起到非常大的作
度建设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如
用。不过，洒水作业还应该进
举办环境保护宣传月等，
取得了
一步精细化管理、精细化作业
很好的效果。”邹鹏认为，接下
和精准治污。
来，
还可从自然环境、生态环境、
赵颖表示，
接下来将与有关
水气整治、产业生态产业红线的
部门讨论洒水车喷淋方式问题，
划定等方面加大力度，
为城市的
结合路况、周边状况，适当地使
可持续发展留下空间。
用不同类型的洒水车，
既起到降
市人大代表、佛科院环境与
尘的效果，
又减少对市民造成的
化学工程学院教授陈士明表示， 影响。

2017 年度佛山市十大专利富豪榜出炉，
科达洁能首登榜首

禅南 5 家企业上榜 占据半壁江山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淦颖）佛
山市知识产权年会前日召开，会
上发布了《2017 年度佛山市十大
专利富豪榜》
《2017 年度佛山市十
大专利新秀榜》，
同时表彰了 27 位
优秀 IP 经理人。根据榜单，富豪
榜前三名分别由科达洁能、美的
厨房、
东鹏陶瓷获得。
专利富豪榜和专利新秀榜是
以专利为标准编制的企业排行
榜，榜单由佛山市知识产权协会
联合知识产权专家，围绕企业的
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
等方面共同评价。今年已经是专
利富豪榜连续第五年发布，相比
以往还增加了对通过贯标和获得
中国专利奖的加分项，以多个角
度评价企业的知识产权工作。
年会上揭晓了“2017 年度佛
山十大专利富豪榜”
和
“2017 年度
佛山十大专利新秀榜”
的榜单。榜
单显示，
本届富豪榜榜首由广东科
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夺得，
广东美
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则继续
保持在第二位，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
限公司由去年第四位跃升至第三

2017 年度
佛山十大专利富豪榜名单
1、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广东美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3、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4、佛山市浪鲸洁具有限公司
5、广东凯西欧照明有限公司
6、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7、广东翼卡车联网服务有限公司
8、
佛山市南海东方澳龙制药有限公司
9、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
10、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
位。值得一提的是，
广东凯西欧照
明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东方澳龙
制药有限公司首次进入富豪榜十
强。富豪榜单中 4 家企业来自禅
城，
3家来自顺德，
其余3家分别来

2017 年度
佛山十大专利新秀榜名单
1、佛山市顺德区美的洗涤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2、广东汇泰龙科技有限公司
3、佛山市家家卫浴有限公司
4、广东一鼎科技有限公司
5、广东万和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6、佛山东鹏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7、佛山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
8、佛山市康思达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9、佛山市海辰科技有限公司
10、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自南海、
三水、
高明。
同时揭晓的佛山十大专利新
秀榜单中，佛山市顺德区美的洗
涤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广东汇泰
龙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家家卫

浴有限公司分别位列前三。据
悉，美的洗涤、广东汇泰龙、家家
卫浴紧跟智能化趋势，凭借自身
的科技创新成果，打造高价值专
利，从佛山众多新兴企业中脱颖

广发银行深耕养老金融

而出，
成为新秀榜前三甲。
科达洁能的技术管理部知
识产权负责人郭子景介绍，科达
洁能目前在广东区域有专利申
请 1200 多件，去年一年就有 201
件，比贯彻国标前增长了 53%。
公司能够跃升榜首，一方面得益
于 2016 年 进 行 的 贯 彻 国 标 改
革；另一方面则是公司重视，不
仅制定每年 10%的专利申请量
增长目标，还建立奖励机制，对
专利申请量高的个人和部门进
行奖励。
事实上，随着佛山建设国家
创新型城市以及国家制造业创新
中心不断取得新进展，佛山全市
专利申请量的增长始终保持较快
增速。数据显示，
截至 2017 年 11
月份，
佛山专利申请量合计66407
件，其中发明专利 22501 件，实用
新型专利 30031 件，外观设计专
利 13875 件 ，总 量 同 比 增 长 达
31.09%。尤其是在 2017 年公布
的第十九届中国专利奖名单中，
佛山再添 49 项中国专利奖，创历
史新高。

推广

推出中老年人专属卡，
提供养老金融综合解决方案

1 月 11 日，第 149 场银行业
例行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广发
银行副行长宗乐新以“广发银行
深耕养老金融”
为主题，介绍了该
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发力养老

金融、不断完善中老年人关爱服
务体系等情况。一同参与本次发
布的还有广发银行零售银行部负
责人姚永平、财富管理及私人银
行部负责人张华。
据了解，广发银行提前布局，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多轮针
对 50 岁以上人群的深度调研，覆
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重点

城市，
受访人数超过10000人。
调研结果显示，中老年人在
金融服务中存在六大痛点，分别
是：资金安全与保值需提升、网
点排队时间长、养老金及各类费
用缴纳手续费高、刷卡购物优惠
低、增值服务覆盖不全、缺少情
感关怀。
针对上述问题，广发银行在

行业内率先面向 50 岁以上中老
年 客 户 正 式 推 出“ 自 在 卡 ”，集
理 财 服 务 、支 付 结 算 、增 值 服
务、商超优惠等于一体，满足中
老 年 客 户 需 求 。 其 中 ，对 于 中
老 年 人 最 关 心 的“ 钱 袋 子 ”问
题 ，为 其 筛 选 并 定 制 合 适 自 己
的 投 资 理 财 产 品 ，如 定 期 存 款
专 项 利 率 上 浮 优 惠 、智 能 储 蓄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绍怡）佛山
再迎国际女子赛事！昨日下午，2018
中国足协
“广东辉俊杯”
佛山国际女子
足球锦标赛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赛事将在 19 日打响，届时中国、
哥伦比亚、泰国和越南的 4 支国家女
子足球队将齐聚佛山争冠。
本次比赛由中国足球协会、广东
省体育局主办，
广东省足球协会、
广东
省足球运动中心、
佛山市体育局承办，
中国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负责推
广。根据赛程安排，
本次赛事共有六场
比赛，
将持续到 23 日。佛山市体育局
副局长关小敏说，
目前赛事的各项准备
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佛山世纪莲体育中
心将提供高标准的场地和器材以及各
项后勤保障办好这次比赛。中国女足
主帅西格·埃约尔松对佛山世纪莲体育
中心的设施非常满意，
“我们已经看过
球场，
这里的草皮非常好，
比赛环境一
流。希望中国女足能够通过比赛，
训练
和备战4月举行的亚洲杯。
”
记者了解到，中国足协国际女子
足球锦标赛从 1998 年创办至今，
在我
国每年举办一届，
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国
际足联A级球赛。从去年开始到2020
年，
将连续4年在佛山市世纪莲体育中
心举办此项赛事。
“我们希望通过承办
国际女足锦标赛，
在佛山营造更好的足
球氛围，
特别是让更多的佛山青少年爱
上足球这项运动。
”
关小敏说。

产 品“ 灵 活 息 ”、以 及 专 享 理 财
产品等金融服务。
截至2017 年12月末，
广发银
行“自在卡”正式发行一年有余，
已服务超过 28 万中老年客户，为
接近10万名中老年客户购买了存
款险，法律援助月均服务客户约
2000 人，
对于客户服务、
业务发展
都带来了积极意义。 （招卓臻）

邓建伟表示，佛山公安将以巡展
为契机，让全市民警观看英模肖像和
践行英模精神，为平安佛山事业持续
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巡展分
“忠诚信念”
“担当精神”
“英
雄气概”
“佛山群英”
四个板块，
前三个
板块共展出全省公安系统 109 位荣获
省部级以上荣誉的公安英模代表的肖
像摄影作品，
99 位英模代表至今仍战
斗在公安工作一线，
10 位是为公安工
作奉献一生、
光荣退休的英模代表。
其中有 7 位来自佛山公安，分别
是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与犯罪分
子正面交锋 30 多次受伤的“铁血战
神”
林伟光；
佛山公安刑警支队八大队
这支
“铁骑神鹰”
的创建者
“黑猫警长”
陈建新；
荣获联合国颁发的维和勋章、
入选第五届
“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
候
选人孙建国等。
值得一提的是，佛山巡展增设的
“佛山群英”板块，展出了佛山警队 1
个享誉全国的公安战斗集体“刑警支
队八大队”
以及 11 位荣获省级以上荣
誉并依然战斗在佛山公安一线的英模
代表肖像摄影作品。南海有两个英模
入选，分别是女警郑继芳和社区民警
邹啟忠。南海区副区长、公安分局局
长夏化冰说：
“群众看到警情下降，但
是看不到英模们为平安城市建设付出
的汗水，
甚至是牺牲，
这次巡展从不同
角度展现英模的工作，能让市民更加
了解公安工作。
”

南海体彩特约专栏

中 国（亚 洲）城 市
斯诺克俱乐部联赛总
决赛落幕

马来西亚 Team WP队
夺得公开组冠军
珠 江 时 报 讯（记 者/梁 绍 怡）
2017~2018 中国（亚洲）城市斯诺克
俱乐部联赛总决赛前日在南海体育
馆威灵格台球基地落幕。由莫景皓
和林谷良组成的马来西亚 Team WP
队在决赛中战胜泰国的嗨晏队，夺得
公开组冠军，
捧走10.5万元奖金。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
运动管理中心、
中国台球协会主办，
佛
山市体育局、佛山市南海区文化体育
局和佛山市威灵格南方体育咨询有
限公司承办，共设公开组和业余组两
个团体项目。在业余组决赛中，佛山
本土球队威灵格队在最后时刻绝杀
惠州乐八队，
摘得桂冠。
本次比赛的裁判长盛捷表示，这
项品牌赛事自开创以来已经连续第三
年在南海举行，
今年参赛的 83 支队伍
和 190 名选手均是去年的两倍，参赛
球员的职业化程度更高了。国内除了
丁俊晖、
梁文博等几名顶尖球手外，
其
余的知名职业球手基本全部到场。
“这
次比赛的国际化程度也更高了，伊朗
派了 10 支队伍参赛，
马来西亚和泰国
也有两支队伍，这些国家的选手不乏
世界冠军和亚洲冠军，选手的水平都
比历届要高。这说明了赛事的品牌影
响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