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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增强政治定力
评。会议还开展了民主评议党
员工作。
会 上 ，黄 志 豪 围 绕“ 如 何
增强党性修养，做新时期合格
党员”对政研室支部全体党员
提出三方面要求：一要牢固树
立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自觉
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时刻
绷紧纪律和规矩这根弦，牢固
树 立 四 个 意 识 ，增 强 政 治 定
力；二要积极提升研究谋划能
力，提前谋划，进一步增强执
行力和落实力，发挥好参谋作
用 ；三 要 坚 持 民 主 集 中 制 原
则，做到集思广益、善纳群言，
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

■黄志豪参加所
在党支部组织生
活会。
通讯员供图

看醒狮采青 品生菜盛宴
南海多地昨日举办生菜宴、
“观音开库”
等民俗活动，
气氛热闹堪比过年
非常开心。
”
特地从广州沙贝回来
参加生菜会的陈锡金，至今已经
连续参加了 7 年，
今年他还在村里
订了一桌宴席，发动全家人返乡
品尝生菜包。
“今年有超百支狮队前来参
演，预计有近两万人参加。”北村
生菜会传承人冯兆彬介绍，为了
迎接生菜会，村里从正月十一便
开始筹备。除了有生菜宴和醒狮
表演外，
村里还邀请了粤剧团，
从
3 月 12 日开始，村民可以连续睇
三晚大戏。

■狮山官窑
千人生菜宴宾朋满座
“昨晚已开始准备今天的宴
席，工作很多，每一样都要落实
好。”昨日上午，位于佛高区核心
区狮山镇的官窑生菜会馆前锣鼓
喧天，龙狮起舞，热闹非凡。现
场，
过百名工作人员正分工合作，
准备千人生菜宴。
中午和晚上，生菜会会馆主
会场皆举行千人生菜宴；
此外，
象
岭村、官窑社区、七甫社区、永安
益北村、群岗社区等村居以及官
窑城区各酒楼食肆也自发组织生
菜宴，
祈求丁财两旺。
为确保食品安全，南海区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狮山分局工作
人员一早来到现场抽检生菜，检
测合格后方能上桌。
“食物要预热
15 分钟，其中心温度不低于 70℃
方能食用。”开席前，工作人员手
持中心温度计，
对宴席食物
“再把
关”
。除了食药监，
交管、消防、公
安等部门也主动介入，
保障食品、
交通、
用电安全。
宴会烹饪现场负责人彭桃表
示，昨日生菜宴所用的生菜总计
约 2300 斤，合共 10000 棵左右，
用于宴席的食用、祭祀和采青；
鸡、烧肉、虾、猪手、芹菜、酸菜等
食材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制作的
工序也十分严格，确保大家放心
食用。
除了有丰富的节目表演，现

■西樵山
祈福开金库品斋宴

■摸摸狮子头，
行好一年运。

■外国友人品尝生菜宴。
场还设有慈善募捐，通过义卖书
法作品、书籍文具以及手工艺品
等募集善款，善款将捐至官窑同
人善堂慈善会，用于残障人士扶
助。此外，持续一整天的醒狮汇
演，
更是让市民过足瘾。

通讯员/李仁生 摄

■大沥北村
超百头醒狮采青赠庆
北村生菜会起源明代，在清
代和民国之初盛行，至今已有两
百多年历史。2017 年 10 月，
这一

农历正月廿六，是民间传说
中观音菩萨向众生开仓济困的日
子，因而逐渐形成“观音开库”的
民俗节庆。农历正月廿五晚，不
少市民连夜登山，抢占“借富”先
机，
零点时刻刚过，
西樵山南海观
珠江时报记者/钟超峰 摄
音文化苑景区已经人山人海。市
民手持一把特制的“金钥匙”，对
民俗活动还入选第六批佛山市级
准金库的钥匙孔，
只需轻轻一扭，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金库大门的机关随即开启，伸手
推荐名单。
进去抽取一封利是，里面装着面
今年举行的生菜会上，除了
额上亿元的
“支票”
及观音纪念卡
有 周 边 村 里 组 织 的 狮 队 外 ，还
等，
“支票”
金额越大，
则意味着新
有 来 自 广 州 石 马 、广 西 等 地 共
的一年财运越旺。
超百头狮队来到北村祭拜观
当日，西樵山宝峰寺还举办
音 ，走 街 串 巷 为 村 民 送 福 气 。 了千人斋宴，
“ 斋菜简单，但味道
各狮队还到附近公司、商铺、住
鲜美。”来自广州的游客王艺津
宅“ 采 青 ”，或 在 北 南 灯 光 球 场
说，
以前并不了解传统民俗节庆，
舞狮竞技。
但通过参与相应的民俗活动可以
看过醒狮，好客的北村人会
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认识到
在家中设宴，招待亲朋。而在北 “传统文化需要我们一代代传承
村的陈氏大宗祠里，
也摆上了 144
下去”
。
围席款待来宾。作为北村生菜会
西樵山风景名胜区负责人介
的特色，青皮白肉的“胜意蔗”和
绍，作为南海文旅产业发展的主
以洗净的生菜叶，包裹着已炒熟
要阵地，西樵山一直致力保留和
的蚬肉、虾米、咸酸菜、韭菜、白饭
传承这宝贵的民间智慧和民俗文
粒等馅料的
“胜意饭”
便是饭桌上
化，
打造岭南民俗文化品牌，
并以
的主菜。
此推介旅游品牌，吸引外地游客
“啖个生菜包，讨个好意头， 来体验西樵民俗文化。
还能回来跟同族兄弟姐妹聚聚，
（相关报道详见今日南海04版）

150 家南企拟入库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约七成涉及先进制造与自动化、电子信息、新材料等行业领域
珠江时报讯（记者/许徐以 通
讯员/蒋阳梅）广东省 2018 年第一
批、第二批拟入库省科技型中小
企业名单近日分别公示。在全省
两批共 4529 家拟入库企业中，南
海有 150 家企业榜上有名，涵盖
先进制造与自动化、电子信息、新
材料、
新能源等行业领域。
记者从南海区经济和科技促
进局(科技)了解到，
拟入库省科技
型中小企业名单，
是根据《科技型
珠江时报

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及《科技型中
小企业评价工作指引（试行）》有
关规定评选而出，企业需符合注
册地、职工总数、年销售收入、资
产总额、安全生产情况、企业信
用、综合评价得分以及科技人员
指标得分等多项条件。
目前公示的两批拟入库企业
名单中，佛山企业有 470 家，其中
南海占 150 家。记者梳理南海拟
入库企业名单发现，先进制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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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
源等行业领域成为拟入库企业的
“高发地”，占南海拟入库企业总
数约七成。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
出，南海正在智能制造、信息科
技、新材料新能源等方向上发展
迅速，
且不乏新生力量。此外，
南
海还有不少高技术服务、生物与
新医药、资源与环境等行业领域
的企业进入拟入库名单。
据了解，入库省科技型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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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城开展
人才工作调研

黄志豪带头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会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晴雯 黄
婉滢 梁雅诗 通讯员/梁景萍 陈嘉
晋 黄韵菲 程楚茵）看醒狮采青，
拜观音祈福，再领上一份分量十
足的“胜意饭”。昨日是正月廿
六，寓意着丁财两旺的生菜盛宴
在大沥北村和狮山官窑开席，吸
引海内外乡亲、各地游客、本地市
民参加盛会，
大啖生菜包。同时，
西樵山
“观音开库”
民俗节庆也吸
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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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 近日，南海区
委办（区府办）政研室党支部召
开主题为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提升党支部组织力”
的专题组织生活会，市委常委、
南海区委书记黄志豪以普通党
员身份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上次组织生活
会主要问题整改情况和会前征
求意见建议综合报告，
并进行了
政研室党支部班子对照检查。
各党员干部围绕政治功能强不
强、
“四个意识”
牢不牢、
“四个自
信”
有没有、
工作作风实不实、
发
挥作用好不好、
自我要求严不严
的总体要求认真剖析自我，
并进
行坦诚相见、
开门见山的相互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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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享
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
受更高比例的税前加计扣除。值
指引（试行）
》规定，
公示无异议的，
得一提的是，2018 年科技型中小
省级科技管理部门将赋予科技型
企业评价是分三批次进行审查， 中小企业入库登记编号，
并实行年
除已经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拟
度动态管理。
“登记编号”
从公告之
入库科技型企业名单外，最后一
日起至次年3月31日前有效，
入库
个批次的评价工作仍在进行。科
企业应在次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系统处于开放
日，
通过
“评价工作系统”
主动更新
中，意向企业可进入科技型中小 《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表》，经审
企业服务网进行注册和填报，截
核、公示后符合条件的，取得新年
止时间为3月19日。
度入库
“登记编号”
。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邹振艺）3
月 12 日，桂城街道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经济促进局、南海区人社局桂
城分局走访汽车行业代表企业，
就汽车
行业人才需求以及对政府部门人才服
务的诉求开展座谈调研。
2018 年，
佛山市出台 23 条人才新
政，
南海区也相继推出7份人才政策，
将
辖区内人才认定为一至八类，
享受相应
的
“人才卡”
服务，
符合相关条件的可申
请人才引进奖励、
人才培育资助、
人才安
居扶持、
医疗健康服务等配套扶持。
各领域企业都十分关注这份
“人才
大礼包”
。座谈会上，
10 多家汽车行业
企业相关负责人各抒己见，
纷纷介绍了
企业的人才现状，
并提出了人才服务需
求。
“这几年汽车行业发展迅速，
各家公
司对前台销售人才、售后维修人才，以
及专业生产人才等需求大大增加，
尤其
是钣喷专业技术人员。”佛山骏安丰田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主
任袁本晶说，
社会对钣喷工种普遍存在
误解，
认为其对人体健康存在危害。但
随着环保标准的提升，
相关工作环境不
断改善，
钣喷技术人员通过防护措施可
实现无害作业。
“我们定期开展活动增进员工沟
通，营造融洽的互动氛围。此外，生活
环境、子女教育等都是员工关注的重
点，希望政府更加完善相关配套，为吸
引人才、留住人才提供一个便利的环
境。”佛山市鸿粤鸿顺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行政专员黄钰明指出。
同时，
与会者还探讨了新能源汽车
相关技术人才引进的问题。佛山长兴
集团副总经理赖军辉说，
新能源汽车发
展趋势向好，企业要未雨绸缪，拓宽引
进技术人才的渠道，
比如搭建校企合作
等。但目前国内比较缺乏新能源派车
技术人才，
希望政府引导学校开设相关
专业，
并引导更多学生积极投报对应专
业，
培养人才从教育做起。
桂城街道人才办副主任叶满锡指
出，
通过了解汽车行业人才现状和服务
需求，
有助于桂城做好地方人才发展规
划和人才服务工作。接下来，
将结合时
尚小镇、平洲玉器珠宝特色小镇、文翰
湖科创小镇、广东省互联网+创新创业
小镇等特色小镇的建设，
对珠宝玉器等
领域、
产业载体以及政府职能部门等开
展座谈调研，
推动桂城人才服务工作更
好落实。

桂城开展消费维权
服务站业务培训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陈钰君
通讯员/李勇泉）昨日上午，桂城召开消
费维权服务站业务培训暨表彰先进工
作会议。现场为 10 个表现突出的消费
维权服务站颁发“优秀消费维权服务
站”
牌匾。
“2017 年桂城受理 12345 热线和
民声热线投诉 8599 宗，
与 2016 年相比
增长 77.8%，
为广大消费者挽回经济损
失逾 1000 万元……”
会上，
桂城工商局
副局长李勇泉总结了 2017 年桂城消委
分会的工作情况，肯定了各成员单位、
各消费维权服务站在消费维权工作中
所取得的成果。
李勇泉指出，
2018 年，
桂城消委分
会及各成员单位要围绕国家提出的
“品
质消费，
美好生活”
年度消费维权主题，
结合佛山市创建放心消费试点城市工
作要求，真抓实干，继续从加强部门协
作，全力应对日益增长的消费投诉；加
强消费宣传教育，
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
环境；发展基层力量，提高消费维权联
络站工作质量等方面深入推进放心消
费创建工作。
“我们要深刻明白做好消费维权工
作就是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这一伟大工程出一分力。
”
桂城街道
经促局局长陈国光要求各成员单位、消
费维权服务站必须重视消费维权工作、
认清自身职责，
各司其职、主动作为，
将
矛盾化解于萌芽状态。
为进一步激发各消费维权服务站
的工作积极性，做好消费维权工作，全
力构建消费纠纷源头化解机制，
会议为
南海广场消费维权服务站等 10 个表现
突出的消费维权服务站颁发
“优秀消费
维权服务站”
牌匾。
当日还邀请了桂城工商局 12315
组负责人孙胜涛介绍消费投诉公示平
台的操作使用，
同时邀请了广东安国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杨文明就消费维
权的相关法律法规和针对消费领域中
比较常见的消费投诉争议、诉讼的案例
作宣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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