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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灿压铸通过 IPO 审核
南海又增一家准上市企业，
上市企业将达 18 家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春妹 通讯
员/林琪瑜）记者昨日从南海区金融
办获悉，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文灿压铸”
）于昨日成
功通过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员会 IPO
（主板）审核。该公司上市后，南海
区上市企业将达到18家。
去年12月，
文灿压铸披露的招股
书显示，
公司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
公开发行股票不超5500万股，
募集
资金拟用于新建生产厂房、
设备及配套
设施，
用于生产汽车变速箱压铸件等。
文灿压铸是一家集模具设计、

模具制造、铝合金压铸、精密加工、
表面处理及装配为一体的大型铝合
金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产品主要
用于中高档汽车的转向器、真空泵/
油泵、变速箱、制动系统、空调压缩
机及其他汽车零部件。
此次文灿压铸携 10 名
“三类股
东”
成功过会，
也成为新三板 IPO 历
史上唯一一家带着
“三类股东”
过会
的企业。记者了解到，
所谓
“三类股
东”，即契约型私募基金、资产管理
计划和信托计划。由于
“三类股东”
背后的份额极易在无监管的状态下

流动，
造成实际股权结构的不稳定， 《促进优质企业上市和发展扶持办
因此对于拟 IPO 企业而言，
“三类股
法（2017 修订）》，加大企业上市扶
东 ”成为了过会极大的不稳定因
持力度，降低企业上市成本；还出
素。而文灿压铸也因为
“三类股东” 台了《佛山市南海区 2017~2018 年
足足等了两年才得以过会。
促进企业上市工作实施方案》，制
根据招股书和公司 2017 年年
定了南海区 2017~2018 年的企业
报，2014~2017 年文灿压铸实现营
上市工作的目标计划。同时，南海
业收入分别为 9.76 亿元、11.67 亿
区还制定了《2017 年镇（街道）绩效
元、12.17 亿元、15.57 亿元，持续增
评价指标体系“推动企业上市指
标”指标考核办法》，将推动企业上
长 ，2015~2017 年 的 增 速 分 别 为
19.59%、
4.26%、
27.98%。
市工作纳入南海区绩效考核体系，
近年来，南海高度重视鼓励企
敦促镇街加强对上市工作的重视。
业对接资本市场。不仅修订出台
而在不久前召开的南海区企

业上市工作促进大会上，更是颁发
了总值超 5500 万元的政府扶持资
金。其中，蒙娜丽莎等 4 家去年成
功上市的企业获颁的扶持奖金总
值就接近 3000 万元。
今年南海将修订《佛山市南海
区促进优质企业上市和发展扶持办
法》，
将相关奖励前置至企业股份制
改造阶段，
加大上市扶持力度，
并出
台《区镇领导班子挂钩重点扶持上
市企业服务机制工作方案》，
落实挂
钩领导的责任，协助解决企业在上
市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同时，
南海还将计划出台《关于
解决南海区上市后备企业关键性问
题的指导意见》，
进一步调动区内企
业走资本市场道路的积极性，鼓励
和支持企业开展规范化股改，提高
优质企业股改转化率，妥善解决企
业改制过程中面临的历史遗留问
题，引导和推动企业通过对接多层
次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
文灿压铸上市后，南海区上市
企业将达到 18 家。区金融办有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南海区还有多家
企业正在排队 IPO 审核。

严把品质关 让每颗珍珠熠熠生辉
里水女企业家沈小琴推动企业与欧洲珠宝商达成合作，
让品质和设计与国际接轨
与欧洲珠宝商合作 让品质和设计与国际接轨

在 养 殖 池 边 ，她 捞 起
了一个全身布满淤泥的珍
珠蚌，凭借自己的“火眼金
睛”，通过仔细的观察与研
究，迅速对蚌的生长情况
进行了判断，并预估了里
面珍珠的成色。她就是佛
山市爱琴珠宝有限公司的
董事长沈小琴。
这位在里水土生土长
的女企业家，12 岁做了铁
匠，18 岁开始学习珍珠养
殖，35 岁当上了里水镇北
沙村党组织书记，成为了
带领全村致富的人。
“只要坚定信心，不懈
追 求 ，坚 守 品 质 ，总 会 有
回报的。”自创业至今，沈
小琴始终以匠心情怀坚
守珍珠品质，打造爱琴珠
宝品牌。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 李丹丹
文/特约通讯员 欧林菊
通讯员 郭艺冰

为了更好地开拓国内市场，
沈小
琴于 2010 年创立了“爱琴珠宝”品
牌，
经历数年的历练打磨，
爱琴珠宝
已成为华南地区知名的珠宝品牌。
早期为了验证珍珠的功效，沈
小琴把珍珠磨成粉，每天坚持亲自
食用。后来在出售珍珠饰品时，沈
小琴也不允许产品有一点瑕疵。
“有
一次我钻一颗价值不菲的深海大溪
地珍藏版黑珍珠时，由于习惯了浅

水珠的力度，
以为可以一针钻穿，
结
果钻爆了造成了瑕疵，虽然很心疼
但也坚决不卖了。”沈小琴说，这颗
原本应该很名贵的黑珍珠如今依然
和其他瑕疵品一样被保存着，用以
时时提醒自己。
“我们会根据消费者不同的体
质、
喜好等，
设计出适合她们的珍珠
产品。”沈小琴说，爱琴珠宝已经建
立起与欧洲珠宝商的合作渠道，紧

跟世界潮流，
在珠宝款式、
设计镶嵌
等方面不断进行创新，推出了七彩
珍珠产品，颠覆了传统一色一珠的
搭配，
使得珍珠更能符合不同层次、
不同年龄消费者的需求。
从 30 多年前进入珍珠行业，
到
如今拥有上千亩珍珠养殖水面，产
品畅销国内、
港澳台、
东南亚等地，
沈
小琴一直坚守对珍珠完美品质的不
懈追求。

延伸品牌内涵 打造珍珠文化馆
■沈小琴为顾客展示珍珠产品。

（受访者提供）

养殖池边搭棚住 三年练就
“火眼金睛”
摆在消费者面前的每一颗珍
珠，都是光彩熠熠的。每颗珍珠的
背后，都凝结着育珠人辛勤的汗
水。用沈小琴的话说：
“ 珍珠有多
美，
背后就有多累。
”
珍珠的培育是一个较为漫长的
过程，
为了培育出高品质的珍珠，
创
业初期的沈小琴可谓费尽心思，在
每一个工序都尽力做到用心细致。
其中，育珠第一阶段为“插珠手术
期”，即在珍珠蚌幼年时，通过做手
术的方式，
撬开蚌壳，
将特殊菌种植
入其中，再将珍珠蚌放回水塘中慢
慢长大，
收成一般要3年以上。
“做手术一定要快、
准、
狠，
3到5
分钟内就要将四五十个菌种安全插
到珍珠蚌的身体里，不能让珍珠蚌
受到伤害，否则蚌就会因失血过多
而死亡。
”
沈小琴介绍，
给珍珠蚌做手
术时要左手拿勾、
右手拿针，
每个步
骤都不能有一丝差池，如果针插得
太深，
长成的珍珠就会粘住蚌壳；
如
果针插得太浅，长成的珍珠就会有
瑕疵；
若一针不能成形，
就会出现勾
纹珠，所以整个手术过程都要做到

聚精会神、
一丝不苟，
稍微有一点闪
失都会影响到以后的成珠质量。
除了插珠手术讲究用心细致
外，沈小琴在珍珠蚌养殖方面也是
严格要求，细节处见匠心。由于当
时养珍珠的人不多，
身边少有经验可
以借鉴，
沈小琴只能靠自己摸索。刚
养殖珍珠蚌时，
水里的蚂蝗太多，
影
响珍珠蚌的生长，
沈小琴想通过放药
来杀死蚂蝗，岂料放药配方比例出
错，
导致第一批珍珠蚌全部死亡，
直
接损失几万元。虽然难过，
但沈小琴
没有就此退缩放弃，而是更加坚定
了要养出好珍珠的决心。
从此，
在整个育珠过程，
沈小琴
丝毫不敢懈怠，即使冒着感染血吸
虫的风险，她仍坚持亲自下水观察
珍珠蚌的长势。为了更好地对珍珠
蚌进行观察与研究，沈小琴干脆在
池塘边搭起了草棚，
吃住都在那里，
练就了一双
“火眼金睛”
“
。蚌一拿在
手，
我就能看出它消化有没有问题，
生长是否正常。”沈小琴说，不管严
寒酷暑，
她就这样熬了 3 年，
直到第
一批珍珠获得圆满的收成。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文书送达公告
我局已对当事人唐波、韩俊鹏在广东省佛山市
南海区里水镇沙涌路 41 号十里尚堤花园 7 栋 202 房
实施了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建筑
物的行为作出了《接受处理告知书》、
《行政处理听证
告知书》，
我局通过直接送达、
邮寄送达等方式无法向
当事人唐波送达上述文书，
现依法公告送达《接受处
理告知书》
（南城管处告[2018]0054149 号）、
《行政处
理听证告知书》
（南城管听告[2018]008100 号）。本
公告期限为六十日，
当事人唐波应当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到我局里水城市管理局（地址：
南海区里水镇
邓 岗 甘 河 路 里 水 城 市 管 理 局 ，联 系 电 话 ：075785621712）领取上述文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
本案当事人唐波有权进行陈述申辩，
有权申请听证。
请当事人唐波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
到我
局里水城市管理局进行陈述申辩或提出听证要求。
逾期不陈述、申辩，
亦不申请听证的，
视为放弃陈述、
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
附件：
《接受处理告知书》
（南城管处告[2018]
0054149 号）
《行政处理听证告知书》
（南城管听告[2018]
008100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3月14日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接受处理告知书
南城管处告[2018]0054149 号
唐波、
韩俊鹏：
经我局调查，你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在广东省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路 41 号十里尚堤花园 7 栋
202 房实施了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
设建筑物的行为。该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
我局拟对
你的上述行为作出责令你自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拆除上述未办理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进行建设建筑物的行政处理决定。
在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之前，你享有陈述权和申
辩权，
请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到我局
里水分局进行陈述和申辩，
逾期视为放弃陈述权和申
辩权。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3月5日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行政处理听证告知书
南城管听告[2018]0008100 号
唐波、
韩俊鹏：
经我局调查核实，你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在广
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沙涌路 41 号十里尚堤花园
7 栋 202 房，
实施了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
行建设建筑物的行为。此案经我局初步审查后认定：
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
我局拟对你的上述行为
作出以下行政处理：
责令你自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拆除上述未办理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进行建设建筑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
第一款规定，你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如你要求听
证，
应当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到我局
里水城市管理局签收《行政处理听证告知书回执》，
逾
期视为放弃听证。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3月5日

历经创业的艰辛，沈小琴倾力
打造的爱琴珠宝品牌也得到了消费
者的认可，如今摆在她面前的又是
一个新命题：工艺传承。对沈小琴
而言，
“执子之手 挚爱传承”不仅
是企业的品牌定位，更是她对珍珠
工艺的最好交待。
“爱琴珠宝现在都不用我怎么操
心了，
基本上都交由两个儿子打理。
”
沈小琴说，
两个儿子从小在她身边耳

濡目染，
对珍珠的生产工艺、
设计展
示、
珍珠销售等都已然在行，
近两年
还在广佛地区陆续开出了 5 家专卖
店，
将爱琴品牌进一步推向市场。
沈小琴珍爱自己的产品，身上
总是佩戴着自家的珍珠，端庄、大
方、
靓丽，
成为爱琴珠宝最接地气的
代言人。如今的她，对爱琴珠宝的
定位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事业，而
是要与世界接轨，把爱琴珠宝打造

成为一个有文化底蕴的知名品牌。
沈小琴在
“梦里水乡”
景区打造
了一个珍珠文化馆，
向社会展示爱琴
珠宝从无到有的创业历程，
通过珍珠
文化馆表达自己对珍珠的热爱和追
求。沈小琴说：
“一颗珍珠要成为一件
工艺品，
会经历不平凡的过程，
希望通
过珍珠文化馆的展示让大家能充分认
识珍珠文化的历史底蕴，
让大家喜欢
上这种古老而又时尚的美丽饰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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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5 日至 2018 年 3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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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次，
合格次数 231 次，
管
网水七大指标综合合格率为 100.00％；
出厂／管网水
水质综合合格率为 100.00％，
优于供水行业二类水司
98.25%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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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气安全 关系你我

教你怎样分辨“黑气”
1. 所谓
“黑气”
，
是指非燃气企业和无《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点登
记证》的企业或个人在非法经营网点出售的瓶装液化石油气。
2.“黑气”
的特点主要是：
重量不足，
气质低劣，
使用不合格
的、
报废的、
超期未检验的钢瓶。
3.“黑气”
经营者在安全设施上不投入，
逃避税收，
以
“低价”
吸引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购买，
严重影响到客户的利
益和人身安全，
特别是
“黑气”
经营者在居民区设立秘密瓶
库，
无安全设施和安全间距，
一旦发生事故将严重威胁居
民区的安全。
4.“黑气”
的经营方式主要为在小杂货店面摆放一两个钢瓶
卖气；
散发送气工小卡片送气上门；
利用微型车作为流动
的仓库逃避检查并送气。

86227963

燃气客服电话：
燃气客服电话
：

燃气抢险电话

86227019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文书送达公告
我局对被处罚人张淑彬在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
黄岐浔峰洲 8 号万科四季花城涟山 507 房屋楼顶未取
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一座二层钢筋混凝土
结构建筑物的行为作出了《接受处理告知书》，现依法
公 告 送 达《接 受 处 理 告 知 书》
（南 城 管 处 告 [2017]
0044610 号）。本公告期限为六十日，当事人张淑彬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大沥城市管理局（地
址：南海区大沥镇黄岐北海路 138 号嘉怡社区大楼
603 室，联系电话：0757-85917000）领取《接受处理

告知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
本案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请当事人自公告送达
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到大沥城市管理局进行陈述申
辩。逾期不陈述、
申辩，
视为放弃陈述、
申辩的权利。
附件：
《接 受 处 理 告 知 书》（南 城 管 处 告 [2017]
0044610 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接受处理告知书
南城管处告[2017]0044610 号
张淑彬：
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天内自行拆除全部违法建设的
经我局调查，你于 2015 年 10 月始，在佛山市南海
建（构）筑物，
恢复原貌的行政处理决定。
区大沥镇黄岐浔峰洲8号万科四季花城涟山507 房屋楼
在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之前，你享有陈述权和申辩
顶实施了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
无法
权，
请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到我局大沥
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行为。该行为已违反了《中华
城市管理局进行陈述和申辩，
逾期视为放弃陈述权和申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辩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规定，
我局拟对你的上述行为作出责令当事人张淑彬自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涉嫌违法建设的大型户外广告认领公告
我局经检查发现，
在广佛路大沥江夏路段骏翔商务
大厦楼顶有 4 处涉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
行建设的大型户外广告建（构）筑物。该 4 处大型户外
广告建（构）筑物位于广佛路大沥江夏路段骏翔商务大
厦的楼顶，
4 处户外广告均为钢架结构，
向东、南和北面
3 处广告均为长方形形状，
向西的广告呈弧形形状。其
中，
向东的广告牌与长安欧尚新能源商铺相距 8.9 米，
广
告画面发布有
“中国梦”
等广告内容；
向南的广告牌与广
佛路相距 16 米，广告画面发布有“高登铝材”等广告内
容；
向西的广告牌与叁谭加油站相距 12.3 米，
广告画面
发布有
“换气扇 Nedfon 绿岛风浴霸”
等广告内容；
向北
的广告牌与沥东荔庄村仓库相距 6.6 米，
广告画面发布
有
“ 振帆铝材”
等广告内容。
经立案调查，
该四处大型户外广告建（构）筑物未依
法取得有关规划许可证及其它行政许可。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规定，现我局对上述 4 处大型
户外广告建（构）筑物发出认领公告，
请该 4 处大型户外
广告建（构）筑物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三十日内，
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及设置该 4 处大型户
外广告建（构）筑物的相关证明材料到我局大沥城市管
理局依法接受处理（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学苑路
大沥城市管理局第一中队，
联系电话：
85585068）。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附现场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