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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多家佛企携拳头产品参展广交会

佛山制造以品质赢得客商认同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年智 通
讯员/姚楚雯 贺子珍）佛山 470 多
家企业携拳头产品参展在广州琶
洲会展中心举办的第 123 届广交
会，他们不打价格战，而是以品质
和技术取胜，
赢得海外客户。

新推出的萨米特3200x1600mm大
板，
以及300x900mm釉面砖等产
品，
采用了崭新的设计，运用了当
前最前沿的技术。”新明珠陶瓷集
团国际贸易部区域经理潘建华介
绍，
公司投资 3 亿元全套引进国际
科技全自动辊道窑、
3 万多吨西斯
特姆卧式压机，
开发出世界领先的
产品。

》建筑及装饰材料馆
佛山陶瓷企业展示实力
作为佛山的优势产业，建筑
及装饰材料馆是佛山陶瓷品牌
企业的兵家必争之地。宏宇集
团、蒙娜丽莎、东鹏、新中源、新
明珠、金意陶、鹰牌陶瓷等知名
品牌齐聚，显示出佛山陶瓷的品
牌实力。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陶企
的展位科技元素更足，设计感更
强，展现出佛山制造正在迈向高
端品质。在宏宇集团展位，
“149”
这个数字及一系列的证书显得格
外亮眼，这是宏宇集团取得专利
的数字，展示了宏宇陶瓷的科技

佛山一环高速绿
化景观提升方案设计
竞赛方案公布

投近 5 亿提升
一环绿化景观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佛山
一环高速绿化景观提升方案设计竞
赛方案近日公布，
方案设计总投资约
为4.93亿元。市路桥公司表示，
这次
一环品质提升方案与现状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充分对接，
确保方案成果
的近期可实施性，
力争在较短的时间
内，
大幅度提升一环区域城市品质。
根据竞赛方案，
市路桥公司拟对
佛山一环高速公路 99.2 公里范围内
（即目前的高速公路改造范围）的绿
化景观进行提升设计，
提出绿化景观
的总体设计规划构思、总体设计方
案。设计范围主要是佛清从、
广佛肇、
佛江北、
广明等四条高速公路的中央
分隔带、
主辅路分隔带、
互通立交、
桥
底、
服务区、
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等
的景观绿化提升，
桥梁构造物及收费
站亮化灯光以及声屏障等景观。
市路桥公司同时对竞赛方案提
出设计要求，
要符合
“一环创新圈、
国
家森林城市”的规划理念，在遵守国
家相关行业设计规范基础上，
必须结
合东方文化的内涵、
具备国际化的视
野，设计风格不拘，提倡传统与时尚
相结合的创作理念，
符合时代审美要
求，
结合交通与群众日常需要。
这次设计竞赛旨在以全球化的
视野，
充分发扬
“根植本土，
拥抱世界”
的创新精神，
将本次一环品质提升方
案与现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充分
对接，确保方案成果的近期可实施
性，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大幅度提
升一环区域城市品质，
从而带动本地
文化品质提升，
力争达到
“地域意境、
文化体现”的境界与高度，进一步实
现
“文明、
生态、
智慧”
的现代城市发展
目标。
方案设计总投资限额为 4.93 亿
元。主办单位设置竞赛奖金，
第一优
胜候选方案的参赛单位获得 90 万元
奖金。同时，
假如确定为推荐方案的
参赛单位还将作为佛清从、广佛肇、
佛江北、
广明等四条高速公路绿化景
观提升变更设计的总体设计单位。

》家电馆
家电企业主打智能化产品

■外国客商在志高空调展位与工作人员洽商。珠江时报记者/谭兼之 摄
实力。
以品质和技术创新赢得市
场，已成为佛企的共识。蒙娜丽
莎集团出口事业部一部负责人李
结贤介绍，当前东南亚、南亚国家

的本土陶瓷业兴起，但主要供应
低端市场，而佛山陶瓷则靠品质
和科技来赢得中高端市场。
一些陶企则展示了最为前沿的
产品。
“我们展出的都是新品，
包括最

在广交会众多场馆中，家电
馆向来人气最火爆，今年亦不例
外。其中，佛山家电企业的表现
抢眼，志高、德奥通航等家电企业
纷纷推出智能新品，针对海外推
出了一些功能。
志高推出的智能空调“智能
王 200”
惹人关注。
“高
‘智商’
的空
调机能通过红外感应功能检测人
体温度，感知人体的位置，实时调
控温度与送风角度、方向，实现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有关问题的解释》施行后，
佛山审结第一案

同是丈夫欠的债 妻子责任却不同
丈夫在外经营期间
欠债，妻子到底要不要
一起还？佛山的刘女士
和黑龙江的张女士因为
丈夫在外做生意期间举
债，她们被债主告上法
庭要求其承担连带责
任。不过，前不久，刘女
士和张女士拿到了截然
不同的二审判决，刘女
士被判定无责，张女士
则被判定担责。
同是配偶欠的债，
判决却不同。对此，佛
山中院昨日在通报这两
起案例时表示，原因在
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起
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
问题的解释》，对一直以
来广为关注的夫妻共同
债务认定作出了进一步
规定，夫妻一方欠债，另
一方是否需承担共同还
款责任要区分情况。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非共同债务
刘女士的丈夫黎先生于
2012 年 3 月与邝先生发生锌锭
买卖交易，收下货款本金 510
多万元。因黎先生一直没履行
买卖协议，邝先生于 2017 年 8
月把黎先生及刘女士告至南海
法院。南海法院一审判决认定
案涉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刘
女士应对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
任。刘女士对判决不服，向佛
山中院提起上诉。
刘女士表示，自己与丈夫
黎先生感情不和，她从来没有
参与丈夫的生意，丈夫亦从未
把生意上的事情告知她。一直

张女士的丈夫吕先生经营
院提起上诉。
的鞋厂拖欠包装公司货款 26 万
佛山中院审理认为，吕先
多元，经包装公司多次催告，鞋
生、
张女士二人家庭收入来源为
厂拒不付清货款，于是包装公
吕先生投资经营的鞋厂，
且张女
司把鞋厂告至南海法院。南海
士为家庭主妇，
自己没有其他收
法院审理后，认定涉讼债务是
入来源，
可以认为吕先生经营鞋
吕先生和张女士的夫妻共同债
厂的收益用于其与张女士的家
务 ，张 女 士 应 承 担 连 带 责 任 。 庭生活。在一审中，
张女士陈述
张女士对判决不服，向佛山中 “以前在鞋厂工作”
，
而在二审庭

■法官说法

文/珠江时报记者 杨汉坤
通讯员 叶楚莹 贾小平 卢伟斌

以来，丈夫做生意的收入仅用
于丈夫自己的个人开销，而维
持家庭开支靠的是刘女士自己
在外打工赚取的工资收入。同
时，这宗纠纷的买卖协议书、承
诺书等法律文件，均是邝先生
与丈夫作为甲乙双方签订的，
她并未在文件上签字，也不知
晓这笔款项。
佛山中院审理认为，案涉
债务是黎先生与邝先生进行锌
锭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债务金
额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且邝先生未能证明该债务
系由黎先生、刘女士的共同生

产经营行为所产生。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
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
的解释》第三条关于：
“夫妻一方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
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的债务，
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
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
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
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
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佛山
中院终审判决，
撤销刘女士对丈
夫黎先生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
任的判决。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属共同债务
审中却陈述“没有参与公司经
营”，其前后陈述不一、存在矛
盾，
违反民事诉讼禁止反言的诉
讼规则，
法院对其二审所作陈述
不予采信，
确认其有参与鞋厂经
营、知晓公司相关债务。据此，
佛山中院终审认定张女士应对
丈夫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驳回
其上诉，
维持原判。

大额债权债务实行
“共债共签”

上述案例是《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
解释》自 2018 年 1 月 18 日施行
来，佛山审结的第一宗案件。
该新解释系对在司法实践中
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金辉集团珠三角区域云系营销中心开放

“金辉·路劲 江山云著”将推出建面95~140㎡望江洋房
4 月 14 日，金辉集团云系标杆
力作
“金辉·路劲 江山云著”
营销中
心正式开放，现场推出精彩纷呈的
东方创意舞蹈“鼓舞江山”
“千帆竞
江”
航模展、
美人鱼泳池嬉戏、
“江山
映画”
名模 show 等互动节目，
吸引
了大批市民前往看房。
据了解，
金辉·路劲匠心精工打
造建筑面积 95 平方米户型，
精致三
房两厅两卫，
尊享半赠送空间，
宽阔
阳台飘窗奢享德胜河 660 米宽境一
线江景，
私属专享超大衣帽间；
建筑
面积 105 平方米四房两厅两卫创新
复式户型，契合家庭生命周期的空
间规划，
楼上楼下各享专属空间；
大
面积采用全景飘窗设计，提升室内
通风采光效果；
预留可变空间，
充分
满足家庭居住需求。充满匠心的设

随人动和风避人吹的智能送风。”
志高空调海外销售本部负责人介
绍，
“智能王”空调共拥有 58 项智
能云空调功能，创下最智能的空
调世界纪录。
此外，针对欧美市场对应用、
能效、环保的重视逐步提升，志高
推出的 WiFi 空调、节能环保空调
等产品均为满足这一需求而开
发。志高近年来大力开拓“一带
一路”
市场，已经在沿线国家拿下
了10%的市场份额。
小家电企业代表德奥通航则
展现了其智能电饭煲。
“一款是互
联网+远程控制电饭煲，
一款是模
糊逻辑智能电饭煲，这两大产品
在海外市场潜力很大。”
该企业出
口负责人介绍。
记者在现场看到，对于这些
融入物联网概念的智能化新产
品，海外客商非常关注，企业摊位
上挤满了人。
“中国空调的性价比
很高，质量很不错。”一位来自美
国的采购商表示。

主打建筑面积约为 95~140 平方米
望江宽奢户型。更为难得的是，项
目毗邻德胜河滨公园和眉蕉河公
园，不出城市却在自然之中。项目
园林以现代简约风格打造，注重业
主的入户动线体验，
一步一景，
布局
“门、厅、堂、园、院”层次园林划分，
最大限度引入项目周边自然资源，
■营销中心现场。
营造住入公园般的生活体验，打造
社区文化活动站，满足业主对于健
计，使样板房首次开放即赢得众多
康、
运动、
休闲、
养生的需求。
客户的认可。
据悉，
继江山云著后，
在今年下
“金辉·路劲 江山云著”
由金辉
半年，金辉集团珠三角区域在佛山
集团和路劲地产强强联手打造，也
相继还有高明·金辉·优步大道，大
是金辉集团珠三角区域公司首个
“云系”
产品线，
项目位处
“大良-容
良·金辉·岭南云著，
大沥·金辉·优步
桂城市副中心”区域，临德胜河而
大道等项目陆续入市，
完成对广佛都
建，距德胜河最短距离仅约 20 米， 市圈的全面战略布局。 （招卓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
条的具体适用作出了新的明
确规定，有利于强化公众的市
场风险意识，平衡保护债权人
和未举债夫妻一方的利益。
同时，新解释强调了债权人的

举证证明责任，促使债权人要
注意交易安全，在日常生产经
营及生活中需尽到谨慎注意义
务，
对于大额债权债务实行
“共
债共签”
，
即在债务形成时让举
债一方的配偶共同签字，为债
权的实现提供更好的保障。

中小学生现场体验
最新高科技机器人

珠江时报讯（记者/赵天雅）4 月
13~14 日，佛山市中小学生机器人竞
赛暨人工智能专家讲座活动在南庄三
中举行，
吸引了全市 1000 多名中小学
师生参与。据悉，全国大学生机器人
大赛 RoboMaster 南部分赛区比赛
将于 5 月 10 日至 13 日在佛山岭南明
珠体育馆举办。
据悉，此次活动由佛山市教育局
与佛山市科学技术学会联合举办，
分为
人工智能讲座和中小学机器人竞赛两
部分。在人工智能讲座环节中，
中国科
学院院士张景中、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许
骏等带来最前沿的技术发展分享。
值得一提的是，
现场 RoboMaster 机甲大师路演，
为中小学生带来机
器人迷宫体验和机器人静态展示，展
示了最新的机器人研发成果，师生们
可以亲手操作高科技机器人进行移动
和射击，近距离观察机器人的机械构
造，
享受最前沿科技的酷炫操作体验。
而 14 日举行佛山市中小学生机
器人竞赛，分实体机器人和虚拟机器
人两大项，
共吸引了全市 198 支队伍，
约 370 名中小学生参与，争夺代表佛
山市参加第十八届广东省青少年机器
人竞赛的名额。
记者从活动上获悉，由共青团中
央、全国学联联合主办的全国大学生
机器人大赛 RoboMaster 南部分赛
区比赛将于 5 月 10 日至 13 日在佛山
岭南明珠体育馆举办。佛山市民可免
费前往赛场观战，体验机器人比赛的
科技魅力。

佛山一中举行校园
开放日活动

自主招生报名
延长至本月 20 日

珠江时报讯（记者/赵天雅）佛山
一中自主招生截止报名时间将推迟
到 20 日，中考指标生名额增加到 502
人……14 日，
记者从佛山一中中考招
生咨询暨校园开放日活动上了解到，
该校将为通过自主招生考试录取的学
生设立
“雄飞班”
。
志愿填报和自主招生是家长最关
心的问题。为此，
开放日专门设置了中
考招生政策咨询处和中考志愿填报公
益讲座。早上9时许，
中考招生政策咨
询处便聚集了不少学生家长。
“孩子特
别想考一中，
虽然平时成绩也不错，
但
还是怕有风险，
今天特意来了解志愿填
报，
增加录取机会。
”
家长韦女士说。
“今年一中的指标生名额比去年
增加了 90 个，
中考录取分数可能也会
有所提高。”佛山一中校长谭根林建
议，
考生在志愿填报时要科学合理，
用
好
“指标生”
“指转普”
名额。
在自主招生方面，佛山一中教学
处主任李志伟介绍，目前该校自主报
名已经超过 1000 人，预计筛选 800~
1000 名学生进入笔试环节。按照原
计划，4 月 15 日是佛山一中自主招生
报名的最后一天，但目前仍有很多考
生报名，
为此，
佛山一中自主招生报名
时间将延长至 4 月 20 日，
18 日将公布
第一批参加考试的名单。
“我们将为通过自主招生考试录
取的学生设立‘雄飞班’，并配专业的
师资教学。
”
谭根林介绍，
除了大学先修
课程、
第二外语课程、
创新教育、
社团课
程等课程学习外，
今年开始，
该校还将
为
“雄飞班”
的学生开设领导力课程。
据悉，
佛山一中今年拟录取 1050
人，其中自主招生 45 人，普通生 483
人 ，指 标 生 502 人 ，体 育 特 长 生 20
人。为了解答更多的家长疑问，4 月
21日、
5月5日、
5月12日，
佛山一中还
将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

罗浮宫大家讲堂开讲
“索罗斯的投资哲学”
索罗斯，
一个在投资界让人
“闻风
丧胆”
的名字，
然而你对他的投资哲学
了解多少？4月15日，
索罗斯的同门
师弟苑举正教授作客罗浮宫大家讲
堂，
讲述索罗斯如何站在宏观的角度
对整个投资市场进行观察和思考。
本次讲座是由罗浮宫家居集团与
博研教育联合主办，
邀请到比利时鲁
汶大学哲学博士、
台湾大学教授苑举
正在罗浮宫星座广场开设全天课程，
为现场 400 多位来自珠三角的企业
家、
企业高管带来财经与哲学结合的
精彩内容。
苑举正教授说过：
“我是一个读哲
学的人，
我解读索罗斯的投资哲学只
有一个动机，
就是告诉世人，
哲学可以
回答所有与人相关的问题，
其中当然
也包含赚钱这件事情！
”
乔治·索罗斯，
量子基金的创始

■索罗斯同门师弟、比利时鲁汶大学
哲学博士、台湾大学教授苑举正在罗
浮宫星座广场开讲。

人。童年的战乱逃难生活，
让索罗斯
总结出两条人生经验：
其一，
不要害怕
冒险，
只有不惧危险，
才会有意想不到
的收获；
其二，
一旦你需要冒险，
不要
押上全部的家当，
要给自己留好退路，

留足缓冲地带。
解读投资热点，
感悟人生哲学，
讲座受到现场观众的好评。佛山一
位企业家梁先生表示，
苑举正教授以
一个崭新的角度去解读财经投资，
让
人醍醐灌顶，
这种触类旁通的思想方
法对企业管理也很受用。
“索罗斯的投资哲学”
讲座是罗
浮宫大家讲堂的系列活动之一。据
了解，
罗浮宫大家讲堂是罗浮宫家居
集团精心打造的文化品牌，
围绕家居
产业文化，
延伸至人文艺术、
财经时
尚生活等多个方面，
旨在让大家分享
时代智识，
品味高雅人生。自2014年
开启后，
已陆续推出系列讲堂，
邀请了
著名作家余华，
埃尔文·罗斯等诸多名
人名家，
内容涉及收藏、
文学、
文化、
情
感、
教育、
艺术、
经济等诸多方面。
（黄雅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