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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自行车IC卡
退卡退款这样办理

狮山镇公共自行车项目已于

2021年5月1日停止运营，目前仍

有市民持有狮山镇公共自行车IC

卡。退卡退款业务怎么办？到哪里

办？什么时候截止？一起来了解。

办理退卡退款指南
办理地点：南海区交通运输局

狮山分局（狮山镇小塘三环西路11

号，狮山镇智慧城市指挥中心楼2

号楼一楼办证大厅，即小塘骏福酒

楼旁）

办理时间：2021 年 12 月 31 日

前，工作日周一至周五，上午：8:30~

12:00，下午：14:30~17:30（按法定节

假日休息）

所需资料：携卡主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代办的还需提供代办人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公共自行车

IC卡、开卡时相关单据。

特别说明
1、退卡时，若IC卡已遗失的，

需先缴交工本费10元/张补办 IC

卡，补办后3个工作日后再办理退

款业务。

2、咨 询 热 线 ：（0757）

86667707/866602984

★注意：办理退卡业务的市民，

请佩戴口罩和准备粤康码绿码前往

办理点办理业务。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金晓青

从事印刷经营活动
需获经营许可证

案例简介
2021年1月19日，执法人员接

到南海区“扫黄打非”办转来群众举

报线索，对里水某公司开展检查。

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一楼车间有

工人正在工作，印刷车间内有一台

北人JS2102单色对开印刷机，地上

放着已印刷好的出版物内页6板共

56000张，收纸台堆放已印刷好的

出版物散页约8000张。针对当事

人擅自从事印刷经营活动的行为，

执法人员对其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印刷品内页共64000张；2.没

收进行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

北人JS2102单色对开印刷机一台；

3.罚款人民币35000元。

部门说法
中共佛山市南海区委宣传部、

佛山市南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南海

综合执法支队提醒印刷业经营者，根

据《印刷业管理条例》，国家实行印刷

经营许可制度。未依照本条例规定

取得印刷经营许可证的，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从事印刷经营活动。印刷

业经营者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章，讲求社会效益。禁止印刷含

有反动、淫秽、迷信内容和国家明令

禁止印刷的其他内容的出版物、包

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

相关链接
9月25日~9月26日，中共佛山

市南海区委宣传部、佛山市南海区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佛山市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南海综合执法支

队、南海区普法办联合举办“文化市

场法律法规知识竞赛”主题微信学

法大赛，参与游戏答题有机会获得

微信红包等丰厚奖品，详情可关注

“南海普法”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云

摄影报道）“点火咯，生活红红火

火！”9月20日，狮山镇塘中社区

园丁南邨小区居民钟丽群轻轻

一扭，眼前崭新的天然气灶一下

子蹿起小火苗，映照在脸上，满

是幸福。

当天上午，在佛山市南海燃

气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协

助下，钟丽群家天然气灶顺利点

燃，这也标志着狮山老旧小区改

造管道天然气正式通气点火。

“以前没有安装天然气管

道，只能烧液化气，总觉得既不

安全又不方便。今天用上了天

然气，准备炒几个菜一家人好好

庆祝一下。”谈起生活的变化，钟

丽群脸上写满了幸福，用她的话

说，天然气直接入户，想用多少

就用多少，再也不用担心菜炒到

一半液化气罐突然没气了。

钟丽群家所在的园丁南邨

小区与一路之隔的园丁北邨小

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随着狮

山老旧小区“瓶改管”天然气改

造工程加速推进，和钟丽群一

样，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居民

告别了“扛罐上楼”时代，这一

民生工程赢得了市民的一致点

赞。

“天然气直接入户，让我们

过上更环保、更健康、更安全的

生活，为这样的民生工程点赞。”

家住园丁南邨富景楼的居民缪

英和竖起大拇指，早在之前他就

与街坊们打听对比过，管道天然

气比用瓶装气便宜一半，大家积

极性很高。

据悉，9月18日至20日，佛

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在

该小区设点宣传，为居民提供咨

询和办理管道天然气安装手

续。截至9月20日，园丁南邨、

园丁北邨小区已有50%以上的

住户完成安装，用上了管道天然

气。

“我们现在住的小区报装天

然气花了4000多元，老旧小区

有政府补贴，自己只出了1300

元，真好。”钟丽群表示，作为楼

长的她，挨家挨户去宣传，希望

让更多的居民享受到政府的福

利。

管道燃气入户，是狮山镇开

展“宜居佛山共同缔造”行动暨

老旧小区改造一期项目的民生

工程，改造范围涉居民约2533

户，相关费用估算总投资近

3000万元。其中塘中社区园丁

北邨、园丁南邨、思贤北邨和罗

村花苑B区四个老旧小区整体

燃气改造工程投入约705万元，

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燃气安全

问题。这也是狮山镇党史学习

教育中“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

要举措。

接下来，部门单位将加大宣

传力度，动员居民尽快登记，并

争取国庆节前完成园丁南邨、园

丁北邨两个小区422户的安装

点火工作，让居民彻底告别多年

来用瓶装气带来的不便。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

通讯员/彭凯桃 摄影报道）日

前，2021年狮山镇企业职工社

团羽毛球混合团体赛活动圆满

结束，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佛山分公司羽毛球协会（以下

称“大众羽协”）夺得本届赛事

冠军。

8支队伍激烈比拼
大众羽协队夺冠

当晚决赛为团体赛，设男

双、混双、男单项目，东方精工羽

联、本田CHAM-羽毛球协会、

合丰康荣联队、华兴玻璃羽毛球

队等8支企业社团队伍上演“巅

峰对决”。

挥拍、起跳、扣杀、劈杀、吊

球……经过一番紧张激烈的比

拼 ，大 众 羽 协 队 与 本 田

CHAM-羽毛球协会队脱颖而

出，争夺冠军。决赛期间，运动

员们灵活运用战术，将吊球、扣

杀、扑救等球技悉数展现，队员

们默契配合，比分交替上升。最

终，大众羽协队夺得冠军。

“为了本次比赛，我们协会

每周开展三次训练。”大众羽协

领队韩东晓说，这是该队伍第一

次参加企业社团的羽毛球比赛，

对能够获得冠军感到非常惊

喜。据介绍，大众羽协共派出

15名队员参赛，平均年龄为26

岁，这支年轻的队伍在赛场上展

现出强劲的活力。

本次企业职工社团羽毛球

混合团体赛5月7日启动，共吸

引28家企业、24支企业球队参

与。经过片区选拔赛、半决赛以

及决赛的激烈角逐，狮山职工们

在比赛中赛出了友谊、赛出了团

结合作、赛出了精神风貌。

开展线上云长征
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活动现场还为“职工心向

党，重走长征路”狮山职工线上

云长征活动的获奖者进行颁

奖。据了解，为推动职工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今年7月，在狮

山镇总工会的指导下，狮山镇

职·工家服务中心面向全镇企

业职工开展线上云长征活动，

通过“微信步数换里程”的方式

模拟行走25000里长征路，并

在模拟的长征路线图上设置27

个长征重要站点让职工打卡。

“线下徒步+线上长征”的创新

形式，受到了广大职工的喜爱，

吸引了38个团队合计449名企

业职工报名参赛。

最终，罗村片区的康荣舞

蹈社团2队、官窑片区的远航骑

行1队、宏陶义工队，大圃片区

瀚蓝绿电花啦啦队和小塘片区

的勇往直前队等队伍的77名

职工完成了云长征 25000 公

里，团队累计完成的线上云长

征里程数达到125000公里，获

得一等奖。

狮山镇总工会代表周金华

表示，这一系列活动是狮山镇总

工会联动职工家服务中心深入

践行“我为职工办实事”的举措

之一，深受职工欢迎，各企业职

工的踊跃参与也充分展现了大

家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狮山镇企业职工社团羽毛球混合团体赛活动落幕

8支企业队伍上演巅峰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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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通了 居民气顺了
狮山首批老旧小区住户告别“扛罐上楼”时代，用上管道天然气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

通讯员/刘丽兰摄影报道）日前，

狮山镇罗湖社区联合广东省戒

毒管理干部学校开展禁毒知识

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广大市民的

禁毒意识及自觉抵制毒品侵袭

的能力。

开心水、蓝精灵、聪明药

……活动中，广东省戒毒管理干

部学校党委委员、四级高级警长

王晓村向在场市民介绍了毒品

的概念、种类以及毒品对个人、

家庭和社会的危害。随后播放

生动有趣的视频，让大家对毒品

的隐藏性、迷惑性有了更直观、

深刻的认识。现场，民警还向市

民发放禁毒宣传页，并开展有奖

问答互动，积极宣传禁毒教育知

识，提高大家拒毒、防毒的意识

和能力。

“一朝吸毒，十年戒毒，终生

想毒。”了解到毒品的危害后，10

岁杨志轩有感而发，他说，本次

活动干货很多，通过学习能有效

提高自身抵制毒品的意识。

“据统计，我国近年来吸毒

的人数稳步下降，但毒品出现的

形式却层出不穷。”王晓村介绍，

为推动禁毒工作有效开展，让禁

毒知识深入人心，广东省戒毒管

理干部学校每年开展禁毒宣传

“三进”活动，走进企业、社区、校

园宣传禁毒知识。

据悉，广东省戒毒管理干部

学校自1985年建校以来，共举

办各类培训班560多期，培训学

员3.6万余人次，特别是近三年

来，年均培训量达2300余人次，

充分发挥了司法行政戒毒系统

培训主阵地作用，为广东省司法

行政戒毒工作发展提供了智力

支持。

罗湖社区党委副书记李华

钧表示，今年4月,佛山市荣获

“全国禁毒示范城市”称号，获国

家禁毒委颁发牌匾。为了继续

做好该项工作，社区将积极联合

有关部门深入推进禁毒宣传、帮

扶救助、涉毒打击等重点工作，

巩固禁毒成效。

禁毒知识宣传教育活动走进狮山罗湖

禁毒宣传进小区 防毒知识一起学

■居民用上管道天然气。

■禁毒

知识宣

传教育

活动走

进狮山

罗湖。

■职工们在赛场上挥洒汗水。

■大众羽协、本田CHAM-羽毛球协会、乐家羽毛球协会分别获得赛事冠、亚、季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