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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方婷 通

讯员/唐卫江）1月20日，记者

获悉，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旗下南海燃气狮山LNG（液化

天然气）储配站二期项目已于

日前建成投产，成为佛山地区

目前最大的LNG储配站，正常

状态下可供天然气80万立方

米/日，最大可供天然气120万
立方米/日。

近年来，南海区对于能源的

需求不断增大，天然气作为高

效、优质的清洁能源之一，对于

区内的民生保障、工业发展、环

境建设等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LNG储配站的投用使南海区储

气和应急调峰能力大大提高，为

南海区天然气供应再添一道新

保障。

据了解，瀚蓝下属的南海燃

气于 2012 年启动建设狮山

LNG综合储配站项目，根据区

内发展需要分两期建设。其中，

一期项目于2014年7月投产

运营，设计供气能力48万立方

米/日；二期项目于 2021年 1
月投产运营，新增设计供气能力

72万立方米/日。

狮山LNG综合储配站集液

化天然气储存、卸车、气化、调

压、灌装功能于一体，共有12个
150立方米储罐（储存天然气

96万方）、10个卸车位（一期4
个、二期6个）、2台水浴式气化

器（气化能力25000立方米/小
时）、8台空温式气化器（5000
立方米/小时）、2座计量调压加

臭撬（一期 20000立方米/小

时，二期30000立方米/小时）。

狮山LNG综合储配站配备

了专业的工作人员，实行24小
时在岗值班，负责槽车装卸和气

化输出管网，确保生产运行安全

稳定。站内配套的安全设施有

公安联网人员身份识别系统、

110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

紧急切断远程控制系统、云台式

激光甲烷泄漏自动巡检系统、液

体与气体泄漏自动监测、温度与

压力报警联锁装置、消防自动喷

淋和消防泡沫远程控制系统以

及三级电力供应保障等。

未来，狮山LNG储配站将

发挥储存效率高、智能安全性高

等优势，为南海区市民、企业的

安全和稳定用气提供有力的保

障。

“道德春联进万家”公益活
动启动

市民提前预约
线下领取春联

珠江时报讯（记者/王方亚）1月

20日“腊八节”当天，2021年佛

山书法名家“道德春联进万家”公

益活动在佛山市石景宜刘紫英伉

俪文化艺术馆（以下简称“石景宜

艺术馆”）启动，李小如、王志敏、

何志斌等 15名佛山书法名家现

场挥毫，共书写 300多副对联和

“福”字，所有写好的春联和“福”

字将陆续送给已预约的市民。

本次活动由佛山市文明办、市

文联、市石景宜艺术馆联合主办。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佛山市文联

主席杨凡周表示，“我们的节日·春

节”——2021年佛山书法名家“道

德春联进万家”公益活动，既是佛

山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也是佛

山市“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活动之一。“活动以文化为载

体，以春联为纽带，将欢乐和文明

送到千家万户，将党的声音和关怀

传递到了百姓心间。”杨凡周说。

参加活动的 15位佛山文艺

志愿者，用精湛的书法艺术撰写

“道德春联”和“福”字，为市民送

上一份饱含传统文化韵味的新年

贺礼。佛山市书协名誉主席李小

如说，今年找他写“康”字的朋友

很多，仅次于“福”字。

每年的春节前夕，佛山市书协

会员都会积极参与到这类公益活

动中，用传统、接地气的方式为市

民写春联、送春联。佛山书法名家

“道德春联进万家”公益活动已在

石景宜艺术馆举办过三届，据石景

宜艺术馆常务副馆长谢练军介绍，

今年的活动因为疫情防控需要，主

办方未组织书法家现场为市民挥

毫，而是改为通过提前预约、线下

领取的方式进行。市民在规定的

时间内，凭预约信息到石景宜艺术

馆随机领取春联。

佛山市文明办副主任周捷介

绍，现在佛山各区都在组织书法家

志愿者写春联、送春联。近年来，

“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和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在全市各地红红火

火的开展，极大地丰富了广大市民

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

佛山最大LNG储配站在狮山建成投产，单日最大可供天然气120万立方米

南海天然气供应再添新保障

西樵189名青年
接受兵检初筛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玲 通

讯员/黄永贤 张嘉宜）热血青年参

军去！1月 19日~20日，西樵镇

开展2021年春季兵检初筛工作，

把好兵检第一关，为国家挑选优秀

兵源。

据悉，西樵在今年首次开展春

季征兵工作，其中在征兵体检初筛

阶段，共有189名适龄青年报名，

预计在春节前完成征兵体检各项

工作，3月初进行送兵。

“当兵是我的梦想，我想保家

卫国。”在兵检现场，严格根据防疫

要求，来自镇内各村居的适龄青年

在各个检查室外有序排队，等待接

受视力、内外科、五官、心电图等项

目检查。

据了解，征兵征集时间调整

改革后，征集新兵总量与往年相

比保持稳定，征集的条件、标准、

程序和相关政策基本不变，征集

对象仍以大学生为重点。为更好

做好征兵工作，镇内各村居前期

已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宣传动员，

认真讲解了入伍的优惠政策、服

兵役的优待权益、服役当中得到

的成长收获、士兵退出现役的安

置政策等，进一步激发村居适龄

青年报名参军的热情。民乐社区

工作人员程永安表示，社区前期

加强征兵宣传工作，鼓励更多适

龄有志青年应征入伍，确保高质

量完成征兵任务。

当前，南海各级政府

部门积极研究措施，帮助

花农拓宽销售渠道。区

内各商协会也纷纷发出

倡议，积极发动会员企业

购花兴农，“互联网+”、数字经济成为打开年花年桔销路

的一把“金钥匙”。

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记者从南海桂城平胜蝴蝶兰

种植基地、里水镇的南海花卉博览园和万顷园艺世界等

年花年桔种植基地了解到，南海年花销售逐渐升温，渐渐

兴起花田桔田直销零售模式，南海花卉的品牌影响力不

断打响。

南海各级政府部门积极研究措施，各商协会积极发动会员企业购花兴农

社会各界助力年花销售升温

1月20日上午，南海区经济

促进局召开南海区制造业行业协

会“春暖花开，遇见南海”促进会

议，倡议区内各制造业行业协会

发挥平台和桥梁作用，积极发动

会员企业购花兴农，协助拓宽区

内年花销售渠道。

会上，南海区经济促进局局

长夏泽鸿表示，希望各制造业行

业协会发挥协会平台和协调作

用，倡议并引导企业消费兴农，协

助需要购买年花年桔的企业对接

资源购买。会后，相关行业协会

负责人到里水万顷园艺世界，开

展行业协会与花农的对接活动，

助力年花销售。

当天，南海区经济促进局发

出倡议，呼吁南海区企业、行业协

会消费兴农、线上兴农、分享兴

农。号召需要年花年桔的企业、

协会，直接与园区花卉采购联系

人联系购买；鼓励企业员工留在

本地过春节，逛线上花市；为喜欢

的南海花卉代言打call。
倡议得到各行业协会、广

大民营企业家的支持和积极响

应。例如，南海区红木行业协

会组织会员企业到平胜蝴蝶兰

种植基地实地考察，现场团购

蝴蝶兰；南海鞋业协会向全体

会员发出倡议，还组织一批资

源协助企业团购，里水镇总商

会牵头对接花农拟定团购套餐

品种和价格。

推动产销对接 协会消费兴农

南海区经济促进局将联合

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佛山

新闻网举办“春暖花开 南海精

彩”2021南海新春嘉年华活

动，通过线上平台打造“南海年

花地图”版块，整合各镇街举办

的线上花市，集纳各镇街年花、

年货线上商城的销售链接，通

过发放优惠券、直播引流、平台

推广、限时秒杀等方式，吸引本

地消费者实现销售转化。

此次活动还将打造餐饮、

住宿、旅游景点等于一身的新

春促消费版块，充分联动市场

资源，营造南海新春喜庆祥和

氛围，势必打响南海区 2021
年度促消费、暖企行动的第一

炮。

联动市场资源 打造“年花地图”

南海区经济促进局还联合

天猫佛山服务中心精准对接区内

花卉品牌，打造区域农产品公共

品牌和地理标识，建立农业品牌

集聚平台或基地，重点推动品牌

建设标准化制度建设。

目前，已联合里水镇共同推

动“里水蝴蝶兰”“万顷洋百合”

等重点年花 IP上架“南海家旗

舰店”销售平台，通过建立里水

农业品牌联盟，整合优化供应

链，降低销售渠道环节成本，配

合网红带货、KOL种草等引流

推广方式进一步扩大销售渠

道，提高南海年花品牌影响力

和知名度，切实提高销量。

推动品牌花卉上线“南海家旗舰店”

1月19日晚，梦里水乡花

游宝典正式上线，900多个花

农销售信息、n个乡村网红点

一网打尽，最全买花、觅食、游

玩攻略线上全掌握。该宝典通

过“一图寻花”“云上花市”“主

播带你买年花”三大功能,开发

打造线上花市便民服务平台，

并嵌入精品花市地图、线上商

城、直播抢红包等新媒体产品，

撑里水促消费，暖心兴农。

进入梦里水乡花游宝典，映

入眼帘的是一个粉红色为主的

卡通手绘界面，上面有“我要买

花”“贤鲁岛地图”“寻味里水”

“乐活里水”几个版块，还有万顷

洋兰花街、南海花博园等指示。

点开南海花博园，该区域的种植

企业销售信息一览无余，年花品

种、花农、地址、导航、拨号等信

息简单明了地呈现在网友面

前。记者再点开“寻味里水”，

20条里水美食推文出现眼前，

涵盖了小吃、正餐、糖水、下午茶

等类别，买花之余不妨也来个美

食之旅。

主办方通过电子地图的

手绘形式，将镇内主要年花销

售区域分为南海花博园片区、

万顷洋兰花街片区、万顷洋百

合花农业合作社片区、贤鲁岛

花果融合种植示范园、其他区

域等五大片区，涵盖900多个

花农销售信息。市民朋友只要

点击相应的片区，即可弹出片

区内销售年花的花农或企业、

售卖品种、地址、电话以及导航

等实用信息。与此同时，电子

地图将链接到里水年花线上商

城、贤鲁岛游玩地图等平台，将

年花销售与乡村旅游结合，让

你在买花同时还能感受到里水

的美好风光。

此外，花游宝典还有云上

花市功能，让你买得方便买得

安心。喜欢直播的朋友也有惊

喜，活动中，主播将在南海花博

园、万顷园艺世界进行直播，体

验式推介里水年花年货，介绍

里水旅游地点，与市民进行直

播互动。

梦里水乡花游宝典上线

1月20日，为了给数千株

桃花“办证”，狮山镇沙水村

“两委”干部区宇声跟花农忙

得热火朝天。连日来，老客商

下单、非遗名家助阵、散客田

间购等纷纷涌入桃花田，暖了

160位年均60岁老花农的心。

连续10多年采购沙水桃

花的香港客商，终于来电了！

1月18日，狮山镇沙水村花农

区耀帮、区棣华、区作伦等接

到香港客商的电话，希望订购

数千株桃花，但并不了解跨境

运输防疫工作相关要求。

在狮山镇沙水村党总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经联社

社长冯伯全的全力支持下，区

宇声立即致电 12345 市民热

线咨询“办证”事宜，很快获得

狮山镇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

室回复，称跨境运输货车司机

入境申报时，需如实填写前往

的货主单位场所编码，此编码

可向该办申请。

区宇声马上建立“沙水村

卖花办证一定掂”微信群，与

老花农的儿女们一起群策群

力，咨询、申报、盖章……办理

过程中，发现一共需要2个编

码，1个编码由沙水村在“粤省

事”小程序即可操作申请，另1

个编码需要狮山镇乃至南海

区相关经济部门批准，目前正

在走上报流程。

一方面积极为广东桃花

与港澳“联姻”，一方面即便

有散客只买1株花也热情接

待。日前，广东亚德客自动

化工业有限公司机械课课长

周勇骑着电动车跑到沙水

村，区宇声热情迎接，在花田

陪着周勇看花。“沙水村在主

干道桂和路边，区位优越，若

是能做一些招牌进行指引，

增设农家乐、游乐设施等，会

吸引不少亲子游、周边游。”

周勇主动为沙水桃花文旅产

业发展献策。

港商下订单 花农办证忙

客商来电

■村干部向农户了解今年的桃花销售情况。 珠江时报记者/刘贝娜 摄

文/珠江时报记者孙茜 陈志健李年智 通讯员 区宇声李伟婵

■南海燃气狮山LNG储配站二期项目建成投产。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