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翠贞）

昨日，中国·大沥商贸指数

2021年上半年报告出炉。报

告指出，在本周期内，大沥商贸

价格指数总体稳步上行，各细分

市场价格行情整体波动上行。

而大沥商贸环境指数则探底反

弹，显示商户对政策环境和市场

经营环境较为满意。

5月指数创新高
2021年上半年，大沥商贸

价格稳步上行，至6月方有小幅

回调。上半年，大沥商贸价格总

指数收报 118.95 点，相较

2020年年末上涨6.75%。其

中，5月还曾到达上半年价格指

数顶峰120.03点，成为历史新

高。

同比来看，今年上半年，大

沥商贸价格行情相比2019年

和2020年整体居于高位。今

年上半年，商贸各细分市场价格

行情走势各异，整体均以上涨趋

势为主。其中，有色金属价格指

数连涨四月后，在 6月小幅回

调，最终收报于128.59点，相

比2020年年末价格指数上涨

13.48%。不锈钢市场价格行

情整体呈现较为强势的上升走

势，价格指数收报于 182.56
点，较去年年末上涨15.78%。

其他细分市场的走势则相

对呈稳步上行的态势。今年上

半年，水产市场价格指数收报

107.55点，相比2020年年末

上涨8.85%；小商品市场价格

持续上涨，指数收报 129.65
点 ，较 2020 年 12 月 上 涨

5.24%；五金市场价格指数收

报109.41点，较2020年年末

上涨5.15%。而布匹市场和铝

材市场价格行情则以横盘波动

为主，表现较为稳定。

营商环境获认可
在大沥商贸环境指数方面，

今年上半年，经历连续下跌两期

之后，该指数终于开始强势反

弹，指数收报104.93点，环比

上 涨 4.08% ，同 比 上 涨

0.27%。

指数编制方分析，这显示商

户对大沥商贸政策环境和市场

内经营环境总体较为满意。3
月底，大沥召开了商业体营商环

境评比（暂行）办法动员会，这一

举措积极落实了相关营商环境

优化政策，同时也成为擦亮“商

贸大沥”品牌的重要助力。指数

编制方认为，上半年商贸环境指

数的涨幅，正是大沥营商环境改

革初步成果的一个印证。

在大沥商贸景气指数方面，

分市场来看，在大沥商贸各类专

业市场中，五金市场景气度最

高，除6月外，上半年景气指数

均在荣枯线以上波动；小商品市

场景气度次之，一季度景气指数

均收报荣枯线以上。其余几类

市场的表现则因外部环境的影

响而表现欠佳。指数编制方认

为，6月底佛山地区为期三个月

的禁渔期结束，有望给下半年水

产市场景气度带来上升希望。

其亦指出。进入下半年，布匹市

场和不锈钢市场应当积极寻求

市场和行业热点，扩大客流量，

加强营销力度，借助多样化手段

助推市场景气度攀升。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通讯员/梁宇彬）昨日，里水镇召

开“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动员暨

脱贫攻坚表彰大会，部署2021
年里水慈善募捐相关工作，表彰

一批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个人。

2016 年 ~2020 年，里水

全力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安排

帮扶资金近2000万元，助力云

浮罗定泗纶镇松南村、沙底村、

双坝村、双龙村 478户 1731

人于去年实现百分百脱贫。

2017年~2020年，里水为凉

山州提供帮扶资金帮助超过

1915万元，共有 11个村(社
区)、14家企业、2间学校和 1
间医院与被帮扶地区单位进行

结对，26个爱心企业和社会组

织多次办实事办好事，奉献爱

心。2017年至今，里水援疆总

资金超过363万元，共有3家企

业、1个村(社区)与伽师县克孜

勒苏乡贫困村进行结对，多名热

心人士持续支持教育援疆，多个

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消费扶贫

及捐助当地养老院建设。

会 上 表 彰 了 2016 年 ~
2020年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

个人，香港志媚基金会、广东乐

居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狮子

会顺和服务队等一批集体和个

人获颁荣誉牌匾。

现场，广东狮子会顺和服

务队佛山第二分区主席李胡质

还代表广东狮子会顺和服务队

认捐了40万元人民币，用于东

西部协作及援疆款项，他希望

可以开展更多助学、助残、恤孤

等社会服务活动，帮助到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接下来，广东

狮子会顺和服务队还将继续在

乡村振兴等方面贡献力量。

里水镇领导班子成员，机关

干部、事业单位及镇属集团公司

负责人现场捐款，现场共筹得善

款70100元。

据了解，2020年，里水镇

共募集各界善款1426354.32
元。接下来，里水将动员全镇

党、团员及公职人员参加本单

位捐赠活动。除了当天镇领

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带头参

与募捐活动外，还将发动各部

门、各村（社区）、各企事业单

位进行募捐。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通讯

员/邹瑞燕潘顺明）昨日，狮山镇人大

开展水环境综合治理专题调研，多名

人大代表实地视察了松岗河、北江水

系石碣村片区水环境改善工程，为狮

山水环境治理建言献策。

松岗河和北江水系石碣村片区

的水环境治理，是保障北村水系流域

排水防涝安全、全面落实广佛跨界流

域水污染防治的重点民生工程。昨

日上午，人大代表们先后来到松岗河

旁和北江水系石碣村片区的工程现

场，了解松岗河和北江水系石碣村片

区的水环境改善情况。“有时道路在

铺设截污管网后，会出现地面局部沉

降，这个能否解释一下？”在北江水系

石碣村片区某一截污管网铺设现场，

有人大代表提出问题。对此，南海区

水利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因为施工时存在道路的填充材

料与原有的材料不同等情况，容易造

成局部沉降现象，如出现类似问题，

施工单位可无偿修复。

实地视察结束后，一行人回到

狮山镇镇政府召开专题调研会，就

狮山镇水环境治理工作就行研讨。

狮山镇城建和水利办公室主任李其

波汇报了狮山镇民生实事水环境项

目工作情况。2021年，狮山镇预计

投入30.9亿元用于截污管网建设、

生态修复、河涌清淤等。其中，北村

水系流域（狮山标段）水环境综合治

理项目水利工程的管网建设已完成

57%；狮山镇2021年截污管网考

核任务为 80公里，目前已经完成

62公里，完成比例达77.5%。随

后，各人大代表围绕狮山镇的水环

境治理工作，踊跃发言，各抒己见。

截污治水是今年狮山镇十大重

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狮山镇人大

主席李逢源表示，良好的水生态环境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水环境治理工

程要加紧推进，在实施过程中要尽量

减少对群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希望人

大代表多提建议，群策群力将狮山的

水环境治理工作做得更好。

大沥商贸价格指数创历史新高
上半年大沥商贸价格指数总体稳步上行，商贸环境指数探底反弹

里水召开“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动员暨脱贫攻坚表彰大会

精准扶贫见成效 一批先进获表彰

聆听两户“佛山市最美家庭”的故事

亲子读书会传递好家风

狮山镇人大开展推进水环
境综合治理专题调研

聚焦水环境治理
促民生工程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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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您辛苦了！”日前，

里水镇金峰洲社区亲子读书

会举办父亲节线上主题活动，

孩子们通过诗歌朗诵、绘画、

舞蹈等形式“隔屏传爱”，向父

亲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炎

热天气下，一名女士身穿志愿

马甲，忙得不可开交，衣服早

已湿透。她叫耿艳，是此次活

动的统筹者。

耿艳是一名普通的“宝

妈”。“孩子的教育很重要，我

们作为家长更要一起参与、以

身作则。”平时，耿艳都会策划

执行亲子读书会的工作，因此

家庭的事务难以兼顾。幸运

的是，耿艳有一位体贴的丈

夫。“我们都希望将孩子培养

为知礼懂礼、会感恩的人。”耿

艳的丈夫十分支持亲子读书

会开展的活动，他也以实际行

动支持着妻子。

每次耿艳开展亲子共读

活动，丈夫都会早早下班，回

家带孩子、做饭，包揽所有家

务活。若耿艳因为办活动迟

迟未能回家时，丈夫还会让孩

子帮忙传话：“妈妈，用不用给

你留饭菜呀？今晚爸爸下

厨。”耿艳说，丈夫是支撑她办

好亲子读书会的坚实后盾。

耿艳的儿子佳录，也是亲

子读书会的“忠实支持者”。

每期亲子共读，佳录都会认真

对待，准时“打卡”，分享阅读

的书籍和心得感想，久而久之

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他

在‘打卡’排行榜里排第二，已

经‘打卡’162天了！”耿艳自

豪地说。

文/珠江时报记者刘伟鹏邓施恩

近日，2021年佛山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名单公布，
里水镇3户家庭被命名为“佛山市最美家庭”。他们在
平凡的生活中书写了一个个弘扬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
风的故事，以实际行动传播家庭文明正能量，为广大家
庭作出榜样。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其中两户的故事吧。

日前，居住在里水镇金峰

洲社区的赵金瑞正忙着组织

其他家庭举办父亲节线上主

题活动。

“因为我们都是新手妈妈，

所以喜欢扎堆讨论学习，互相

分享育儿经验。”赵金瑞说，她

是一名全职妈妈，自2004年
起，便开始研究和学习各类育

儿知识，二胎宝宝出生后，学习

的步伐也没停下来。

去年10月1日，赵金瑞

和10多位妈妈一起筹建了金

峰洲社区亲子读书会，至今已

吸引近500个家庭参与。

有资出资、有力出力。赵

金瑞以及多位读书会成员广

泛链接资源，合力将金峰洲亲

子读书会搭建成亲子学习平

台，不仅为孩子提供阅读空

间，还邀请专业优质的教师，

为妈妈们解答家庭问题，以及

讲授家庭氛围营造、科学育儿

方法等知识。

在金峰洲亲子读书会的

带动下，小区乃至整个金峰洲

片区都营造出一股家庭学习氛

围，越来越多的孩子逐渐养成

自觉看书的习惯，这离不开赵

金瑞和几位妈妈的共同努力。

作为金峰洲社区读书会

的骨干成员之一，赵金瑞以

“小家”带动“大家”，她先后参

与了南海区妇联组织的阅读

妈妈培训营、学校亲子阅读项

目等培训，以优异的成绩成为

首批“阅读妈妈”，并带着丈夫

一起参与孩子的培育和学习。

“家长能静下心、多陪伴，

孩子的阅读兴趣就会逐渐养

成。”赵金瑞说，如今儿女们不

仅养成了每日阅读的好习惯，

还会积极向身边的小朋友分

享阅读乐趣，带动更多的同龄

孩子参与阅读、享受阅读。

赵金瑞家庭

“小家”带动“大家”阅读

耿艳家庭

丈夫儿子成坚强后盾

珠江时报讯（记者/丁当 通

讯员/谭嘉欣）近一周以来，桂城

街道查治办坚持“为群众办实

事”及“发现一宗，拆除一宗”的

原则，对辖区内多处新增违建

开展拆除工作。

7月21日，桂城街道查治

办带领施工队，对夏北社区聚

龙北村6处私自搭建的围墙及

铁门开展拆除行动。上午9时，

桂城街道查治办负责人对现场

工作作出部署，随后开展拆除

工作。但当事人对拆违工作并

不理解，一度阻挠施工进度。

查治办工作人员当即与当事人

沟通，得知当事人认为村干部

也存在搭建铁门情况，认为本

次行动只是针对性拆除，因此

产生不满情绪。工作人员得知

该情况后，第一时间与村干部

交涉，对其作出普法教育，劝导

其要向全村居民做表率。随

后，由村干部带头自拆，以身作

则，拆除工作顺利开展。

此外，近日，桂城街道查治

办接平北社区上报，称江左村

内有一新增违建，已对数十名

居民造成影响。

为解决群众对新增违建的

不满，接报后，查治行动小组马

上前往现场核查。经核查，该

违建在原有主体上新增搭建，

在4楼的楼面上方搭建了一个

面积约20平方米的简易铁皮

屋，这不仅属于违法搭建，在台

风季节这更是一颗“定时炸

弹”，有严重的安全隐患。

为消除安全隐患，7月16
日~17日，查治行动小组人员组

织施工队对该新增违建进行快

速拆除，有效对心存侥幸的村

民起到震慑作用，附近居民连

声叫好。

下一步，桂城街道查治办

将持续加大巡查防控力度，对

于违建、加建等违法行为，采取

“零容忍”的态度，坚决遏制新

增违建行为，营造整洁有序的

辖区环境。

桂城街道查治办加大巡查防控力度

一周拆除7处违建

■7月21日，桂城街道查治办带领施工队，对夏北社区聚龙北村6

处私自搭建的围墙及铁门开展拆除行动。 通讯员供图

▲佛山市金世强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604MA4WENAA83）经股东
决定减少注册资本， 拟由原注册
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50
万元人民币。 请相关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向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佛山市金世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 ：陈丽颜
联系电话 ：13202371188

▲佛山有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605MA523RRBXC） 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 拟将
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人民币减
少至 300 万元人民币。 请相关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
天内，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
告。 联系人：曾祥颖，联系电话：
13924218334，联系地址：佛山市
南海区大沥镇广佛公路与潘谢路
交汇处东北角土地土名 “谢家
前”自编 1--5 号。
佛山有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22 日

▲佛山铂晟置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禅西大道东
侧、塱沙二路南侧、玉带路西侧、
白 坭 路 北 侧 的 佛 禅 （挂 ）
2013-009 地块 7 号地块项目《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440604201700353 号 、 建 字 第
440604201700354 号的总平面图
各 1 张。 特此声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自来水公
司（法人：张伟泉）遗失发票专
用 章 一 枚 ， 印 章 编 码 ：
4406050412248，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减资公告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