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时报讯（记者/郑慧苗

通讯员/罗绍鸣 摄影报道）在大

沥镇街头，一辆看似普通的汽车

行驶着，车顶却隐藏了一根大

“吸管”。它就是监测监管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VOCs）排放的

“神器”——VOCs走航监测车。

5月起，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南

海分局在全区开展覆盖式走航监

测工作，9月8日，这场“大气健康

体检”走进大沥，通过走航的方式

精准“把脉”大沥大气污染源分布，

揪出风险源头，达到预警效果。

开展走航监测，可以对城市

道路和主要工业聚集区进行挥

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画

像”，弄清污染物的浓度、种类、

来源及其空间分布、排放规律

等，实现从区域全貌到污染区

域，再到污染企业甚至企业工段

的精细化管理，有效提升大气环

境治理水平。

记者跟随走航时观察发现，

走航监测车内的电脑屏幕上，右

半部分地图区域每5秒就会出

现一根柱状的数据条，左半部分

则显示VOCs100多种成份物

质的具体浓度数据。“走航监测

车可以做到秒级监测，能快速捕

捉到传统方法难以捕捉到的

VOCs短暂高值。”监测人员说，

传统的监测方法，最快只能做到

以小时为单位测出数据。

走航监测将VOCs的浓度

分为7个级别，最低的一级，浓

度范围在 0至 200微克/立方

米，在地图上实时显示为绿色；

最高的一级，浓度则超过1200
微克/立方米，实时显示为紫色。

监测过程中，地图上显示的

大沥走航数据基本为绿色，即代

表VOCs的排放水平较低。到

了某道路，实时数据柱状条突然

跃升呈现峰值，变成了红色和紫

色级别。

监测人员解释，出现这短暂

的高值，可能会有一些VOCs组
分的排放，但具体问题还要结合

即时的气象条件，如风速、风向

等来做综合分析判断。

“走航发现VOCs排放高值

点位，我们会把情况反馈给大沥

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后者及

时派出工作组现场调查取证，防

止VOCs偷排或泄露。”监测人

员说，除走航监测外，他们还将

协同使用无人机检查园区废气

排放口，为南海大气污染防治提

供数据支持。

下一步，南海将通过不定期

走航车监测与执法监测相结合

的方式，落实责任、跟进治理，实

现对污染源的精准管控，确保大

气污染治理取得显著成效。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春妹

通讯员/黄佩雯）9月14日，“灯

湖投融荟”系列第二期路演活动

在千灯湖创投小镇举行，八个项

目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向

投资人进行全方位的展示，为投

融资对接按下快进键。

此次路演活动，聚焦智能制

造领域，吸引了欧姆康、国电光

宇、清瞳科技、粤磁稀土新材料、

妙微科技、辰天科技、亿商通和

鸿源智能科技8个项目参加。

现场，欧姆康项目代表通过

介绍行业痛点、产品技术优势、商

业模式、市场分析、业绩及团队等，

向投资者全方位展示企业情况。

欧姆康是一家研发、生产及

销售新型生物微纳米材料的高

科技公司。该公司自主研发的

多个抗菌材料解决了天然抗菌

剂不耐水洗等短板。

活动创业导师、广州起点投

资有限公司创始人修铭阳给该

项目提出建议，可发挥自身优

势，跟佛山的家具企业就抗菌领

域进行合作。

为了扩大活动覆盖面，助力

创业者资本加速，提升资本对接

效率，此次路演活动首次采用

“线上+线下”的活动形式。未到

现场参加活动的投资人，可通过

线上路演平台观看路演直播。

千灯湖创投小镇相关负责

人表示，本期路演活动，旨在促

进科技项目与佛山产业联动，无

缝对接金融投资机构，搭建优质

项目与佛山产业及资源对接的

关键桥梁。

接下来，千灯湖创投小镇将

强化投融精准对接，进一步梳

理、整合优质项目资源，完善融

资项目库和投资机构信息库，引

导资本与本地优质项目对接，力

促金融及各种资源与实体经济

的有效对接，提高项目转化率。

南海运用VOCs走航监测车开展生态环境监测，精准“把脉”大气污染源分布

车顶“大吸管”一路测废气

“灯湖投融荟”系列第二期路演活动举行

八项目“双线”路演按下投融快进键

三、标的展示期：2021年9月23、24、26日。
四、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2021年9月27日下午5时（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办理参拍手续截止时间：2021年9月28日

下午5时，保证金交款账户及具体参拍手续详见网站。
五、办理参拍手续地点：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夏南路58号方舟一号建筑产业中心大楼2层大厅1、2号窗口。
联系电话：0757-81631275 网址：http://www.nanhai.gov.cn/fsnhq/bmdh/sydw/ggzyjyzx/jyxx/

一、拍卖房产类标的如下：

二、拍卖设备、商品类标的如下：

佛山市南海公有资产流转服务有限公司
佛 山 市 公 联 拍 卖 有 限 公 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佛山市南海公有资产流转服务有限公司与佛山市公联拍卖有限公司定于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上午9:00通过
中拍平台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2021年9月29日上午9:00开始
公告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标的名称
越秀区大沙头路东船上街1号903房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南1号美豪 美景阁6楼C房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华夏东苑10号A座702房及702号储物室

佛山市市区南华一街13号803房
佛山市市区南华一街13号804房

珠海市斗门区白藤湖环湖南路40号1栋及珠海市斗门区白藤湖环湖南路40号2栋
南海市桂城区市东下路1号之二201房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驿园西路南七巷1号-1二梯401房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园东南路22号303房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园东南路5号沥伟楼首层34号车位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园东南路5号沥伟楼首层35号车位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园东南路5号沥伟楼首层36号车位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园东南路5号沥伟楼首层37号车位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园东南路5号沥伟楼首层38号车位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园东南路5号沥伟楼二层3号车位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园东南路5号沥伟楼二层7号车位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园东南路5号沥伟楼二层20号车位

参考面积（㎡）
36.3
92.63
139.53
100.16
117.79
750.46
78.06
55.86
96.57
16

25.71
20.67
16.43
16.43
25.67
28.7
27.5

参考价（元）
1639260
1056000
977300
758160
754800
662900
455478
268100
544080
106100
139500
116400
105700
105700
95100
139600
140600

保证金（元）
330000
210000
200000
150000
150000
130000
91000
54000
110000
21000
28000
23000
21000
21000
19000
28000
28000

2021年9月29日上午9:00开始
公告号
18

19

20

标的名称
大沥某小学废旧资产一批

桂城某水利排灌养护站废旧资产一批

南海某自然资源局废旧资产一批

参考价（元）
177024.72

29991

11528

保证金（元）
35000

6000

2300

公告号
21

22

23

标的名称
桂城某财政办公室废旧资产一批

某投资建设公司库存电力电缆一批

某信息工程公司残损商品和滞销商品一批

参考价（元）
5037.81

418574.14

9679.93

保证金（元）
1000

84000

1900

南海供水水质公告
（2021年9月4日至2021年9月10日）

项目

出厂水9项合格率

管网水7项合格率

综合合格率

国标要求（%）

≥95
≥95
≥95

统计结果（%）

100

100

100

检测次数（次）

135

287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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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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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具体水质检测数据请关注南海供水公
众号查看。

瀚蓝南海供水客服热线：0757-86399222

备

注

精诚服务 情润万家

南 海 供 水
微信公众号

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燃气客服电话：81234111 燃气抢险电话：86227019

燃气安全 关系你我

根据2021年9月1日施行的新修改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四款，“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

用燃气的，应当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保障其正常使用。”若

未按照规定安装，根据新法第九十九条第八款，“餐饮等行业的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责令限期

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新版《安全生产法》规定
餐饮行业使用燃气要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校巴满座影响上学
市长直通车帮解决

珠江时报讯（记者/周钊泷通讯

员/陈涛）“没有校车接送，往返家校要

一个小时，很不方便。”开学前两天，桂

城东翔学校家长施先生有点闹心，孩

子被告知校车车位已满，需要等位。

情急之下，施先生决定求助市长直通

车。9月13日，记者电话回访施先生

了解到，开学第二周的周一，施先生

的小孩和其他几名同学都坐上了校

巴，上下学接送问题得到解决。

东翔学校学生多数为新市民子

女，流动性较强。“有时候，甚至要等

到开学的头几天，才确定他们来不

来上学。”校长张胤说，今年有几个

起初约定搭乘11号车上下学的学

生就没来了。南海区教育局接到反

馈后，及时督促东翔学校跟进处理。

车位有了，但11号车不经过施

先生居住的星晖园小区，怎么办？

幸好11号车与1号车均途经皇都

酒店站。于是，学校征得部分在皇

都酒店站上下车的学生家长同意，

成功引导其子女改乘11号车上下

学。至此，施先生和其他学生如愿

坐上了1号车。“有了校车接送，确

实方便多了。”施先生说。

“一般情况下，校车会优先满足

上学期已报名学生的需求。恰好1
号车坐满了人，这才出现了等位的

情况。”张胤说，接下来，学校将不断

优化校车线路及其他措施，尽可能

地满足学生的乘车需求。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右

通讯员/陈均俊）9 月 14 日，

“2021火炬科技成果直通车（佛

山站）新型研发机构专场”在佛

山季华实验室举行，旨在促进重

大研发成果及科研能力在广东

省落地转化为新产品、新产业、

新动能。应防疫要求，活动采取

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

近亿元扶持资金
推动科技成果落地

佛山高新区作为火炬中心推

动的“企业创新积分制”首批试点

单位，也是广东的唯一试点，将直

通车工作与创新积分制紧密结

合，这是今年直通车活动的一大

亮点。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贾敬

敦在致辞中表示，这是助力佛山

高新区建设成为制造业创新驱动

发展示范区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的积极探索。

活动还对《佛山高新区企业

创新积分制试点工作方案》进行

宣讲解读。前段时间，佛山高新

区同步启动组织瞪羚、单打冠

军、独角兽企业，以及前沿技术

应用场景试点示范项目等申报

工作，并评选出27个高技术人

才团队，目前正在公示阶段，计

划扶持资金近亿元，拿出真金白

银来强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

配套支撑，促进科技成果更稳步

地落地佛山。

科技成果直通车
有了3.0版本

这是佛山高新区第三年承

办直通车活动。2019年，直通

车将中科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等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

成果引进来，推动5项科技成果

达成合作。2020年，直通车带

领佛山本地的需求走出去，先后

走进深圳、上海、北京对接优秀

科技成果，以科技金融对接、上

国际项目对接、高校成果对接为

侧重点，促成佛山需求与国内先

进技术联通对接。

“经过两年的摸索与经验积

累，我们满怀信心和决心，在

2021年打造出佛山科技成果直

通车3.0版本。”佛山高新区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潘东生

表示，今年的活动将与企业创新

积分试点工作进行有机整合，有

力地构建“一个核心总部”牵头

汇聚成果并给予政策和资源扶

持，联动“多个孵化载体和成果

服务机构”为创新服务支撑的

“1+N”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

联合体系。

季华实验室、大湾区科技创

新服务中心、清华大学国家技术

转移中心等代表进行科技成果

转化主题分享，并联同季华实验

室科研成果项目、清华科技园落

地佛山项目进行现场路演。

佛山高新区成为省内唯一“企业创新积分制”首批试点单位

试点创新积分制促科技成果落地

▲VOCs走航监测车外

置设备。▲监测过程中，地图上显示的大沥走航数据基本为绿色。

■“2021火炬科技成果直通车（佛山站）新型研发机构专场”在佛

山季华实验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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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召
开机关作风建设会议

深入村居调查
提升工作效能

珠江时报讯（记者/谢轲）9月

14日，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召开

“守底线、强担当、提效能”机关作风

建设会议，围绕作风建设工作分析

形势、查摆问题、研究措施。

镇委委员、罗村社会管理处党

委书记、主任何宇聪论述了“守底

线、强担当、提效能”在实际工作中

的涵义。

“守底线”就是要“讲规矩”，包

括工作有没有落实、是否严格遵守

办事流程、是否倾听了群众的诉求

等；“强担当”就是要有“危机意识”

和“补位意识”；“提效能”则是要改

进工作方法，对于基层的问题，要主

动履职担当，去村居走访调研，倾听

真实的声音。

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要树立“以

情做事，用心待人”的意识，营造争

先创优的良好氛围；要大胆创新工

作方法，大胆统筹协调，营造积极实

干的工作氛围；要加强时间观念，将

工作细致铺排，倒逼工作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