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远日报讯 记者申文 “没
想到参加活动还能免费吃鸡，这个
活动搞得不错！”昨日上午，在清城
区城市广场参加活动的市民张先生
高兴地告诉记者，他拿了一大叠食
品安全宣传资料，准备带回家阅读。
当天，我市2018年食品安全宣传周
活动在城市广场正式启动，来自食
品药品、农业、工商等多个部门的工
作人员现场为市民提供食品安全知
识咨询，并免费向市民派发烹饪好
的清远鸡。
“为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关心、支

持和参与食品安全工作，普及食品
安全科学知识，我们举办了此次活
动。”据市食安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的主题

是“尚德守法，食品安全让生活更美
好”。从7月18日起到7月29日，宣传
周活动共安排了11个部门，分别开
展系列主题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包
含新闻发布会、座谈会、标准解读、
成果展示、现场体验等一系列活动，
旨在通过上述活动，增强全社会对
食品安全工作的参与意识，促进公
众树立健康饮食理念，增强生产经
营者守法经营责任意识，扎实推进
我市食品安全各项工作的开展。

活动现场，除了免费吃清远鸡
外，还有免费品茶、真假食品辨别现
场教学等活动，在文艺演出环节还
安排了食品安全知识问答，市民回
答简单的问题即可领取一份精美的
小礼品，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活动。

清远日报讯 记者申文 连日来，我市2018年
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行动技术督查组对建设工
地、工业企业和汽修企业进行督查，发现存在工地裸
土砂石未覆盖、企业生物质锅炉烟囱排放黑烟等情
况，部分工地和工业企业未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技术督查组此次对8个建设工地、5家工业企业
(其中4家企业为“回头看”企业)、4家加油站、4家汽修
企业(均为“回头看”企业)、11条道路和近郊露天焚烧
场所进行现场巡查，发现的主要问题有：清城区盛天
羽毛球馆旁裸土砂石未覆盖；清远市燕湖大道(广清
大道至清佛公路)道路工程“六个100%”未落实到位；
清远市好柔鲜食品有限公司和清远市益丰染织有限
公司的生物质锅炉烟囱排放黑烟；宏盛染织有限公
司(已被清城区环保部门标记为停产)生物质锅炉烟
囱有烟气排放；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源潭万利加
油站进行工程改造，裸土砂石未覆盖且无喷淋装置；
环城二路、先锋西路、先锋中路、曙光二路、城北路、
松鹤西街及西门街道路未保持湿润；曙光二路、江南
北路道路拥堵；新宁路旁露天沙场砂石未覆盖。

此外，督查还发现，355省道、004乡道旁(源潭
镇第一中学对面)、165乡道与004乡道交叉西南方
向(岭塘村附近)及洲心第一中学附近有露天焚烧现
象。督查4家汽修企业未发现问题。

针对督查发现的问题，督查组建议，相关部门
应进一步加强建设工地监管，确保全面落实“六个
100%”扬尘防控措施，加强生物质锅炉排放烟气的
监控，确保锅炉排放烟气稳定达标。同时，应加强主
干道路的保洁及拥堵管控，加大露天焚烧的管理力
度，严禁露天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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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全市捐赠5万元以上的单位名单如下
(共163家)：

英德市文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500000元；广州(清远)产业转移工业
园管理委员会1000000元；英德市祥云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800000元；英
德市荣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00000
元；英德市永昌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元；忠毅清远电子塑胶五金有限
公司500000元；广东广生元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480000元；月亮(英德)纸品有限
公司390000元；香港清远社团总会有限
公司390000元；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
法院326260元；广东远光电缆实业有限
公司350000元；三耀(英德)礼品包装有
限公司300000元；英德桥鑫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300000元；佛冈县万兴电子塑
胶制品有限公司300000元；佛冈建滔实
业有限公司300000元；清远市广硕鞋业
有限公司300000元；清远市金海湾豪庭
房地产有限公司300000元；金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80000元；英德市公安局
250552元；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清远
供电局247060.9元；广东豪美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240000元；英德市白石窑水电
厂215419元；广东嘉博制药有限公司
208000元；清远市公安局205087元；万
邦(清新)鞋业有限公司200000元；广东
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200000元；清远
市源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000元；
台泥(英德)水泥有限公司200000元；英
德市金海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200000
元；佛冈县煌盛房地产公司200000元；
清远市晟兴石料有限责任有限公司
200000元；英德市人民医院196220元；
清远市齐力合成革有限公司170000元；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行
166986元；广东雄星材料有限公司
160000元；英德市人民检察院154392
元；英德市人民法院152826元；清远市
第一中学实验学校150000元；清远市进
田企业有限公司150000元；清远市恒福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50000元；清远市
佳的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50000元；连
州市人民医院150000元；佛冈篁胜投资
有限公司150000元；连州市个体协会

148750元；中共连州市委组织部
140135.2元；时代(英德)皮具制品有限
公司140000元；英德市财政局132950
元；广东烟草清远市有限公司131609
元；广东省清远市地方税务局127821.7
元；清远市财政局127330元；清远职业
技术学院116403.1元；清远市银盏温泉
宾馆106646元；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
106597.97元；广东华坤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100000元；广东天农食品有限公司
100000元；清远大北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100000元；清远天安智谷有限公司
100000元；清远市美心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100000元；清远市朝南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100000元；清远市万豪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100000元；达音创研(清
新)塑胶制品有限公司100000元；清远
蓄能发电有限公司100000元；广东佳纳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000元；英德市中
实投资有限公司100000元；英德市农村
扶贫经济合作社100000元；清远市樵顺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000元；富元
(清新) 服饰有限公司 (禾泰硕)100000
元；广东广百海元物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元；清远市简一陶瓷有限公司
100000元；清远市锦鸿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100000元；广东冠星陶瓷企业有限公
司100000元；清远纳福娜陶瓷有限公司
100000元；清远黄腾峡生态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100000元；连州市公安局98299
元；清远市人民医院97458元；广东华农
温氏畜牧股份有限公司英州分公司
96000元；清远市交通运输局95586元；
连州市潭岭水电厂95000元；英德市中
医院90083元；清远市盛兴中英文学校
90000元；广东省英德商会90000元；广
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90000元；广
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90000元；连州市
工商联86050元；中国共产党清远市纪
律检查委员会84828元；英德市地税局
84756元；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
公司清远分公司84719元；清远市盛源
文化产业有限公司80000元；晋勇清远
橡胶工业有限公司80000元；广东华农
温氏畜牧股份有限公司英德分公司
80000元；清远市宏浩清洁有限公司
80000元；英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77195

元；连州镇北湖医院76252元；阳山县公
安局76016元；连州市妇幼保健计生服
务中心74950元；广东省清远市国家税
务局74250元；中国共产党佛冈县委员
会组织部73247.6元；清远市公安局清
城区分局72000元；连州市工会特殊会
费71598元；英德市荣达建材贸易有限
公司70000元；清远市公安局清新分局
68362元；广东嘉桦福地墓园有限公司
68000元；广东天弼陶瓷68000元；清新
区总工会65429.5元；清远市经济和信
息化局64515元；英德市交通运输局
64310元；阳山县财政局63578元；英德
市国税局61574元；英德市市场开发服
务中心61360元；清远市公路管理局及
下属单位60940元；佛山市清远英德商
会60000元；英德市建臻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60000元；英德仙湖发展有限公
司60000元；英德市宝江水泥材料有限
公司60000元；英德白沙湾温泉开发有
限公司60000元；阳山县合信地产有限
公司60000元；清远市总工会58848.8
元；清远市律师协会58780元；清远市人
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58325元；清远市
技师学院57003.3元；英德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55529元；清远市清新区教
育局545757元；阳山县水务局53900元；
清远市广清城际轨道有限公司50000
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
分行50000元；清远市鑫龙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50000元；广东德高信种植有限
公司50000元；清远市广清城际轨道有
限公司50000元；清远市永华房地产有
限公司50000元；欣强电子清远有限公
司50000元；清远市威鹏房地产有限公
司50000元；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
50000元；清远绿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0000元；英德市佳馨华庭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50000元；英德市佳宇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50000元；广晟集团英德
分公司50000元；英德市积庆里茶业有
限公司50000元；英德市创意广告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50000元；英德市鸿泰玻
璃有限公司50000元；广东致远新材料
有限公司50000元；英德市荣达实业有
限公司50000元；英德市老一队茶业有
限公司50000元；英德仙湖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50000元；英德市星洋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50000元；英德奥克莱电
源有限公司50000元；英德市丰盛古寺
50000元；红苹果家具(佛冈)有限公司
50000元；佛冈县汤塘镇大埔上乪石场
50000元；佛冈县飞龙建材有限公司石
场50000元；连州市广东宏业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50000元；阳山县地方税务局
50000元；清远市红润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50000元；清远市源泽陶瓷原料有限
公司50000元；清城区飞来峡白鹤汛石
场有限贵公司100000元；深圳奥健力健
康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50000元；广东
清远蒙娜丽莎建陶有限公司50000元；
广东家美陶瓷有限公司50000元；清远
清城区源潭镇大龙矿粉厂50000元；佛
山炽昌慈善基金会50000元；清远市邝
氏陶瓷原料有限公司50000元；清远市
集美村生态旅游度假开发有限公司
50000元；清远市广超石业有限公司(虾
仔场石场)50000元。

2017年度“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全市捐赠5千元以上的个人名单如下
(共56人)：

胡英俊90000元；刘卫星30000元；钟
继华30000元；吴国安30000元；廖力嘉
25000元；赖子宣25000元；肖惠联20000
元；冯伟洪10000元；蒋峻10000元；陈本
清10000元；胡观宁10000元；张帮泽
10000元；张雪霞10000元；邓光念10000
元；任勇10000元；刘太英10000元；陈国
强10000元；邓志坚10000元；刘鸿福
10000元；房建球10000元；蓝万明10000
元；卢润波10000元；黎卫和10000元；陈
国平8000元；陈志新6300元；刘桂兴6300
元；曾庙南5000元；邓捷5000元；潘英华
5000元；陈远锋5000元；陈增会5000元；
陈子平5000元；张育彩5000元；袁火有
5000元；李神金5000元；徐文富5000元；
李世文5000元；陆国发5000元；胡烈忠
5000元；华盛州5000元；陈先葵5000元；
潘英华5000元；付伟光5000元；罗细柱
5000元；林社财5000元；李孝能5000元；
林玉宝5000元；朱顺权5000元；练丽嫦
5000元；黄炳龙5000元；李永强5000元；
朱淑娴5000元；何梓沛5000元；黎卫宜
5000元；蔡海华5000元；郑灿金5000元。

我市举行
“广东经济形势报告会”
市直机关23个单位140多名干部职工参加
学习

清远日报讯 记者陈荣汉 昨日，我市举行
“广东经济形势报告会清远市直机关专场”学习活
动，邀请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广东国际战略
研究院秘书长李青进行讲授。该报告会由市直工
委牵头举办，市直机关党群系统23个单位、共140
多名干部职工参加。

报告会上，李青教授指出，当前国际环境基本
稳定，全球经济积极因素与不确定因素并存，国内
经济平稳运行，广东开局稳中向好。党的十八大以
来，广东省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上，大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一步增强了广东发展内生动力；在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上，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增
强国际核心竞争力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上，着力
推进“一带一路”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在形成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
局上不断取得突破；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格局上，大力实施乡村发展振兴战略，积极推动区
域协调发展，为全省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和动力。
作为我国第一经济大省，增长的后劲足、动力强、韧
性大，广东有信心也有能力肩负起“四个走在全国
前列”的光荣使命。

听完报告，现场的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受益匪
浅，报告会帮助大家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广东经济
形势，展示了广东经济在全国的地位，以及广东
2017年以来的经济形势，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
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历程、主要特征及所取得的丰硕
成就。对于干部职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有极大的启发和激励，让大家更加坚定
信心、鼓足干劲，为清远建设贡献自已的力量。

我市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
市民现场免费吃清远鸡，边看演出边学食品安全知识

2017年度“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全市捐赠
5万元以上的单位和捐赠5千元以上的个人名单

部分工地和企
业未落实大气
污染防治措施

洲心第一中学附近有露天焚烧。

16日，市民在活动现场免费吃清远鸡。记者 申文 摄

宣传导语：经国务院批准，从2010年起，我省将每年6月30日设为“广东扶贫济困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扶贫济困事业，8
年来，“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在我市产生了广泛影响，有力支持我市扶贫开发工作，大力促进了我市慈善事业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涌现出一大批具有社会责任感、乐于奉献的爱心单位和个人，为推动我市脱贫攻坚、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消除贫困、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愿望;扶贫济困、崇德向善，乐善好施、助人为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您们的爱心与奉献，必将给贫困者送去温暖、带去希望，必将赢得广大市民和社会的尊重和赞誉。希望社会各界大
力弘扬扶贫济困、奉献爱心的精神，共同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