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刘伟 美编：余永康

广佛一家

2019.1.11��星期五

INFORMATION TIMES

D04

·新佛山

佛山召开佛山市发展全域旅游相关政策新闻发布会

力争2020年旅游收入破千亿

1月7日下午，佛山召开佛山市发展

全域旅游相关政策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

对《佛山市发展全域旅游促进投资和消

费实施方案》《佛山市促进全域旅游发

展扶持办法》《佛山市民宿管理暂行办

法》进行了政策解读、亮点介绍。

新方案体现六个特征

《佛山市发展全域旅游促进投资和

消费实施方案》

（下称《实施方案》）

主要

内容立足佛山市情、区情、乡情和旅游

业发展实际，从主要任务、强化政策支

持和保障措施等3个部分进行部署，提

出了系统性、创新性的行动纲领，体现

了“新格局、新思路、新突破、新看点、新

领域、新模式”六个特征。

主要任务提出了到2020年，旅游产

业总收入突破1000亿元，全年接待游客

超过6000万人次等目标。 并提出了“五

个加快”：加快城旅融合、文旅融合、农

旅融合、商旅融合和创新融合；“七个支

持”： 加强资金支持、 加强旅游用地支

持、支持利用林场资源发展旅游、支持

扩大旅游消费、 深化旅游“放管服”改

革、加强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大数

据支持；“四个加强”：加强组织领导、规

划引导、宣传推广以及督促检查。

真金白银助推全域旅游发展

《佛山市促进全域旅游发展扶持办

法》 （下称 《扶持办法》） 旨在促进佛

山市全域旅游的发展， 鼓励和支持相

关旅游企业 （景区、 酒店、 旅行社

等）， 发挥旅游企业的主动性和联动

性， 构建政府、 行业、 媒体、 公众等

共同参与的全域旅游宣传推广格局，

共同打造高端品质、 本土特色和具有

创新活力的佛山旅游城市。 同时吸引

高端人才为促进佛山市全域旅游出谋

划策， 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交通、

住宿、 “厕所革命” 等）

， 提供高质量

旅游服务， 提升游客满意指数。

《扶持办法》 鼓励旅游企业做强做

大。 对新增的国家 5A 、4A、3A级旅游景

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分别给予

100万元、50万元、2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

扶持；对新增的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

旅游饭店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20

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扶持。

在民宿方面， 鼓励民宿开业经营。

对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的民宿户， 每

间房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扶持资金。

同时进行金宿、 银宿评定。 达到金宿

和银宿标准的， 分别给予10万元和5万

元的一次性扶持资金。 此外， 鼓励民

宿创新宣传方式， 对网络人气最高的

市前3名， 每年分别给予15万元、 10万

元和5万元的一次性扶持资金。

值得一提的是， 对民宿经营企业

数达5家以上、 具备游客服务中心等接

待设施和一定接待能力的行政村 （片

区）， 管理制度和基础设施齐备， 村容

村貌美观， 生态环境良好的， 给予50

万元扶持资金。

最后， 《佛山市民宿管理暂行办

法》 说明了本办法制定的依据与目的，

明确了民宿定义、 规模、 适用范围、

管理原则、 政府和部门职责、 镇村职

责、 行业协会、 民宿规划与促进等内

容。 规定了民宿在建筑、 消防、 治安、

卫生、 食品安全及环保等方面须满足

的基本要求。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吕官弟

通讯员 饶锦涛 曹欣怡

为保障澜石片区居民的生活

质量以及交通安全， 减少货运车

辆对主城区交通的干扰， 提高道

路通行效率， 维护片区道路交通

安全、 畅通 ， 佛山禅城公安自

2019年2月1日零时起， 调整禅城

区澜石片区禁限货车通行的措施，

请有需要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出

行路线。

据介绍，澜石片区是指佛山大

道以东、魁奇路以南，东平河以北

的区域，其禁限货车通行措施将从

原来的“7时至10时、16时至21时，

禁止核定载质量1.5吨以上（含1.5

吨）的货车通行”，调整为“每天6时

至22时， 禁止核定载质量1.5吨

（含）

以上货车通行”。

而界限线上的魁奇路

（桂澜路

以西路段）

因地铁施工禁止一切货

车通行；地铁施工完成后，恢复原

来的禁限措施，即每天6时至22时，

禁止核定载质量1.5吨

（含）

以上货

车通行。魁奇路

（桂澜路至东平路）

每天6时至22时， 禁止核定载质量

1.5吨

（含）

以上货车通行。 佛山大

道禁限货车通行措施不变，即每天

6时至22时禁止一切货车通行，22

时至次日6时禁止核定载质量5吨

（含

5

吨）

以上货车通行。

阿sir提醒，行驶证上标注为专

项作业车的机动车也将被纳入禁

限货车通行的范围，但执行紧急任

务的军车、警车、消防车、工程救险

车不受上述措施限制。而确须在上

述禁限路段行驶的货车，司机可按

照《佛山市货车通行证申请使用规

定》向佛山公安交警部门申领《佛

山市货车通行证》。

另外，新禁限货措施将在2019

年2月1日零时起施行。其中2019年

2月1日至28日为宣传教育期，对违

反本通告的货车车主以教育劝导

为主。 2019年3月1日起违反本通告

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由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予以记3

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邓添泰

通讯员 李健斌

1 月 5 日上午岭南天地热闹非凡，

500 名身穿蓝色外套的青年人到此参观

游玩，他们或在简氏别墅前凝望，在钟

楼前俏皮地合照，或是在老字号餐厅里

大快朵颐。 他们是参加“高铁青年号·创

科体验行” 活动的香港青年， 包括 270

位中学生、100 位高校生、其余为在职年

轻人。5 日上午，他们乘坐“动感号”高铁

列车前往广州、佛山两地，用两天时间

游览广州和佛山两座城市，了解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的经济、科技、文化等发展

状况。

此次在禅城区内的行程由禅城区

外事侨务局和禅城区团委帮助联系和

安排。 在两天的行程中，香港青年还参

观了广州科学中心、 佛山智能家居产

品、佛山污水处理环保企业等。

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当天

在出发礼上致辞时表示，广深港高铁香

港段的开通，增强了内地与香港之间的

互通互联， 而广州和佛山临近香港，又

是国家先进制造业的重点城市，香港将

积极配合国家所需，与内地做到优势互

补。 而禅城区团委负责人也表示，禅城

区每年都组织“禅港青年公益交流营”，

安排香港大学生到禅城进行经济、公

益、文化交流。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江欣蔚

通讯员 禅团宣

1 月 7 日傍晚时分， 佛山禅

城公安接市局 110 指挥中心警情

通报， 市民林先生被他人以送快

餐兑换零钱的形式实施诈骗， 损

失现金 152 元和 1 份快餐。 接到

报案后， 佛山禅城公安便衣民警

迅速前往案发现场并了解情况。

据林先生介绍， 他和妻子一

起开了一家小型快餐店， 业务来

源主要是附近的办公写字楼。 由

于小本经营加上路途较近， 林先

生并没有开通网上外卖平台， 而

是每天自己跑腿送外卖。 当日 17

时许， 林先生如常接到外卖电话，

对方自称姓廖， 是某写字楼办公

室员工， 还一口气点了 4 份快餐，

同时请求林先生提供兑换零钱的

服务。 本着多一个朋友， 多一个

客户的心态， 林先生没有太多犹

豫就答应了对方。

约 30 分钟后， 林先生带着零

钱和 4 份外卖快餐来到对方指定

的办公大楼下， 见到已经等候在

门口的廖某。 据林先生回忆， 当

时廖某神色匆忙， 看见自己时马

上就跑了过来， 一手接过其中一

份外卖和用于找赎零钱， 交代几

句后便匆匆出门了。 “当时他说

急着出去开会， 让我把剩下的外

卖拿到 19 楼的 1907 办公室， 向

他的同事收钱即可”， 林先生无奈

地说道。

随后， 林先生只好按照廖某

的说法， 坐电梯来到了 19 楼。 然

而， 该大厦 19 楼只有 5 个办公

室， 根本没有廖某说的 1907 办公

室。 着急的林先生马上拨打廖某

的电话， 可对方早已关机。 林先

生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

民警调取了大厦的监控录像，

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廖某。 当

晚， 民警在禅城华远东路附近将

廖某抓获。 目前， 廖某已被刑拘。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邓添泰

通讯员 叶家俊

禅城澜石片区禁限货车通行时间将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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