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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古晓彤）

1 月 11

日下午，番南、金湾燃气携手大地保险燃

气安全责任保险项目签约仪式在番禺区

举行。 这两家燃气企业为全广州市内所

属公司的 80 多万瓶装液化气购买保险，

此举意味着全市近 15 万户的瓶装燃气

今后可享受燃气安全责任保险。

用户无需多付费就能受保

记者在签约仪式上获悉， 参与此次

燃气安全责任保险的企业是广州番南液

化石油气有限公司和广州金湾燃气有限

公司， 燃气安全责任保险的保费由两家

燃气企业分别承担, 市民不用多掏钱就

能够得到保险保障服务。

据了解， 目前市面流通使用的瓶装

液化气钢瓶， 只有生产厂家购买的钢瓶

生产质量保险， 但每瓶气在使用过程中

的安全保险并没有购买。为此，该燃气安

全责任保险项目填补了全市燃气安全责

任保险的空白，属全市首创。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燃气安全责任

保险只针对瓶装燃气用户， 管道燃气用

户并不在保险范围内。 具体的保险覆盖

范围是两家瓶装燃气公司及其雇员，以

及使用上述燃气公司瓶装燃气的居民用

户、商业

（ 餐饮）

用户、燃气工业用户。 根

据该燃气安全责任保险制度， 被保险人

在场所内生产、 经营或使用燃气的过程

中，因燃气事故

（ 火灾、爆炸、爆燃、泄露

中毒）

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保险公司将按照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单次事故最高赔

500

万元

据了解， 本保险方案的年度累计责

任限额是 1000 万元，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是 500 万元。其中，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责

任限额是 25 万元/方·次，每次事故每

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是 50 万元，每

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责任限额是 25

万元。

番禺区大龙街道办事处城管科相关

人士介绍，此次保险覆盖了全市 80 多万

瓶装液化气、15 多万的瓶装燃气用户。

据悉， 目前保险公司已成立专项理赔服

务小组，一旦发生瓶装燃气事故，保险公

司会第一时间介入。 现场若发现有承保

单位的气瓶，会立即安排现场勘查工作，

并启动定损、赔付程序，确保及时、准确

地进行保险理赔。

据介绍，2014 年 7 月， 广州市采用

了燃气经营许可证制度， 全市燃气公司

的钢瓶都贴上二维码标签， 为燃气用户

核发供气卡。依托“广州市瓶装液化气供

应智能监管信息平台”， 对气瓶检测、充

装、储存、运输、配送、使用，全流程监督，

避免黑气在市场流通， 提升瓶装燃气使

用安全。

大龙街道办事处提醒广大市民，只

有选择合法企业的正规充装燃气， 才能

真正获得安全保障， 市民万一买到“黑

气”，保险不予理赔。

信息时报讯（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黄韵筝）

昨日下午，“游古都 识传统”系

列活动首场———“我在广州寻古迹 来

一场博物之旅”在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历史馆开启。 作家荆方亲临现场，带领

小读者们穿越回一千年前的广州，寻找

广州的古迹，认识传统的老广州。

该活动由广少图和新世纪出版社

共同主办，创作了《古都“食”空大冒险》

《舌染红尘》等多部作品的作家荆方，为

小读者们娓娓道来广州的传奇故事。广

州有一条香喷喷的路，是上下九还是北

京路？其实都不是。“古代中国有一条海

上丝绸之路，连接整个世界，这条神秘

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就在广

州。”她说，当年从广州经过海丝运出去

茶叶、丝绸、瓷器，再运进来香料，因此，

海上丝绸之路又叫香料之路。

千年前的广州长啥样？为展现广州

昔日的繁华景象，荆方从西汉南越王博

物馆里的各种展品作为切入点，为小读

者介绍了南越国时期的宫殿、 服饰、器

物、服饰等。结合屈大均的《广东新语》，

引导小读者认识一个“民以食为天”“食

货居奇”的广州，体会广州美食文化的

博大精深。 西关大屋、趟栊门、满洲窗

……图文并茂、生动有趣的讲座内容引

发了在场小读者对古代生活的畅想，大

家纷纷表示，想做一回“古代人”。在“我

来画广州”互动环节中，荆方带领孩子

们用画笔为葫芦香囊、如意香囊、方胜

香囊等民族饰物涂颜色，涂出孩子们心

中的美丽广州。

据悉，“游古都 识传统” 系列活动

共有 4 场，接下来的活动还包括“我在

开封吃顿饭， 来一场美食之旅”；“我在

北京逛个街， 来一场民俗之旅”；“在岭

南看古物，来一场器具之旅”等。荆方将

继续带领小读者们，一起慢慢“游历”中

国各大古都，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向梅芳）

刚刚过去的 2018 年 12 月，

不少青菜价格上涨了，其中青瓜上涨

幅度近三成。 1 月 12 日，记者从国家

统计局广州调查队获悉，2018 年 12

月份，广州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简称

CPI

）

环比持平，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0.8%，非食品价格下降 0.2%；消费品

价格下降 0.4%，服务价格上涨 0.7%。

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环比呈 4 降 3

涨 1 平。

数据显示，上个月食品烟酒价格

上涨0.5%，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0.8%。

具体来看， 食品类14个小类价格呈5

降8涨1平，各类价格涨跌幅均不超过

4.0%。 据介绍，2018年12月份天气总

体稳定，但受两次寒潮来袭供应减少

影响，鲜菜价格微涨0.1%。 调查的34

种鲜菜价格13降19涨2平， 其中价格

涨幅超过一成的有5种， 而价格降幅

超过一成的有4种。 此外，全月猪肉价

格上涨2.8%。

受元旦前旅游需求增多影响，旅

行社收费价格上涨1.4%。 而受广交会

结束后需求减少影响，宾馆住宿价格

下降5.1%； 受国际金价变动影响，金

饰品价格上涨0.4%，但铂金饰品价格

下降6.8%。

信息时报讯（记者 崔小远 通讯

员 谢子亮

）近日，广州市南沙区教

育局发布关于《南沙区认定和扶持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实施办法

（ 修订

稿）

》征求意见

（ 下称“ 意见稿”）

的公

告。 根据意见稿，符合相关规定条件

的幼儿园，可在 3 月 15 日前向南沙

区教育局提出认定申请。 届时，区教

育局将统一制作“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牌匾并授予经认定的幼儿园。

据了解， 目前南沙区有 105 所

幼儿园， 其中公办幼儿园 37 所，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 46 所， 两者占比

79%。 为达到 2020 年完成全区普惠

性幼儿园覆盖率 80%以上的目标，

意见稿提出， 经申请认定的普惠性

幼儿园可享生均定额补助每生 1300

元/年，用于补助教职工津贴的比例

不超过 50%， 其余用于补助设备费

和公用经费，保障幼儿园基本运作；

发放园长和教师从教津贴， 最高每

人每月可补助 700 元； 通过结对帮

扶、双向派遣、集团化运作等形式，

加强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骨干教师

队伍的培训力度等政策保障。

意见稿还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在规范办学、收费、教职工工资福利

待遇等方面作出具体要求。“幼儿园

的收入主要用于补偿办园成本，不

得营利，且要实施科学保教、无‘小

学化’倾向。 ”南沙区教育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区教育局每年组织一次

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认定， 认定

后有效期为 3 年， 到期后应重新申

报。

根据意见稿， 保教费收费标准

为： 省一级幼儿园不高于1560元/

月； 市一级幼儿园不高于1200元/

月；区一级幼儿园不高于900元/月；

规范化幼儿园不高于660元/月；由

政府统筹并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的小区配套幼儿园， 在未达省

一级幼儿园等级时， 其保教费收费

标准参照市一级幼儿园执行。

15万用户可享瓶装燃气免费上险

属全市首创，单次事故最高可赔500万元

南沙认定扶持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办法征求意见

省一级幼儿园收费

不高于1560元/月

探寻广州古迹 来一场博物之旅

上月广州CPI环比持平

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环比呈4降3涨1平

青瓜

（上涨

29.3%

）

豇豆

（上涨

16.5%

）

节瓜

（上涨

12.5%

）

苦瓜

（上涨

11.9%

）

韭王

（上涨

10.1%

）

在 “我来

画广州” 环节

中， 孩子们纷

纷用画笔为葫

芦香囊、 如意

香囊、 方胜香

囊等涂色。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涨幅超一成

大白菜

（下降

15.7%

）

西兰花

（下降

15.3%

）

青椒

（下降

13.8%

）

西红柿

（下降

10.1%

）

降幅超一成

猪肉价格：

上涨

2.8%

羊肉价格：

上涨

4.9%

虾蟹价格：

上涨

8.7%

鸡蛋价格：

下降

0.5%

淡水鱼价格：

下降

0.4%

其他

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环比

交通和通信类价格：

下降

1.8%

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

下降

0.6%

衣着类价格：

下降

1.0%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

下降

0.1%

食品烟酒价格：

上涨

0.5%

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

上涨

0.2%

居住类价格：

上涨

0.7%

医疗保健类价格：

持平

食

品

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