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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

记者 韦柑潞 实习生

叶佳茵

) 据央视新闻报道，根据《上海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上海

将推动旅馆、餐饮业限制或减少使用一

次性产品。 尽管条例在今年 7 月 1 日才

实行，但目前已有酒店提前行动。 广东

的酒店是否也实行类似标准，成为市民

关注的话题。 昨日，记者了解到，广东大

部分酒店目前仍提供“六小件”。

酒店：仍为客人免费提供“六小件”

酒店“六小件”，泛指顾客入住酒店

后，酒店为顾客提供的一次性免费洗漱

用品，包括牙刷、牙膏、香皂、沐浴液、拖

鞋、梳子。

昨日，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广东

大部分酒店都免费提供“六小件”。

记者昨日打电话至七天连锁酒店

（广州客村地铁站二店）

前台，工作人员

表示：“目前酒店都有免费提供一次性

牙膏、牙刷等‘六小件’，其他七天酒店

也有。 ”全季酒店

（广州天河火车东站

店 ）

的前台也告诉记者，目前酒店都有

免费提供一次性“六小件”，华住集团旗

下的酒店都有提供。

记者同时从总部在上海的华住集

团公关部获悉， 目前华住旗下全季酒

店、星程、汉庭等品牌酒店都免费提供

牙膏、牙刷等洗漱用品，但不同品牌形

式不同， 有的提供的是可持续使用的

“大件”，如洗发液、护发素、沐浴露等的

大瓶装，用完还可继续补充，减少浪费。

华住集团公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如

果届时在上海的华住旗下酒店实行了

新的规定，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同品牌酒

店可能也会联动。

一名业内人士则表示，强制取消酒

店“六小件”不太好实施，如果是鼓励消

费者自备“六小件”会比较好，因为很多

游客住民宿或者经济型酒店会自备牙

膏牙刷。 但是高端酒店的价格高，人们

对酒店的期望也更高。

一名广州某五星级酒店的工作人

员表示，从环保角度出发，可采用一些

鼓励措施，比如住客自备“六小件”，可

送水果、点心或者积分等。

市民：完全取消“六小件”不方便

常出外旅行的市民黄女士表示，从

环保的角度考虑，自备牙刷、牙膏、拖鞋

是可以的，但如果沐浴液、洗发水也要

自带，就不太方便。

而昨日信息时报官方微信进行的

投票中，出于环保考虑，支持取消“六小

件”的比例占了三成多；觉得自己携带

不方便，认为不该取消的，占到六成多。

广州地区饭店协会秘书长郑穗宁

表示，2011 年起实施《饭店星级的划分

与评定》标准，取消了酒店“六小件”的

硬性要求。 去年实施的《广州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也提倡旅馆、餐饮业尽量

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 但酒店是服务行

业，从方便客人的角度出发，广东很多

酒店目前仍会提供“六小件”。

第一批25个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建设名单发布

每个产业园

财政补助5000万

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熙灯 通讯

员 粤农农轩）

记者从广东省农业农

村厅获悉，经各地申报推荐、现场核

查评审、公示，并报省政府审定，2019

年全省第一批25个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设名单正式发布。 每个产业

园将获5000万元的财政补助资金，这

笔建设资金近日将拨付到实施主体。

据介绍，广东省委、省政府把大

力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作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产业兴旺的重

要抓手，启动实施以丝苗米、优质蔬

菜、岭南水果、花卉、南药、茶叶、优质

旱粮、食用菌、生猪、家禽、水产、油

茶、 剑麻等为特色主导产业的产业

园建设活动。

据了解，2018年， 省财政投入了

25亿元启动建设50个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实现建设规划、实施主体、技

术团队、补助资金“四个100%到位”，

拉动各类投资91.88亿元，带动123万

农民就业增收。

广东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

投入25亿元，支持新建50个省级产业

园，到2020年还将再新建50个，基本

实现一县

（市、区）

一园的总体布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实习生

赖新旖 通讯员 刘锁强）

昨日， 记者从

“2018 年广东文物考古汇报会”上获悉，

2018 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基

建考古调查、勘探项目共 29 个，共发现

遗址、遗物点、建筑基址等各类文物点

近百处。 据悉，本次汇报会是省考古所

30 年来首次面向公众开放汇报会。

从 1 万多年前最完整的人骨，到南

海载满珍宝的沉船；从文物保护技术的

研究，到古代建筑规划的思考……2018

年，广东文物考古工作收获满满。 据省

考古所所长曹劲介绍，据统计，该所开

展基建考古调查、勘探项目 29 个，共发

现遗址、遗物点、建筑基址等各类文物

点近百处。

汇报会上， 省考古所重点汇报了

2018年度广东文物考古工作中的八个

重要项目，涵盖了田野考古、水下考古、

文物保护与古建筑保护四大领域。 这些

项目包括：“乳源莱山六朝至唐时期墓

葬群考古发现与收获”“关于古建筑群

保护规划编制的思考———以功武村古

建筑群保护规划为例”“‘南海I号’2018

年的发掘与发现”等。

省考古所举行2018年广东文物考古汇报会，“解密”广东文物考古最新成果

“南海Ⅰ号”上发现了咸鸭蛋

上海将推动旅馆限制或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

广东大部分酒店目前仍提供“六小件”

特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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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南海I号”出土文物达106000件

“南海 I 号” 沉船位于广东省台

山、阳江交界海域，于上世纪 80 年代

末期发现，后经整体打捞移入广东海

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该沉船是迄今为

止中国水下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 据

介绍，去年“南海 I 号”的发掘以提取

船内文物为主，据初步统计，该年度

出土文物数量约 106000 件， 出水文

物的数量、精美程度和丰富程度大大

超乎预期。

文物中以瓷器为最多，有浙江龙

泉系的青瓷、 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

福建德化白瓷及磁灶窑黑釉瓷和酱

釉瓷、闽清义窑青白瓷等，也有少量

其他窑口的瓷器。 其中一件德化窑印

花四系罐，其底部发现“癸卯”墨书，

为判断沉船年代提供了新的佐证材

料。

此外， 发掘的文物还包括金器、

银器、铜器、铁器、钱币、竹木漆器、朱

砂等，还提取了一批疑似药材、植物

种子或果实。 果实中有橄榄、荔枝、枣

核、稻谷壳等、松子、黑胡椒、冬瓜籽、

银杏、橄榄核等。 其中，咸鸭蛋的发现

很让人意外———在一个罐子中装了

数枚咸鸭蛋，有的已破损，有的完好

无损。

2018年度广东文物考古部分重要项目

英德青塘遗址考古发掘与收获

项目位于清远市英德市青塘镇，

经三年考古发掘，英德青塘遗址发现

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连续的

地层堆积，清理出墓葬、火塘等多个

重要遗迹，出土古人类化石、石器、陶

器、蚌器、角骨器、动物骨骼及植物遗

存等各类文物标本一万余件。

东源大顶山墓地考古发掘成果

东源大顶山墓地位于河源市东

源县境内。 2018年5月至8月，省考古

研究所对该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

掘面积600平方米。 本次发掘发现14

座商周时期墓葬，出土150余件陶器、

玉器、 石器以及青铜器等珍贵文物，

并提取大量土样、碳样和植物遗存等

重要标本。

乳源莱山六朝至唐时期墓葬群

考古发现与收获

去年，省考究所为配合韶关机场

建设对工程用地范围内古墓葬进行

了考古发掘工作，至今年1月，共清理

六朝至唐时期墓葬55座，出土金、银、

铜、铁、陶瓷、滑石等器物460余件。

“南海

I

号 ”

的发掘以瓷器为

最多。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网吧伤人后潜逃

两男子深圳落网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子垤 通讯

员 钟金华 柴琳娜）

因为口角纠纷，

犯罪嫌疑人冯某、古某等人在网吧对

受害人陈某拳打脚踢， 随后畏罪潜

逃，并结伴赴深圳打工。 记者从广铁

警方获悉，3 月 11 日，冯某、古某在

深圳被铁警抓获。

3 月 11 日， 深圳铁路公安处笋

岗车站派出所接到涉嫌故意伤害在

逃人员冯某、古某在车站附近出现的

线索， 立即组织警力进行追踪抓捕。

18 时 30 分许，民警在深圳市罗湖区

宝安北路一个住宅小区出租屋内发

现古某的踪迹，民警一拥而上，将其

抓获。 19 时许，民警乘胜追击，在附

近将另一名在逃人员冯某抓获。两名

在逃人员被民警押往笋岗车站派出

所审讯。

经查，冯某、古某二人是同乡，都

是 21 岁。 2018 年 2 月 23 日，冯某、

古某等人在广东高州市石鼓镇某网

吧与他人发生口角纠纷。为争回所谓

的“面子”，冯某等人对受害人陈某大

打出手，致使陈某受了轻伤。 陈某报

警求助，犯罪嫌疑人冯某、古某等人

知道事态严重后畏罪潜逃。冯某和古

某结伴潜逃到深圳打零工，考虑到这

样比较自由， 随时可以换个地方逃

匿， 没想到还是逃脱不了民警的追

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