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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经佛山海关驻南海办事处检

疫合格的1130条、 货值为9900港币的观

赏鱼正式启运斯里兰卡， 并于4月5日在

该国顺利通关。 这不仅是佛山市观赏鱼

首次成功出口斯里兰卡， 同时也是广州

海关辖区观赏鱼首次成功出口斯里兰

卡。

“我们之前向美国、比利时、德国、马

尔代夫、柬埔寨等国家出口过观赏鱼，今

年开拓了斯里兰卡市场， 斯里兰卡的卫

生检疫要求与之前出口的欧美国家相比

侧重点有所不同。刚接到订单时，还发愁

如何才能顺利出口， 多亏了海关提供指

导和帮助。”佛山市南海区自然美观赏鱼

养殖场负责人周广秋说，“目前， 第二批

观赏鱼出口斯里兰卡计划正在进行中，

约有货值为2万港币的1500条金鱼、1000

条锦鲤， 将在本月斯里兰卡的新年前运

抵。 ”

为保障此次观赏鱼顺利出口， 佛山

海关驻南海办事处积极帮助企业跨越

“门槛”， 严格按照海关总署水生动物监

测计划， 做好日常抽样送检， 指导规范

企业种苗引进、 饲料使用、 药物管理、

卫生防疫、 废水处理等操作。 根据斯里

兰卡方面的具体要求， 指导企业送检相

关检测项目， 及时出具经与斯方确认的

动物卫生证书， 确保出口观赏鱼符合其

要求， 为出口观赏鱼顺利通关保驾护

航。

近年来， 佛山海关驻南海办事处一

直致力于帮扶南海农产品走出国门开拓

新市场，已多次帮助企业实现首次出口，

其中鱼油首次出口智利， 宠物食品首次

出口克罗地亚。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通讯员 焦洋

佛山市南海区要求：

新建小区需配建不少于600m

2

社区用房

□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社区活动中心是不少市民的日常

好去处。 为进一步规范城乡社区配套公

共服务用房， 提升社区治理和服务水

平，日前南海区发布了《佛山市南海区

城乡社区配套公共服务用房建设和管

理实施办法

（试行 ）

》

（下称 《办法 》）

，明

确规定，新建小区社区用房需满足建筑

面积不应小于600平方米等要求， 否则

将不予通过验收。

社区用房不得列入公摊面积

社区用房的全称为“城乡社区配套

公共服务用房”， 是指城乡社区内开展

公共服务、志愿互助服务和群众性活动

的场所，如村

（社区）

党组织和村

（居）

委

会的工作用房、 党群服务阵地用房、社

区卫生服务站等。

尽管南海区早在2010年就发文，要

求住宅项目开发商需无偿提供社区用

房， 并在全市率先设定了面积标准，但

南海区民政部门表示， 在部分老旧社

区，尤其是超10万人口的社区，人均社

区用房的配置水平仍难以达标。

为此，《办法》明确规定，新建住宅

（含商住用地内兼容住宅）

项目中，配建

公共服务用房的面积，原则上不低于住

宅总计容建筑面积的1％，且最低应不小

于600平方米， 最高可不超过2500平方

米，且应为独立成套的单体空间，交通

便利、空间宽敞、设施完善。 同时《办法》

还提到，作为公共配套设施，社区用房

不能列入住宅物业的可售建筑面积和

建筑分摊面积。 而针对部分开发商对社

区用房以次充好或挪作他用，《办法》规

定，社区用房必须按照《佛山市公共设

施配套标准》有关规定，集中配置在地

上建筑一层或二层，配备水、电、卫生、

通信、消防和无障碍等基本设施，配备

简单装修，装修标准应不低于物业服务

用房装修标准， 确保移交后能直接使

用。 建成后，社区用房只能用于社区组

织办公及其公益性、服务性活动，不得

擅自改变使用性质， 不得将其挪作它

用，不得用于从事营利性活动。

最高可获一次性20万元补贴

根据 《办法》 规定， 社区用房建

成后， 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

与

开发建设单位要做好社区用房验收移

交工作， 认真核验相关配建资料， 双

方签订 《城乡社区配套公共服务用房

移交协议书》， 对社区用房进行统一接

收、 登记和管理， 并将社区用房的接

收主体和使用主体情况报区级民政部

门备案， 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

将在取得城乡社区配套公共服务用房

《不动产权证书》 之日起3个月内， 完

成确权资料归档工作。

《办法》还规定，城乡社区改建

（装

修）

社区公共服务配套用房达到600平

方米及以上的，可以申请区财政最高20

万元的一次性补贴，用于购置配套设施

和改善服务设施等，每个城乡社区只能

申报一次。

一人去世 六人重生

南海区一大学生去世后器官捐献拯救了6个人

3月21日傍晚，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的

大二学生郭伟健如往常一样在操场跑

步， 谁也没想到不幸会降临在这个健康

的小伙子身上。在跑步时，他突发疾病出

现脑出血、猝死的症状，经过转院治疗后

依旧无效，两天后被认定为脑死亡。悲痛

不已的父母不得不面对失去儿子的痛

苦，但也决定把郭伟健的器官捐献，让郭

伟健的生命换一种方式延续。 4月10日，

南海区文明办等部门走进这个家庭，感

谢其为社会提供的帮助。

记者了解到， 郭伟健的家人捐出其

肝脏、心脏、双肾和眼角膜。 这对于分散

在广州4个医院因为终末期肝病、 肾病、

心脏病以及失去光明的6位患者而言，4

人重获新生，还有2人因此重见光明。 郭

伟健的父亲郭细强表示，通过器官捐献，

可以感觉到孩子的生命得以延续， 同时

还可以帮助到别人。其中，郭伟健的心脏

就捐献给了一个13岁的孩子。

4月10日上午，南海区文明办、大沥

镇文明办慰问郭伟健的家属， 并按照好

人慰问激励机制最高标准对郭伟健一家

进行慰问、聊表心意。 此外，南海区文明

办还与相关部门沟通， 将郭伟健的骨灰

从广州接回南海，安置到南海殡仪馆。据

悉， 未来南海区文明办将继续借助南海

好人、佛山好人等评选活动，将郭伟健的

大爱行为进行大力宣传， 以弘扬社会正

能量。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4月9日， 广东省政府、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

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日本

东京联合主办“粤港澳大

湾区推介会”， 向全球投资

者特别是日本工商界推介

粤港澳大湾区。 推介会结

束后， 南海区在东京举办

了中日产业交流会， 南海

日本商务联络处揭牌成立，

未来该联络处将作为南海

对接日本创新产业力量的

纽带， 为中日创新产业的

交流发挥促进作用。

交流会上， 南海区区

长顾耀辉用“孵化在深圳、

产业化在南海” 表达南海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与日本

产业交流的期许 。 他从

“两高四新”、 区位价值、

营商环境、 城市配套、 政

府服务五个方面向在场的

日本企业推介了南海的投

资机遇， 并表示南海已准

备加快启动建设日本中小

企业园第三期， 将其打造

为日企集中研发、 中试、

量产的科技园。

据介绍， 日本是南海

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自1994年第一家日本企业

进驻以来， 全区日企数量

增至 108家， 其中既有丰

田、 本田、 东丽、 旭化成

等世界知名企业， 也有众

多拥有核心技术、 为大企

业做配套的中小企业。 通

过此次设立联络处， 南海

希望把更多高精尖的企业

带到南海， 让南海成为粤

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创新基

地。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佛山观赏鱼首次出口斯里兰卡

南海日本商

务联络处揭牌

南海区文明办组织区、镇代表慰问郭伟健的家属。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