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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进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

楼盘名“太大”“太洋气”将被整改

□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邱作霖 汤晓琳

日前，佛山市民政局、公安局、自然

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

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联合制定了《佛山市进一步清理

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

《方案》）

， 指出将在全市开展清理整治

不规范地名的专项行动。

不规范楼盘名或被纳入清理整治

根据《方案》，本次清理整治不规范

地名主要任务包括三类：清理整治不规

范地名、 清理更新不规范地名信息、规

范使用标准地名。其中，“大、洋、怪、重”

等不规范地名将列为此次清理整治的

重点。 例如，随意使用“宇宙、中央、天

下”等词语的、洋地名如“曼哈顿社区”

等将被纳入整治。

但必须注意的是， 也有一批地名

不属于清理整治范围。 例如“希尔顿

酒店” “西门子公司” “白求恩国际

和平医院” 等历史上已存在、 具有纪

念意义或反映中外人民友谊的， 或地

名用词含义符合汉语用词习惯， 或具

有特定历史、 宗教背景， 或经有关部

门批准的企事业单位名称及其派生地

名、 桥梁道路等专名或通名， 以及含

有APEC、 CBD、 IT等有特定含义且广

为熟知的外文缩写词地名。

另外，佛山市根据国家、省的工作

部署， 将加大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力

度，对标注不规范地名的道路交通标志

等公共标志牌进行更换； 对身份户籍、

不动产登记、工商注册登记等证照上的

不规范地名信息予以变更。 也就是说，

部分户籍所在地在不规范命名的地方

的市民的户口本、身份证在日后或需要

改动。

拟清理地名将征求各方意见

目前，地名清理还处于征求意见阶

段，佛山市将通过社会征集、调查核实

等方式，全面了解本地区不规范地名的

详细情况，并征求各方意见，最终确定

不规范地名清单并及时向社会公示。

到2019年4月20日前， 市民都可以

向佛山市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领

导小组提供不规范地名的线索，征集范

围包括居民区

（包括在建在售的住宅小

区）

、大型建筑物和道路、街巷等地名中

违反《地名管理条例》《地名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广东省地名管理条例》和《广

东省建筑物住宅区名称管理规定》等法

规规定地名命名原则、违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不规范地名。

报送方式：

电子邮件形式：填写《不规范地名

情况征集表》，发送至佛山市清理整治

不规范地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邮

箱。 邮箱：

fsdiming@163.com

。

信件形式：填写《不规范地名情况

征集表》，寄送至佛山市清理整治不规

范地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地址：佛

山市禅城区卫国路

3

号

306

室。

部分不规范地名

西樵渔耕粤韵文化园 五一举行万人捕鱼大赛

今年“五一”四天假期，佛山市南海

区西樵镇渔耕粤韵旅游文化园将举行

万人徒手捕鱼大赛，园区将准备上万斤

鱼让游客捕捞， 凡报名参加捕鱼活动

的，在规定的捕鱼时间里，所捕之鱼都

可以带回家。

渔耕粤韵旅游文化园位于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单位誉为“世界罕有

美景” 的广东保护最好的桑基鱼塘区，

园区的桑果鱼与桑叶鱼驰名岭南。五一

是国际劳动节，文化园利用丰富的渔业

资源举办首届万人徒手捕鱼节，时间从

5月1日至4日。 报名参加捕鱼大赛的游

客凭捕鱼券下去鱼塘捕鱼，捕鱼的方式

是徒手捕鱼，每场捕鱼的时间30至40分

钟， 园区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捕鱼时间。

在规定时间内，游客所捕的鱼归自己所

有，可以带回家做全鱼宴。 为方便游客

将鱼带走，园区现场会准备装鱼胶袋与

充气设备，让游客可以将鱼放在车上带

回家。

为迎接为期4天的万人捕鱼节，文

化园拟在鱼塘里放上万斤鱼，品种有生

鱼、草鱼、鲫鱼等。 如果捕鱼游客多，捕

鱼高手多，园区会根据实际捕捞情况网

更多的鱼到捕鱼区，满足游客捕鱼的需

求，给游客送去年年有余的美好祝福。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通讯员 曾令华

南海骨灰植树报名

下周截止

参与可获千元补贴

记者了解到， 今年南海区骨灰

植树活动将于4月18日在南海区青

松园举行， 报名于4月16日截止，希

望参与的市民， 可致电南海殡仪馆

咨询。

据介绍， 今年是南海区青松园

重建恢复后， 第四次举行骨灰植树

活动，骨灰植树的特点为一次性、不

留坟头， 家属把骨灰撒下去后就覆

土， 不立墓碑， 事后也不再到场拜

祭，家属可通过在家设牌位、或参与

网上拜祭等方式寄托哀思。

南海区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 骨灰植树是当前南海区绿色殡

葬的主要形式，具有少占地、少占资

源、生态环保等好处。 南海区殡仪馆

副馆长张惠也表示， 骨灰植树不仅

让逝者重回自然，还有助解决“死人

与活人争地”的问题。 另一方面，早

在2015年10月，南海就出台了《关于

印发骨灰植树补贴办法的通知》，实

施树葬奖励政策， 补贴标准为1000

元/具， 鼓励群众将先人骨灰进行植

树葬。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郭炜

禅城一季度

海关签发原产地证书

为出口企业节省

3000多万美元

2019年一季度， 佛山海关驻禅

城办事处共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

9653份，签证金额3.56亿美元，帮助

企业获得关税和反倾销税减免

3295.96万美元。

原产地证书是出口国或地区签

发的， 用来证明有关出口货物和制

造地的一种证明文件， 是各国海关

据以征收关税或实施差别税率待

遇、数量控制、反倾销、反补贴等外

贸措施的有效凭证。

佛山海关驻禅城办事处持续贯

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战略， 多渠道开展政策宣

传，引导辖区企业用好、用足、用活

原产地证优惠政策， 充分享受优惠

原产地证书的关税减免红利， 推动

本地产品走出去。

近日， 海关给企业提供的原产

地证申办便利政策再度升级。 3月25

日起，佛山出口企业可以通过"互联

网+海关"一体化网上办事平台或者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在线申办原产

地证书，经海关审核后，企业即可自

行打印出有签名和印章的原产地证

书。 本次适用于自助打印改革的原

产地证书有15种， 据佛山海关驻禅

城办事处初步预计，将有超过5成的

证书可以使用自助打印。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通讯员 杜丽

文 化 园 拟

在鱼塘里放上

万斤鱼。

通讯员 供图

欢迎市民提供线索：

佛山市民政局 电话：

83217100

禅城区民政局 电话：

82345550

南海区民政局 电话：

86293450

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 电话：

22832101

高明区民政局 电话：

88886015

三水区民政局 电话：

87710612

本月

20

日

前 ， 市民可以

提供不规范地

名的线索。

信息时报记者

汤晓琳 摄

1.

刻意夸张的“大”地名

中怡新天地、 碧桂园世纪滨江 、

绿地未来城 、 万科城 、 万科金域中

央、 中南滨江国际、 招商依云国际、

中海环宇天下花园、 瑞日天下花园、

童梦天下 、 高明中梁首府 、 滨江首

府。

2.

崇洋媚外的“洋”地名

碧桂园奥斯汀、中交雅居乐剑桥

郡、

M-CITY

、碧桂园曼哈顿 、当代万

国府

MOMA

3.

怪异难懂的“怪”地名

光明花半里、 招商·公园

1872

、万

科

A32

、兆阳

O

3

、富力西江十号 、君御

海城、御江南、恒大御湖湾、兆阳御花

园、御秀名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