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届 妈 祖 旅

游文化节将融入

更多地方特色文

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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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十万八万的意思。 粤语对

货币单位有独特的叫法，比如：一蚊

鸡

（一块钱）

，一旧水

（一百块钱）

，一

撇水

（一千块钱）

，一皮(

嘢

)

（ 一万块

钱）

。

时报读者 袁肃

前日中午，昌岗中路一酒楼，三

个师奶的对话。

师奶

A

：你在

××

买那套房子收

楼没有？

师奶

B

：这个月收。

师奶

A

：好像都迟了挺久的。

师奶

B

：是呀 ，快有半年了 ，现

在那些业主说明天开会， 准备跟开

发商打官司。

师奶

C

：要不要搞到打官司呀。

师奶

A

：为啥不用呀，他们迟了

半年才交楼，肯定要赔钱的啦。

师奶

B

：就是，好歹也要他们赔

个十万八万的。

师奶

A

：哇 ，迟了半年交楼 ，有

十万八万赔，比收租还强。

师奶

C

：哎呀，你们有没有看清

楚那份买楼合同呀， 现在那些合同

都有写着迟交楼要赔多少钱的 ，不

是你要赔多少就赔多少的。

师奶

B

：是吗 ，那就不知道了 ，

那合同是我老公签的。

师奶

A

： 那你回去看清楚再说

吧。

师奶

C

：就是，不要动不动就打

官司的，你以为打官司不用花钱吗。

索赔

前日中午，昌岗中路一酒楼，三

个师奶

嘅

对话。

师奶

A

：你喺

××

买嗰间屋收楼

未？

师奶

B

：呢个月收。

师奶

A

：好似都迟咗好耐喔。

师奶

B

：系呀 ，有成半年啦 ，宜

家啲业主话听日开会， 准备同开发

商打官司。

师奶

C

：使唔使搞到打官司呀。

师奶

A

：乜唔使呀，佢哋迟咗半

年先交楼，肯定要赔钱嘎啦。

师奶

B

：咪系，几大都要佢哋赔

番十皮八皮啦。

师奶

A

：哇 ，迟咗半年交楼 ，有

十皮八皮赔，好过收租啦。

师奶

C

：哎呀，你哋有冇睇清楚

嗰份买楼合同呀， 宜家啲合同都有

写住迟交楼要赔几多钱嘎， 唔系你

话赔几多就几多嘎。

师奶

B

：系咩 ，咁就唔知喇 ，份

合同系我老公签嘅。

师奶

A

： 咁你返去睇清楚先讲

啦。

师奶

C

：就系，唔使下下打官司

嘅，你以为打官司唔使钱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昨日，天河区发布

了《天河区加快发展高

端专业服务业 推动现

代服务业出新出彩的实

施意见》

（以下简称 《实

施意见 》）

及《天河区支

持社会组织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出新

出彩的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 《实施办

法》）

，推动打造人力资源、广告业、咨询

与调查等 3 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据了解，《实施意见》已经天河区政

府常务会议研究审议通过， 于发布 30

日后实施。《实施意见》是借鉴了北京、

上海和深圳的先进经验，结合天河区实

际而制定的，将先施行 3 年，首年计划

安排总额约 7000 万元专项资金， 用于

推动天河高端专业服务业发展。

《实施意见》划分了八类支持标准。

首先支持重点企业落户，对新落户天河

的国内外知名品牌高端专业服务企业，

给予最高 2000 万元落户支持和最高

300 万元办公用房支持；对法律、会计、

咨询、广告四大行业国际知名企业新设

立的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连续三年给

予每年最高 200 万元的落户支持。 其

次，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对营收增量较

大的企业按其对区经济贡献的 50%给

予最高 300 万元支持，对首度纳入规模

以上企业给予 10 万元支持， 对实施业

务创新升级项目且成效明显的企业给

予最高 200 万元支持。

在人才支持方面，对符合条件的专

业服务业企业管理团队， 给予最高 200

万元支持；对新引进高端人才给予最高

20 万元支持，完善人才培训、人才落户

等配套服务。 对首次获得中国 500 强企

业、中国服务业 500 强及行业权威榜单

荣誉认定的企业给予 30 万~100 万元。

为支持社会组织发展推动现代服

务业出新出彩，《实施办法》 也相应出

台，将先施行 3 年，首年计划安排总额

约 200 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促进社会

组织的健康发展。 目前，天河区现有各

类社会组织 731 家， 行业商协会将近

200 家。力争通过 1~2 年时间，在现代服

务业重点行业领域全部建立商协会等

社会组织，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实

施办法》 鼓励现代服务业重点行业、重

点领域组建社会组织，一次性给予最高

50 万元的启动费支持。

天河区将打造3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最高给予2千万元落户支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钟瑾 胡

坤）

昨日上午，南沙庆盛

枢纽区块综合开发项目

开工建设动员大会在施

工现场举行，这标志着项

目正式进入开发建设阶段。 据悉，该项

目总投资约 341 亿元，建成后将为区块

内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

料等科技前沿产业提供完善的基础设

施配套。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位于南沙区东

涌镇，处于广深港客运专线与京珠高速

交会处，是连接珠江东西两岸的枢纽节

点。 该项目总投资约 341 亿元，将采用

“EPC+PPP”的开发模式。 其中，EPC 部

分采用财政资金投资，建设期 60 个月；

PPP 部分由联合体和政府出资代表共

同组建项目公司负责投融资运营，合作

期 25 年，运营期 20 年。 项目所在的庆

盛枢纽区块，定位为粤港澳科技创新合

作区。 其中科创教育核心区工程总占地

约为 6 平方公里，人工智能产业园及安

置配套工程总占地范围约为 2.6 平方公

里。

该项目建成后，将吸引更多科技创

新产业聚集，为南沙自贸区创新粤港科

技研发合作新模式，建设粤港澳创新成

果产业化基地和国际化科技创新服务

中心打下基础。

庆盛枢纽综合开发项目开工总投资341亿元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智顼颖）

为响应广州读书

月的主题，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4 月 12 日下

午，黄埔区开展了一场主

题为“阅读·追梦新时代”的文明实践网

传活动。 本次活动以直播的形式展开，

过程中穿插有奖互动， 截止至 4 月 14

日晚 24 点， 本次直播观看量共计 7040

人次。

新时代文明实践网传活动首次融入直播

信息时报讯 （记

者 王 智 汛 ）

昨日 ，

“瞬间黄亦民纪实摄

影广州 50 年”摄影作

品展亮相永庆坊，80

多幅精选作品中，不

少是首次展出。

黄亦民是一名老广州，从 1968

年到 2019 年，他纪实摄影广州已经

是第 51 个年头了，期间留下了大量

记录广州社会变迁的珍贵“瞬间”。

去年 11 月，该影展曾在越秀区文化

艺术中心公开展览；今年 3 月，展出

于广州图书馆。 4 月 15 日~4 月 30

日，影展来到荔湾“网红”景点永庆

坊。 本次展览黄亦民带来的精选作

品，包括永庆坊的旧貌、西关老街、

荔枝湾涌复涌前后对比图等荔湾旧

城变迁的珍贵历史相片。

展期 ：

4

月

15

日

~4

月

30

日

（

17

时结束）

地点：永庆坊中心广场

黄亦民纪实摄影展

永庆坊开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林沛）

4 月 26 日，2019 第十一

届广州南沙妈祖文化旅

游节将在南沙天后宫开

幕。 昨日上午，南沙区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举办

此次旅游节新闻发布会。 记者获悉，此

次旅游节共持续 3 天。 除传统民俗展示

外，旅游节还将增添书画、公益等元素，

为市民们送上文化大餐。

活动期间，中山

（台湾 ）

胜母宫、东

莞

（台湾）

朝安宫，将组织千名台商以传

统祭祀方式拜祭，体现两岸四地妈祖文

化的传承。 其中，来自潮汕的大型《妈祖

颂》歌舞表演，是历届广州南沙妈祖旅

游文化节的重点保留节目。

据了解，旅游节开幕当天，妈祖文

创产品将首次亮相南沙天后宫。 文创产

品包括香云纱、平安水、福酒。 其中，香

云纱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软黄

金”和“纤维皇后”的美称；妈祖平安水

选自贵州省贵定县云雾山脉的天然山

泉水，每售一瓶水，厂家将向贵定县对

口帮扶村捐献出 0.1 元。开幕当天，首届

天后宫书画摄影展将正式拉开帷幕。 据

了解，南沙区将在天后宫定期举办书画

交流展，打造南沙湾妈祖文化、岭南文

化、

疍

家文化体验基地。

2019南沙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月底开幕

妈祖文创产品首次亮相天后宫

粤语释词

十皮八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