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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语释词

不理不睬，不闻不问。“阔佬”指

的是有钱人，“懒理”就是懒得理睬。

有钱人嫌麻烦， 做事情喜欢直接用

钱解决，懒得多想办法。 所以，就有

了“阔佬懒理”这个俗语。

时报读者 阿

Bart

阔佬懒理

昨天上午，中山纪念堂地铁站，

两位阿姨的对话。

阿姨

A

： 这几天不见你来越秀

公园跳舞呢？

阿姨

B

：走不开啊，儿子报了暑

期班，天天都要送。

阿姨

A

：又是画画班啊？

阿姨

B

： 是啊。 仅仅上五天而

已，还是外教老师教的。

阿姨

A

： 那些补习班可真会赚

钱。

阿姨

B

： 儿子喜欢上， 没办法

啦。

阿姨

A

： 改天叫你老公送你儿

子，你不就可以过来跳了嘛。

阿姨

B

：他一向都不闻不问的，

叫都叫不动。

接儿子

琴日朝早，中山纪念堂地铁站，

两个师奶嘅对话。

师奶

A

： 呢几日唔见你嚟越秀

公园跳舞嘅？

师奶

B

：行唔开啊，个仔报咗暑

期班，日日都要送。

师奶

A

：又系画画班啊？

师奶

B

： 系啰。 净系上五日嘎

啫，仲系外教老师教啊。

师奶

A

：啲补习班真系识搵钱。

师奶

B

： 个仔中意上， 冇办法

啦。

师奶

A

：搵日叫你老公送仔，你

咪过嚟跳番下啰。

师奶

B

：佢正一阔佬懒理，叫都

叫唔郁。

海珠

南沙

越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卫静雯）

近日，记者从海

珠区住建局了解到，沥

滘村已启动房屋拆除工

作，在约一个月时间内，

完成了 15 万平方米建

筑的拆除工作， 标志着

沥滘村改造工作终于进入实施阶段。

高效

月内完成年度目标

150%

沥滘村作为市中心最大的城中村

改造项目，自启动以来一直备受社会各

界关注。 但由于受各种因素制约，这个

“巨无霸”项目进展缓慢，在反复的折腾

和漫长等待中，度过了 8 年的时光。

今年以来，海珠区对城市更新工作

职能进行了调整。 由海珠区住建局整体

统筹， 积极推动城市更新工作全面、加

快开展，新市头村、沥滘村、赤沙村、石

溪村等多个城中村改造项目进展提速。

今年 6 月，沥滘村辖内的长江市场

（ 南场、北场）

实施房屋拆除工作。 记者

了解到， 沥滘村已先后对大沙工业区、

新鱼工业区、黄冲工业区等区域的房屋

拆除工作。 在大约一个月时间内已拆除

超过 15 万平方米的房屋， 完成年度目

标的 150%。 据悉，这些区域拆除后将会

作为村民复建安置之用。 届时，沥滘村

民的复建安置房将率先从这里建起。

完善

学校市场福利院配套俱全

沥滘村改造步伐显著加快，不仅对

沥滘改造项目实施意义重大，更同时解

决了该区域专业批发市场、物流园整治

提升、违法建设拆除、“散乱污”企业整

治等“老大难”问题，实现以点带面地全

面助力海珠区九项重点工作开展。

下一步，沥滘村将有序推进分期计

划调整、 安置区土地转性等相关工作。

据介绍，除村民生活区、经济物业将摇

身转变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现代化

建筑群。 此外，区域内将至少设置 6 所

幼儿园、3 所小学、1 所完全中学和两所

高中等学校；肉菜市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老年人福利院、居民健身场所等

生活配套场所将一应俱全，预计可提供

公建配套面积超过 26 万平方米。

信息时报讯（记者

崔小远

)近日，记者从

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人才办了解

到， 自 4 月底以来，由

于实施了“收审分离”

“当天初审”“减证提速”等优化措施，截

至 6 月底已为 1203 人办理入户， 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长 456%。

据悉，往年南沙区人才引进入户业

务办理系统每年 3、4 月开放， 年底关

闭。 而从今年 4 月起，系统将常年开放。

据南沙人社局人才办统计， 今年截至 6

月底已为 1203 人办理入户， 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长 456%， 今年仅上半年就超

过了过去五年 1/3 的人才引进工作量。

刚刚落户南沙的徐先生告诉记者，

自己的孩子很快面临上学问题，落户南

沙迫在眉睫。“一开始看着线上申报、线

下交件的种种要求和一堆表格，觉得会

很麻烦。 没想到操作起来非常快，交件

后不到 10 天就通知我可以去取入户信

息卡和批复文件了。 ”徐先生说。

据悉，自从今年实施了“收审分离”

“当天初审”“减证提速”等优化措施，已

实现 10 个工作日完成审批， 比全市规

定的 25 个工作日足足快了 15 天。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

玉琴 通讯员 刘思铭 ）

昨

日，越秀区创新加速计划

选拔大会在越秀区科创

咖啡举办，“黑马城市学

院·广州分院” 正式开启

首期企业家学员招募及加速计划。

为进一步提升本地企业创始人及联

合创始人的创新水平，加强企业与全国

人才、市场、资金等创业资源的对接，广

州越秀区与全国领先的科技企业与产

业加速创业平台———创业黑马对接，联

手打造创新服务生态体系。

据悉， 黑马城市学院·广州分院推

出以培育扎根产业的科技创新企业为

目标的“创新加速计划”，严格选拔面试、

优选重点企业，加入黑马城市学院·广州

分院进行加速， 创业黑马将提供包括创

新加速、业务加速、资本加速等在内的系

统加速服务，深度助力本地产业升级。据

了解， 广州创新加速系列活动将火热开

展，黑马城市学院·广州分院也将开展选

拔面试、 加速培育、 资源对接等丰富服

务。

沥滘村改造提速 月内拆15万m

2

房屋

拆除区域将率先复建安置房，未来学校市场福利院配套俱全

南沙人才落户 最快10天拿到落户批复

“黑马城市学院·广州分院”正式开启学员招募

沥滘村在约一个月时间内，完成了 15 万平方米建筑的拆除工作，标志着沥滘

村改造工作终于进入实施阶段。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天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昨日下午，天河

区车陂街广氮社区在广

氮新村小区召开现场咨

询会， 向居民介绍广氮

新村微改造项目设计方

案及工程计划。 项目业

主天河区住房建设和园林局、建设单位

天河区危房改造建设管理所及设计单

位在现场解答居民问题。

据了解，广氮新村位于天河区中山

大道东圃地段， 是原广州氮肥厂生活

区。本次微改造项目工程将涉及整个小

区，改造部分包括房屋建筑本体共用部

分，即楼栋门、楼道、消防设施等；以及

小区公共空间部分，即绿化、监控设施、

休闲场所等。 据悉，项目将会对小区公

共部分的破损设施进行维修，并新增儿

童游乐、老人休闲等部分，建设口袋公

园

（ 广氮之家）

、慢行步道等休闲设施。

现场， 不少居民发表自己的意见。

住在 38 栋顶楼的辛叔则希望项目能够

尽快解决他的房顶漏水问题。 住在 47

栋的高姨希望增加路灯，因为晚上小区

环境昏暗，存在安全隐患。

车陂街广氮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潘

仲灵表示， 他们从去年 5 月起开始宣

传，征集居民意见，目前社区已达到八

成以上居民知晓率。 如今，微改造项目

设计初稿已公布，但需要征求过半数居

民的意见。 因此，从 11 日起，广氮社区

会连续 7 日在广氮新村召开现场会，方

便居民进行咨询。

车陂街广氮新村小区召开微改造咨询会

有问题？ 7日内可到现场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