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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

者 卫静雯）

“一套材

料、一站受理、一次办

结”的办理模式，实现

“领照即开业”“准入

即准营”。 近日，海珠

区政务服务中心“智

慧政务一站式企业开

办专区”

（以 下 简 称

“专区 ”）

正式启用，全省率先实现开企

业0.5天即可营业。

据悉， 专区基于“互联网+政务服

务”的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将6大项业

务联审联办，把企业从申请到运营的时

间压缩在0.5天之内， 为激发市场活力、

催生市场主体和方便群众办事打造了

一条充满海珠特色的“高速公路”。 专区

是由海珠区政务数据局、海珠区市场监

管局、海珠区税务局联合中国电信广州

海珠区分公司、 中国银行海珠支行、农

业银行海珠支行共同打造，将涉及企业

办理的5个部门全部统一进驻到区政务

服务中心， 业务统一集成到专区办理。

群众只需要进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扇

门”，就可以在企业开办专区享受“一站

式”“一条龙”的便捷服务，免去以往开

办企业“多头跑、跑多次”的烦恼。

据悉，专区通过部门间的数据互联

互通，以线上线下“全渠道”快速商事登

记、“全网办” 刻章备案和新办纳税人

“套餐式”服务模式，推动全程电子化商

事登记全覆盖，实现“一网通办，并行办

理”。 申请人提交一次材料，开办企业的

全流程信息就会在后续的办理部门之

间进行实时传递，在减少申请材料递交

的同时， 也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

企业即照即营时间压缩到4.5小时，群众

开办企业只要“跑一次”即可放心创业

做老板。

目前，海珠区实现“一证通办”权威

标识认证事项61项，“全区通办”事项89

项，“一窗通办” 覆盖事项500多项；371

项事项现场办事“免等待”，300项事项

办事材料“免提交”，533项惠民事项“免

跑腿”，审批时效整体提速率超50%。

普通话版

打仔

粤语版

粤语释词

“后底

乸

”即普通话中的“后母”

“后妈”“继母”。“

乸

”（naa2）是妻子

的粤语方言用字。 据称“后底”本为

“后抵”， 有后来到达的意思，“后底

乸

”就是后来到的妻子。 也有称“后

底”由“后继”通过音变而来。

时报读者 珍姐

后底乸

某天下午，南岸街市对出马路，

妈妈打儿子、奶奶护着孙子。

妈妈：整天都在闹，到了外面你

还闹。

（ 儿子想哭）

奶奶： 不用怕， 等会奶奶给你

买。

妈妈 ：妈妈 ，你不要这样 ，宠坏

这些小孩子了。

奶奶：小孩子要哄的嘛，像你这

样天天打，你是后母吗？

妈妈：他要什么就买什么，家里

有很多钱吗？

奶奶：嫌我们穷你还嫁过来？

妈妈： 当着小孩子的面你说这

些干什么呢？ （ 用力拍小孩的头）你

走快点。

（ 儿子大哭）

奶奶：你不要借机发脾气啊，有

什么你就跟我说，打他做什么。

打儿子

某日晏昼，南岸街市对出马路，

阿妈打仔、阿

嫲

护孙。

阿妈：成日扭计，出到嚟你都仲

扭。

（ 阿仔想喊）

嫲嫲： 唔使怕， 等阵阿嫲同你

买。

阿妈 ：阿妈 ，你唔好咁啦 ，纵坏

晒啲细路。

嫲嫲：细路仔要氹嘎嘛，学你咁

日日打，你后底乸嚟嘎？

阿妈：佢要咩就买咩，屋企有十

万九千七未开头啊？

嫲嫲：嫌我哋穷你又嫁过嚟？

阿妈： 当住细路仔面你讲呢啲

做乜啫？ （ 用力拍细路个头）行快啲

啊你。

（ 阿仔大喊）

嫲嫲：你唔好借啲意发烂渣喔，

有咩你就同我讲，打佢做咩啊。

白

话

街

事

海珠创新湾招商推介会昨日举行

海珠区打造“智慧政务一站式企业开办专区”

开办企业只要“跑一次” 半天时间即可营业

海珠

信息时报讯 （记

者 卢杰 通讯员 陈之

琳 梁 敏 瑜 ）

昨日上

午， 由海珠区投资促

进局、 南石头街共同

举办的“老城市，新活

力———海珠创新湾招

商推介会”成功举行。

活动中，主办方带领各行业精英实

地考察科创8号创意园、保利·1918智能

网联产业园等项目。 在交流推介会上，

主办方与行业精英现场交流南石头街

区域投资环境及物业载体，共同探讨老

厂房改造升级与新业态孵化发展融合

路径，为海珠创新湾带来更多的新兴产

业。

海珠区投资促进局向与会企业介

绍了海珠区首创的“CSO首席服务官+

专业服务官+属地服务官+产业服务联

盟”体系，它能聚合全区有关职能单位

之合力，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

流程的服务， 打通企业从选址考察、项

目落地到扎根发展的肌理脉络，迅速培

育和增强产业集聚植根性。 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已有65家重点招商企业落户，

新增世界500强投资项目11个、中国500

强投资项目3个。

据介绍，目前海珠区正以“一区一

谷一湾”为引擎推动“创新岛”建设，南

石头街作为“一湾”创新湾的核心区域，

辖内广纸片区2015年被确定为全市成

片连片更新改造9个重点片区之一，规

划定位“海珠西引擎，广佛活力城”。 借

助最新出台的《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工

作条例》等城市更新改造新契机，南石

头街一手紧抓产业政策《海珠创新岛十

八条》和CSO首席服务官制度，一手带

着优质物业载体， 推动海珠创新湾发

展。

企业消费扶贫出新招，电商搭台助力山区销货

贵州生鲜水果直供市民餐桌

信息时报讯 （记

者 崔小远 通讯员 舒

霞 林春萍 ）

限于市场

营销和渠道开拓等原

因， 贵州农户和企业

经常为“好货出山”而

发愁。 从去年开始，南沙各镇街悄然出

现的黔货柜台和店铺帮助贵州农民和

商家解决这些烦恼。 这些来自南沙对口

扶贫地区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龙里县

和惠水县的产品，为南沙本地居民带来

了极具贵州风情的特色体验。

昨天，记者从南沙区农业农村局了

解到，今年1月至7月，从贵州黔南州三

个对口扶贫县销往东部地区市场的产

品有100余种。 这些产品有些直接卖到

南沙，有些则通过南沙销往粤港澳大湾

区其它地区， 累计销售额超过2351万

元，带动帮扶贫困人口近5000人次。

黔货走进南沙超市

记者在南沙区东涌镇天汇百汇超

市走访时看到， 在超市二层的显眼处，

一个摆满贵州土特产品的展示柜台吸

引不少市民的关注。 柜台旁还有3个装

满黔货的货柜， 来自贵州的山茶籽油、

风味辣椒酱、刺梨干、刺梨酒、矿泉水、

益肝草饮料等产品摆放整齐。

“我们专门将这些黔货专柜摆放在

超市二层最显眼的位置，让市民一眼就

能看到。 现在我们每月大概从贵州三县

的供货商那里进货2到3次。 ”天汇百汇

超市陈经理告诉记者，这些来自贵州的

土特产品颇受本地市民欢迎，黔货专柜

从去年开始设立，现在每个月的销售额

大约在2万至3万元。

记者了解到，南沙各帮扶单位在南

沙天后宫、湿地公园、十九涌渔人码头

等地方设立贵州农特产品展销点共8

个。 此外，南沙还在创汇谷设立黔货出

山展销专区促进消费扶贫。

高山蓝莓上架三天被抢空

网购生鲜水果，受到越来越多年轻

人的欢迎。 今年，南沙国营企业珠江华

侨农场旗下的广州市瑞光食品公司

（以

下简称“瑞光食品”）

开始尝试利用公司

在广州的销售平台，为贵州产品提供直

接对接南沙市场的渠道。

6月， 瑞光食品总经理刘建南第一

次到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后，得知当地

农产品的市场知名度和销售渠道亟需

开拓。 他便立刻开始与当地企业接触，

尝试通过电商销售。 第一次售卖的是贵

定县的高原蓝莓， 上架三天就销售一

空。 紧接着，1500斤瓮安苹果桃也被迅

速抢完。 8月，企业与当地一个高山黄桃

种植基地签订协议， 要求物流选择顺

丰，且规定黄桃的规格和到手品质。

“虽然是消费扶贫， 也要保证消费

体验和口碑，最终要帮助受帮扶地区企

业打造自己的产品品牌。 ”刘建南说道。

荨▲

贵州货品

走进南沙超市，左图

为市民在选购。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