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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中秋聚会

粤语版

粤语释词

指吹牛、吹水、浮夸的意思。“车大

炮”本字应为“扯大

奅

”，“

奅

”粤语同音

“炮”，在古汉语中有空大、虚大的意思，

“车”为“扯”的变音字。

时报读者 袁肃

车大炮

上周六晚上，华贵路一酒楼，两个师

奶的对话。

师奶

A

：昨晚你们在哪赏月呀？

师奶

B

：不就在家里的小区花园喽，

业主大聚会呀。

师奶

A

：那挺好的喔，大家街坊可以

聚一聚。

师奶

B

：是呀 ，所以很多人参加 ，挺

热闹的。

师奶

A

：是你们业主自己组织的？

师奶

B

：不是 ，是物管搞的 ，年年都

是这样的啦。

师奶

A

：你们住那里真是好，过时过

节有点活动搞搞。

师奶

B

：一般般啦，现在很多小区都

有搞的啦，你们那没有吗？

师奶

A

： 哎呀， 我们住那里的是旧

楼，那有这些东西。

师奶

B

： 那你们的物管不组织一下

的？

师奶

A

：物啥管呀，保安连搞卫生才

那几个人，那个头呢，平时吹牛就厉害 ，

指望他组织活动，难喽。

业主中秋聚会

上周六晚黑，华贵路一酒楼，两个师

奶

嘅

对话。

师奶

A

：寻晚你哋喺边度赏月呀？

师奶

B

：咪喺屋企嘅小区花园啰，业

主大聚会呀。

师奶

A

：咁又几好喔，大家街坊可以

聚下。

师奶

B

：系呀 ，所以好多人参加 ，好

热闹嘎。

师奶

A

：系你哋业主自己组织嘎？

师奶

B

：唔系 ，系物管搞嘎，年年都

系咁嘎啦

师奶

A

：你哋住嗰度真系好，过时过

节有啲活动搞下。

师奶

B

：一般般啦，宜家好多小区都

有搞嘎啦，乜你哋冇咩？

师奶

A

： 哎呀， 我哋住嗰度啲系旧

楼，边有呢啲嘢。

师奶

B

：咁你哋嘅物管唔组织下嘅？

师奶

A

：物咩管呀，保安加搞卫生先

得嗰几丁人 ，嗰个头呢 ，平时车大炮就

叻，指望佢组织活动，好难啰。

白

话

街

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谭啟菊 通讯员 贾祥清

陈思岐 ）

9 月 16 日上

午， 由海珠区科学技术

协会， 海珠区科工商信

局， 海珠区滨江街党工

委、 办事处联合举办的

2019 年海珠区全国科普日主会场活

动在大元帅府广场举行。 活动设置了

健康生活科普、 水体修复、3D 打印产

品展示等 13 个主题展区，趣味浓浓。

今年活动主题为“礼赞共和国、智

慧新生活”， 主办方围绕主题，重点开

展了科普展览展示、互动体验、现场咨

询、科普表演、科普集市、科普游园等

活动。记者在现场看到，滨江街多个艺

术团体献上了极具地域特色的表演。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趣味科普、互

联网+垃圾分类、健康生活科普、水体

修复、3D 打印产品展示、 智慧生活等

13 个主题展区。 通过人工智能机器人

互动体验活动、 中医体质辨识互动体

验、 科学防控近视体验活动、 专家讲

解、成果展示、现场诊疗等多种活动形

式， 向市民展示了创新科技如何引领

绿色生活。

据介绍， 在 9 月 14~20 日全国科

普日活动期间，海珠区各街道科协，各

学

（协）

会、科普基地和有关单位，将围

绕主题开展科普活动，围绕人工智能、

5G 技术等前沿科技热点及环境保护、

卫生健康、 食品安全等民生领域焦点

问题，开展科技宣传、科技展览、专家

论坛、讲座等多形式的科普活动。

近年来，海珠区通过科普展览、科

普文艺表演、科普互动体验、科普讲座

等形式， 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科

普活动，使科学深入人心，凸显了“科

普进社区”“科普进校园”“科普进机

关”的成效。

海珠区全国科普日主会场活动在大元帅府广场举行

13个展区引领智慧新生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文秀 实习生 林羽晴

陆 欢 欢 通 讯 员 蔡 慧

帆）

“想不到国家减税力

度这么大， 减下的税足

够我们再开启新的研发

项目！ ”日前，广州钰琪

璐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钰琪

璐公司”）

负责人陈先生对记者说。 该

公司因为今年减税降费系列政策的出

台， 以及增城税务人员为其“量身定

制”的税收优惠，税收减免额得到很大

的提高。

据悉， 该公司是生产复合材料的

民营企业，于 2018 年取得高新技术企

业资格， 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

免 19 万元。 今年减税降费政策出台

后， 增城区税务人员上门为陈先生算

了一笔账： 钰琪璐公司符合享受小型

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条件，按

2018 年度的盈利情况推算，选择享受

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 企业所得税减

免多了 15 万元，减免额达到 34 万元。

增城税务人员表示， 企业选择享

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也可以享受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此外，税务人员还为

钰琪璐公司“量身定制”了固定资产一

次性税前扣除、 弥补亏损年限延长等

税收优惠。陈先生说，税收营商环境更

好了，让企业的发展更加有信心。

税务部门为企业量身定制“减税账”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赵瑞莹）

近日， 记者了

解到， 在越秀区矿泉街

前进北街117号的瑶台

垃圾转运站， 环卫工人

分车收运、放置、转运绿

色餐厨垃圾桶和灰色其

他垃圾桶所收集到的垃圾， 同时使用

除臭设备防止异味扩散。

餐厨垃圾、其他垃圾分车收运

当天早上10点左右， 记者来到瑶

台垃圾转运站， 看到不同的垃圾收运

车陆续驶来， 有的在收运站大门左侧

停下，卸出来的是绿色的餐厨垃圾桶，

这些垃圾桶都被整齐摆列在大门左

侧，有的收运车则停进了收运站里面，

卸出来的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

据了解，从今年开始，瑶台垃圾转

运站开始实行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分

开放置处理， 绿色餐厨垃圾桶和灰色

其他垃圾桶都分别由不同的车辆收

运。

矿泉街环卫站负责人介绍， 进行

以上操作的餐厨垃圾为煮熟后的餐余

垃圾， 对于市场里面的那些未煮熟的

餐厨垃圾， 会有其他专车另外运送处

理。此外，矿泉街还专门设置了建筑淤

泥、可回收木材、光管等收集点。

使用除臭设备、除臭粉末减少异味

记者还发现， 放置在室外的绿色

餐厨垃圾桶桶盖紧闭，桶表洁净，几乎

没有污渍，高温烈日下，站在转运站大

门十来米开外的河涌边也无闻到特别

浓烈的异味。 这是因为环卫工人会对

桶表及周边地面进行冲洗， 既保证桶

表及周边环境的整洁， 也减少了垃圾

桶集中放置所产生的异味。

而在转运站内，除了用水冲洗，还

运用了其他的方法来减少异味。比如，

在2个转装其他垃圾的操作区域上方

安装除臭设备，通过管道排走异味，以

及使用除臭粉末。 瑶台垃圾转运站的

宁师傅告诉记者，除臭粉末从今年3月

开始使用，该粉末主要成分为玉米粉，

在结束转运垃圾时， 他们会喷洒这些

粉末，1天2次，平均每天要喷洒3斤，相

较以前，除臭效果好了很多。

矿泉街：

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分车收运

垃圾分类在行动

广州街道逐个看

活动现场展

示的机器人等科

技产品。

信息时报记者

谭啟菊 摄

瑶台垃圾

转运站环卫工

人在喷洒除臭

粉末。

信息时报记者

赵瑞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