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都

越秀

信 息 时 报 讯

（ 记 者 崔 小 远

通 讯 员 花 宣 ）

记者昨日从花都

区获悉， 截至目

前 ， 花 都 区 在

2019 年共为孕产

妇实际减免费用 73435 元，并为 5 名

没有城乡居民医保的贫穷孕产妇全

额减免费用。 记者了解到，贫困孕产

妇提供免费住院分娩慈善项目开展

至今 15 年，花都区共为 1059 名贫困

孕产妇提供免费住院分娩服务，受到群

众的一致好评。

为引导贫困孕产妇住院分娩，提高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 有效保障母婴安

全，自 2005 年开始，花都区妇联、区计

生协会、区妇幼保健院

（胡忠医院）

联合

开展“花都区贫困孕产妇免费住院分

娩”慈善项目。

据了解， 项目每年提供 80 个贫困

孕产妇免费住院分娩的名额，关爱对象

为符合生育政策的花都户籍贫困孕产

妇及流动人口贫困孕产妇，由花都区妇

幼保健院提供“一站式”服务，让全区贫

困孕产妇同等享受到高质量的产检和

住院分娩服务；同时，由花都区计生协

会为每位贫困孕产妇赠送婴儿衣被一

套，让贫困孕产妇切身感受到浓浓的爱

心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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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

者 瞿洁）

经营多年的

海珠区革新肉菜市场

1日正式关闭。 记者在

现场了解到， 因市场

经营方两年拖欠业主

近租金， 在多次催缴

无果及法院判决下，

业主收回了场地。

记者在市场关闭当天看到，有些档

主干脆在市场门口摆起临时摊位，售卖

来不及处理的肉菜，而市场内大部分商

铺都拉下了闸门。

市场门口张贴的《关闭革新肉菜市

场的通知》显示，由于市场经营方广州

新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下简称新旺公

司）

长期未向广东省公路工程质量监测

中心

（下简称省公路监测中心 ）

缴纳租

金，经过法院判决和强制执行，该中心

决定于12月1日

（原租赁合同

11

月

30

日

到期）

正式收回市场。 通知显示，市场将

予关闭，不再继续经营。

缘由：

经营方不满阁楼被拆，两年未交租

记者从海珠区人民法院出具的一

份民事判决书上了解到了事情经过。

2010年3月， 新旺公司与业主签订了

为期十年的租赁合同。 同年，该公司

投入大量资金，将菜市场的部分空间

改成阁楼。 2015年7月，阁楼被认定为

违章建筑，被拆除。 不过 ，由于将阁

楼认定为违建的处理决定书超过法

定期限，因此相关部门作出违建处理

决定书的这个行为， 也被认定为违

法。 新旺公司紧紧抓住这个问题，认

为阁楼的问题导致自身亏损，无力交

租。

对此，海珠区法院认为，搭建夹层

并不属于租赁合同的内容，也不属于原

告应负的义务，被告的自行搭建行为有

可能被有关部门认定为违章建筑并进

行处理，并不构成其可不按照合同约定

支付租金及相关费用的理由。

为此，海珠区法院一审判定双方解

除合同， 新旺公司应缴纳包括租金、水

费、排污费、电费、案件受理费等近百万

元，以及相应的滞纳金。 后新旺公司上

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法院终审

维持了原判。

影响：

档主自行找出路，居民买菜路程变远

革新肉菜市场坐落在老城区的住宅

区中，平时来买菜的多是周边居民，其中又

以老人为主。 革新肉菜市场设置了100多个

档口，此前经营档口的约为一半。

住在附近的居民则告诉记者，革新

市场关闭后， 他们只能去附近的龙导

尾市场或者稍远的沙园市场买菜了，

从革新市场前往龙导尾市场，步行约

七八分钟。“不舍得， 这个市场的鱼

虾很新鲜， 我一直都在这里买。 ”居

民吴小姐十分不舍。

普通话版

投诉回复

粤语版

粤语释词

粤语读 bung6，堵的意思，属量

词，如：一

埲

墙

（一堵墙）

，呢

埲

墙

（这

堵墙）

。 同音字有唪，股的意思，如：

一唪臭味

（一股臭味儿）

。

时报读者 袁肃

埲

前日中午，礼岗路一酒楼，一男

一女的对话。

女： 楼下那家店用木板搭了两

堵墙把整条路都给占了， 你上次不

是说打电话投诉他们违建的吗。

男：是啊，那天打了

12345

了。

女：那后来怎样了？

男：昨天他们有人打电话给我，

我那时正在开车没有接， 后来就忘

了。

女：那就没有下文了？

男：不是喔，刚刚他们发了一条

短信给我。

女：是不是说要拆那些违建呀？

男：不是 ，短信说城管去查过 ，

那里搭的板墙是临时的， 等里面装

修完就会拆掉的，不是违建，还说要

我们耐心等待喔。

女：那

12345

的人还挺靠谱。

男：是呀，接电话的人态度很好

的，现在又打电话 ，又发短信答复，

还真没得说。

投诉回复

前日中午，礼岗路一酒楼，一男

一女

嘅

对话。

女： 楼下嗰间嘢用木板搭咗两

埲墙霸晒条路， 你上次咪话打电话

投诉佢哋违建嘅咩。

男： 系啊 ， 嗰日咪打咗

12345

啰。

女：咁后嚟点呀？

男：琴日佢哋有人打电话俾我，

我嗰时揸紧车冇接到， 后嚟就唔记

得咗喇。

女：咁就冇咗下文喇？

男：唔系喔，啱啱先佢哋发咗条

短信俾我。

女：系咪话要拆咗嗰啲违建呀？

男： 唔系， 条短信讲城管去查

过，嗰度搭嘅板墙系临时嘅，等里面

装修完就拆嘎喇，唔系违建，仲话嗌

我哋耐心等待喔。

女： 咁

12345

啲人做嘢都几有

手尾。

男：系呀，接电话啲人好好态度

嘎，宜家又打电话 ，又发短信答复，

都唔话得嘎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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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肉菜市场正式关闭，周边居民表示：

“以后买菜转去龙导尾或沙园”

海珠

贫穷孕产妇免费住院分娩服务受好评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昨日，越秀区

代建项目管理中心发

布了关于征集广州花

园酒店周边环境提升

项目实施方案编制服

务单位的公告，根据公告，将对广州花

园酒店及云道周边暂定6个社区按照精

细化、品质化的理念进行品质提升。

公告提到，广州花园酒店及云道周

边暂定6个社区

（下塘社区 、登峰社区 、

横枝岗社区、清水塘社区、淘金社区、西

坑社区 ）

将按照精细化、品质化的理念

进行品质提升，包括人行道铺装、退缩

空间、建筑立面、广告招牌、口袋公园、

桥下空间、植物绿化、夜景照明、城市家

具、标识系统等方面提升的改造方案。

据悉，本次征集最高投标限价为90万

元(15

万元

/

个社区

)。 结算时，如社区数量减

少则按照15万元/个社区扣除编制费

用，如工作量增加则不再另行计费。

花园酒店周边将进行品质提升

为倡议社区居民出游保持文明

行为 ，海珠区毛纺社区日前开展 “文

明出行 绿色环保 ”党建共建活动。

活动倡议社区居民出游应保持文

明行为，不乱写乱画，不乱丢垃圾以及

保持做好垃圾分类，活动中还有互动游

戏有奖问答环节，增加了居民抢答的趣

味性和积极性。 倡议获得辖区居民、毛

纺社区在职党员代表、毛纺社区评议团

代表、毛纺社区红棉清风守护队队员的

一致好评。

信息时报记者 廖温勃 摄影报道

毛纺社区开展党建共建活动

附近居民对革新肉菜市场的关闭刚到不舍。 信息时报记者 瞿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