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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民生

万科世博汇位踞粤港澳大湾
区核心枢纽——广州南站商贸核
心区，占地 433 亩，建筑面积达
134万平方米。自2016年起，广
州南站商贸核心区的定位正式升
级为“泛珠CBD—泛珠合作平台+
华南枢纽门户+综合商贸新区”。
作为亚洲最大的高铁枢纽，广州
南站年客流超1.12亿人次，高效
辐射粤港澳大湾区9省2特区泛
珠三角大城市群，是粤港澳大湾
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桥头堡。此次
李锦记斥资购买的8号地块是万
科世博汇最具潜力的地块，距离
广州南站仅数百米，是途经广州
南站轨道列车进出站时的必经之
地。根据规划，此地块将由两栋
分别为18层及11层的建筑组成，
总建筑面积近4万平方米，建成
后，李锦记计划将其作为李锦记
酱料集团华南销售总部使用。其
中低两层为商业用，约5500平方
米。李锦记预留用 5及 6层，约
6600平方米自用。大楼设计有平
台花园约1000平方米。预计大楼
2020年底完工，地面可直达隧道
口通往南站方向。

永远创业，宏业突破130年

时光回溯，1888年，一名叫李
锦裳的青年因得罪乡里恶霸，举家
避难来到广东珠海南水镇，以开茶
寮、卖牡蛎蚝汤为生。一天，李锦

裳生火煮蚝却忘记了关火，直到闻
到一股浓郁的蚝香味才发现蚝汁
被熬成了浓稠状，味道鲜美——正
所谓“无心插柳”，家喻户晓的“蚝
油”原型就此诞生。为了让乡亲们
能分享到这一独特的美味，李锦裳
反复试制，历经多道工序，最终生
产出蚝油作为调味品出售，并正式
设立李锦记蚝油庄。自此，李锦记
用蚝油锁定华人味觉，时光荏苒、
风云变幻、峥嵘春秋，至今宏业已
经突破130年。

百多年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
个发展新时代，李锦记紧握时代脉
搏、紧贴市场趋势、发挥品牌优势、
致力于产品研发，稳健地拓展市
场。李锦记一直非常重视中国市
场，集团主席李文达先生从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期起便回到祖国投资，
以实际行动支持祖国的改革开放
和经济发展。多年来，通过不断扩
大企业规模，李锦记身体力行地促
进广东省整体经济水平的发展，持
续为广东省的经济建设和税收做
出巨大的贡献。起步于广东的李
锦记获得了飞跃的发展，“李锦记”
品牌家喻户晓，早已从一个只生产
蚝油和虾酱的小作坊发展成为拥
有200多款产品、畅销全球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酱料集团。
作为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的经济实
体，李锦记为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

思利及人，成就百年传奇

在李锦记，“思利及人”是每个
李锦记人铭记于心的座右铭。正是
李锦记始终如一地坚持“思利及人”
的核心价值，李锦记才能在一百多年
的发展历程中，始终胸怀理想、肩负
着“发扬中华优秀饮食文化”的民族
重任，在传承和发展之中稳步前行。

作为侨资企业，李锦记一直对
祖国、家乡抱有浓厚的故乡情怀，
时刻谨记“饮水思源”，秉承“思利
及人”的核心价值观热心公益活
动，积极回馈家乡及祖国的慈善事
业。李锦记不仅将全球最大的生
产基地落户在广东，支持家乡经济
建设，还热心家乡公益事业：1990
年，李锦记在珠海南水兴建“李兆
南小学”，1997年，在新会捐建“李
文达中学”。旨在资助有志青年学
厨圆梦、为中餐业发展培养未来之
星的“李锦记希望厨师”项目，也惠
及广东贫困山区；李锦记还连年捐
资数千万元支持广东的慈善公益
事业。此外，李锦记集团还捐资建
造“李文达大桥”和“无限极大桥”，
得到了家乡人民的称赞。

在“思利及人”的核心价值观
及独特企业文化的熏陶下，李锦记
持之以恒地实践企业社会责任，将
食品安全列为首要责任，为消费者

提供安全安心的产品。李锦记严
格执行“100-1=0”的品质管理理
念，意思是做100件事，算只有一
件做错了，也等于白做。就如同在
生产过程中不能对品质问题进行
任何妥协，哪怕一丝一毫的失误也
会导致最终结果为0分。李锦记
每一瓶小小的酱料，从原料挑选到
摆上餐桌，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质
量管理团队在运作，生产过程经过
30多道工序，200多个质量监控
点。正因为这种对品质的严格坚
守，李锦记成为北京奥运会、上海
世博会、广州亚运会、G20峰会、厦
门金砖会晤等重大盛会和国际国
内会议的调味品供货商。更值得
提及的是，李锦记连续3次登上太
空，成为“神九”、“神十”及“神十
一”航天员食用酱料。

北望神州，布局华南，再创新里程

在过去的130年里，李锦记人
携手共进，发挥永远创业精神，不
断突破向前，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历史。

站在李锦记集团香港总部北
望，便是辽阔的中国大陆疆域。李
锦记酱料集团主席李惠中先生表
示，“一直以来，庞大的大陆市场占
据李锦记全球市场的最大份额。
未来，李锦记对大陆消费者的市场

购买能力依旧信心十足。华南销
售总部建成后将为员工提供了一
个硬件、软件兼优的理想工作环
境，集合天时、地利、人和，让李锦
记人充分发挥潜能、拓展市场。”

李惠中先生还表示，“今年是
李锦记创业130周年，自上世纪90
年代初期回到祖国投资建厂以来，
李锦记在祖国大陆一直保持快速、
稳健的发展。此次购置毗邻高铁
广州南站的物业，是李锦记在粤港
澳大湾区经济圈、‘一带一路’等国
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鼓舞下，李锦记
集团放眼未来的战略布局。地块
建成后，从李锦记中国华南销售总
部出发，依托高铁广州南站四通八
达的枢纽功能，今后可以更方便、
更快捷地抵达集团总部香港、中国
销售总部上海、全球最大生产基地
江门新会等地。这不仅能进一步
提升李锦记集团的整体经营效率，
还能进一步增强集团各个功能组
的凝聚力，提升员工的自豪感。今
天，李锦记酱料集团华南销售总部
奠基仪式得以顺利举行并正式动
土开工，要特别感谢番禺区政府、
广州南站地区管委会、石壁街道办
事处以及万科集团给予的支持和
帮助。今后，李锦记将继续努力以
酱料作为桥梁，开拓业务，并为祖
国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3月11日，李锦记酱
料集团华南销售总部奠
基仪式隆重举行。李锦
记集团主席李文达先生
及其夫人李蔡美灵女士、
李锦记酱料集团主席李
惠中先生、李锦记集团董
事李惠雄先生、李锦记集
团管理层与广州市人大
常委会华侨外事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张湧先生、广
州市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唐忆春女士、番禺区区委
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
崔学军先生、番禺区副区
长谭斌先生，及广州市万
科房地产有限公司助理
总经理刘伟东先生等
200 多位嘉宾莅临现
场，共同见证了这一喜庆
荣耀的时刻。

李锦记集团主席李
文达先生、李锦记酱料集
团主席李惠中先生、番禺
区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
副书记崔学军先生、广州
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助理总经理刘伟东先生
分别致辞。极富传统特
色的舞狮渲染了现场热
烈欢腾的气氛。经由李
文达集团主席、李惠中主
席、李惠雄董事与贵宾们
的“点睛”，雄狮显得越发
灵动活跃，象征着李锦记
这百年品牌生机勃勃、历
久弥新。之后诸位贵宾
共同为奠基石培土，一时
掌声雷动，全场嘉宾共同
祝福李锦记前程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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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安全提示

海况良好，适宜海上
作业及旅游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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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及旅游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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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况良好，适宜海上
作业及旅游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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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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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湾区

斗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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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山区

高栏港区

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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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大
香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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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山
翠香
南屏
三灶
红旗
白藤
井岸
白蕉
斗门
乾务
莲洲
横琴
唐家湾
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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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杆
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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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情宗数
0.254
0.479
1.666
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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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6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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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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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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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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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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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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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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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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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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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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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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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提示

平安提示：本日全市平安状况良（优秀镇街11个、良好镇街10个、平稳镇街3个），无红色预警地区。

提醒市民做好家居安全防范，在公共场所注意保管财物，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珠海平安指数
(数据发布：珠海市平安办)

颜色贴士：■优秀 ■■良好 ■平稳 ■预警

国内主要城市天气

气象台气象台特报特报

多云，有阳光

气温：18-24℃，风向：东

南风，风速：陆地2到3级，海面

4到5级，相对湿度：65-95%。

北京 晴 5～17℃

上海 多云 14～23℃

广州 多云 17～25℃

重庆 阴转多云 14～21℃

合肥 多云 14～20℃

武汉 小雨 10～22℃

长沙 小雨 16～22℃

哈尔滨 晴转多云 -5～5℃

海口 多云 18～24℃

百年酱料世家

李锦记华南销售总部隆重奠基

嘉宾共同为李锦记酱料集团华南销售总部培土奠基

李锦记集团主席李文达先生在
奠基仪式上致辞

李锦记酱料集团主席李惠中
先生在奠基仪式上致辞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通讯
员杨小江报道：近日，珠海本地
论坛有人发帖称，最近珠海有
不少信号灯的倒计时突然消
失，导致到了路口不知道该加
速还是减速，十分不便。帖子
发出之后引起广泛关注，交警
部门昨日回应称，之所以出现
倒计时不稳定的情况，系因目
前设备正在升级改造之中。

据悉，目前珠海正在建设
智慧城市，而“智慧交通信号协

调控制系统项目”（下称：信号协
调控制系统）作为智慧城市建设
的一部分，也在建设、推进当中。
在信号协调控制系统建设中，交
通部门要对全珠海100多个信号
灯路口进行升级改造，这些路口
将陆续更新控制机硬件、软件设
备。在信号协调控制系统建设工
作中，出现了新控制机与现有倒
计时出现软、硬件不兼容的情
况。这个不兼容情况，直接影响
了信号灯倒计时设备。

记者了解到，我市信号灯
出现倒计时不稳定的情况一般
有两种。一种是没有全程倒计
时，到最后三秒时突然出现倒
计时。类似这样的路口目前
有：狮山路交翠香路口、凤凰路
交东风路口、三台石路交逸仙
路口、明珠路交翠微路口、粤海
路交情侣路口。还有一种情况
是干脆不显示倒计时，这样的
路口有：粤海路交港二路口、柠
溪路交吉柠路口、旅游路交梅

界路口、旅游路交金凤路口、健
民路交景晖路口。

警方表示，在信号协调控
制系统建设过程中，难免会出
现系统不兼容的问题，交警部
门会尽最大的努力对信号灯进
行维护，力争对驾驶员的影响
降到最低。同时，也请广大驾
驶员朋友理解支持，一旦该项
工作建设完毕，珠海的信号灯
智能化程度会更高，也会缓解
目前日益拥堵的交通状况。

珠海信号灯取消倒计时？
交警部门回应：设备正在升级改造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
金湾一线路板厂趁着夜幕将未处
理达标的废水通过软管排入市政
管网，谁料给夜间执法的环保执
法人员逮个正着！该公司因涉嫌
以私设暗管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
放水污染物，已被环保部门立案
调查，并责令其停产整治。

该线路板公司名为“珠海
市金沣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位于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祥业
路。

3月6日晚，市区两级环保
部门组织精干力量，对三灶镇
南排河沿线企业开展专项地毯
式排查行动。当执法人员进入
珠海市金沣汇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废水处理站后，发现了两条
长约8米的白色软管，里面有
水流。执法人员敏感地觉察到
这有“蹊跷”。

经查，该公司以废水处理
站第二天要维护设施为由，将

尚未经过斜管沉淀、砂滤罐过滤
的废水通过软管排放至市政管
网排放口，涉嫌私设暗管排放废
水，金湾区环保监测站工作人员
随即赶到现场，对软管所排废水
进行了采样。

监测结果显示，采样的废水
中，化学需氧量为160mg/L，氨
氮为44.6mg/L，总磷为5.72mg/
L，总镍为 1.50mg/L，均超过其
排污许可证所规定的执行标准
（《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水）》
（DB-44/1597-2015）），各污染
物允许排放的浓度限值：化学需
氧量为80mg/L，氨氮为15mg/
L，总 磷 为 1mg/L，总 镍 为
0.50mg/L。

该公司因涉嫌以私设暗管等
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目
前环保部门已对其立案查处，依法
查封扣押，责令停产整治，对涉嫌
环境违法的行为将移送公安部门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收到停产整

治通知后，该公司已按照要求，
停止了生产。

据悉，从3月6日起，市环
保局会同金湾区环保局、三灶
镇对南排河水体黑臭问题开展
了专项排查行动。行动中，共
发现了三起违法排污行为，除
了上述企业外，还有两家企业
超出排污许可证限值排放污染
物，市环保局对违法行为均已
立案查处。

据统计，2016年以来，环
保部门共对南排河周边7家企
业违法排污进行了9次行政处
罚。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加大对全市河涌流域企业的
监察监管力度，通过在线监测、
监测部门日常监测，实行对涉
水企业的实时和突击监测，对
于违法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依
法严厉处罚，对已责令整改而
不履行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企
业予以停产整治。

私设暗管排放废水被逮个正着

金湾一线路板厂被责令停产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