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有资产产权交易公告

一、详细信息须登录网址：
http://ggzy.zhuhai.gov.cn/浏
览，并在信息公告表“相关资料下
载”处下载相关资料，或亲临我中
心了解详情。

二、交易平台联系地址：珠海

市香洲红山路288号国际科技大
厦2楼交易窗口 联系人：陈小
姐、陈先生、郑先生，电话：0756-
2538182、2538702、2602651。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3月15日

项目编号

1900015C-1

1900028C-1

ZHGZCJ14-1804

ZHGZCJ14-1806

项目名称
将军山榕园（保康路52号1栋）邻里中心2号楼商
业配套空置物业租赁（共3个标的）（第一次降价）
香洲柠溪路198、200号物业出租（第二次挂牌）
珠海高栏港经济区财政国库支付中心公车处置

共1辆(粤CGL315)(第一次降价）
珠海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部分房源

（第69期共18套）公开招租

通 告
因市政管网横穿道路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至 7 月 13 日，封闭哈工大路交金园路路

口两条机动车道。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3月13日

通 告
因防撞墙油漆涂装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至 6 月 13 日，封闭机场高速公路三灶至乾

务段一条机动车道。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3月14日

珠海鸿亨房产有限公司：
我分局目前正对南水镇南郊村面积297906.68平方米用地进行调

查处置，需你司配合调查。因多次通知你司但你司均未回应，现特登报
通告，请你司法定代表人于此通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到我分局配合调
查，逾期我分局将根据调查的结果对上述地块单方予以处置，由此产生
的一切法律后果由你司负责。联系人：熊帆，联系电话：0756-7268299/
13926941869，地址：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高栏港大厦1016室。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高栏港分局
2019年3月15日

通 告

广东南光实业贸易有限公
司拟对珠海市拱北13套旧的住
宅物业进行装修改造（总面积为
1546平方米），现公开征集装饰设
计单位及方案。请具有装饰装修
一级资质并有意参与相关设计的
单位在2019年3月15日-2019
年3月31日与我司联系，联系人
及电话：黄小姐 0756-8159626

关于公开征集装饰设计
单位及方案的公告

珠海仲裁委员会公告
珠海市扬名广场商业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珠海市香
洲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与你关于保
安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珠
仲裁字（2018）第143号，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裁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珠海仲裁委员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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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规定》的出台，意味
着从下个月起，全国中小学生
就要和学校的小卖部说再见
了。消息一出，立刻上了微博
热搜，引发众多网友关注。

“去小卖部吗”“不去”
“我请你”“那走”……对不少
人来说，学校的小卖部是学
生时代最初的“江湖”，也是
学生向往的地方。部分网友

掀起了一波“回忆杀”：校园
小卖部满满都是童年的回
忆，每逢课间操，总会和三五
个同学相邀到小卖部买几毛
钱的辣条或者冰棍；每逢夏
天上完体育课，小卖部的冰
水就是学生们最爱的东西。
部分网友认为小卖部承载的
是“最美的时光”。

那么小卖部“退学”后，

确实有刚需的学生们该怎么
办？别急，“不得设置小卖
部”只是前半句。根据《规
定》，其中第二十条提到：
2019年4月1日起，中小学、
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
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
所，确有需要设置的，应当依
法取得许可，并避免售卖高
盐、高糖及高脂食品。

网友热议校园小卖部“退学”

采写：本报记者 廖明山
见习记者 王晓君

摄影：本报记者 朱习

近日，由教育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等部门制定的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
养健康管理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发布，
根据规定，2019年4
月1日起，中小学、幼
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
设置小卖部、超市等
食品经营场所。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下月起施行

校内不得设置小卖部

推荐人：赵玲丽，珠海市香
洲区第十二小学语文教师

推荐书籍：《一盏一盏的灯》
主编：吴非
推荐理由：
最初听校长提到《一盏一盏

的灯》这本书，我以为这是一本
散文集，因为在我看来书的名字
充满诗意。当我拿到这本书时，
乍一看封面，我仍旧以为这是一
本散文集，因为简简单单的封面
充满诗意。

然而，暑假里的一天，当我
终于可以静下心来读书时，才发
现，里面收集的全是真实的教育
故事。那一刻我才明白，校长布

置暑假作业时的良苦用心。
作为一名新老师，在我的

教育实践中还存有很多空缺，
因着求知若渴的心情，我在一
天时间里，花了8小时的时间
将这本《一盏一盏的灯》读完
了。

整本书由60个小故事组
成，每一个小故事都让人感动，
向我们讲述着责任、爱心、宽
容、诚实、严谨……

自从走上讲台的那一刻开
始，总有一句话在我的耳边萦
绕：身为教育工作者，哪怕只是
一名普通的老师，要做的也不
仅是简单的教学，而是教育。

我清楚地知道，教是为了育，是
为了培育，是为了养育。那一
棵棵新苗需要的是成长，不是
简单的受教。在《一盏一盏的
灯》一书中，有两个故事让我感
触很深，分别是《不一样的“阿
慢”》和《“低效率”的事》，作者
试图通过身边真实的事例告诉
大家，好的学生是全面发展的，
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分
数。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公民意
识、沟通交流技巧、终生学习的
方法、团队精神以及独立思考
能力等。

（记者 廖明山 见习记者
王晓君 整理）

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一盏一盏的灯》读后感

学生小龙表示，早上吃得再饱，
上午上课后两节课也经常肚子饿，又
或者饭菜不合口味，确实需要小卖部

“救急”。她的妈妈则表示，作为家
长，她认为没有必要“一刀切”，毕
竟孩子也会有饿肚子的时候。不过，
她表示，更令人担心的是校外的小卖
部，“大多数不洁净食品来自校外，
校外是目前更应该加强监管的地
方”。

笑笑（化名）妈妈听到这个消息，
开心得不得了，她表示，孩子目前在
读四年级，正是长身体的年纪，在学
校学习玩耍一天下来，放学的时候正
是饿的时候，出了校门总喜欢自己去
买点零食，尤其是辣条之类的食品。

“作为家长，看到孩子吃‘垃圾食品’，
总是很心痛”。从多角度分析吃零食
的坏处，都拦不住孩子向往零食的
心。

“其实她吃的辣条我也仔细看
过，并不是三无产品，都是正规厂家
出产的，生产日期什么的都有，但是
辣条这种高油、高盐、高添加、重辣
的食品，怎么能放心给孩子吃呢？”
笑笑妈妈认为，校内小卖部不应设
立，而且除了家长和学生自觉远离
这些食品，校外流动商贩、周边商铺
的管理更应该引起重视。

家长表示应该加强
学校周边商铺的监管

记者走访我市部分学校
发现，我市大多数中小学并
无校园内小卖部或者超市。

“很多年前有，但是近年来，
校园内小卖部或者超市已经
没有了。”某小学主要负责人
表示。初中情况与小学类
似，我市文园中学和九洲中
学学校相关负责人同时表
示，几乎没有听说过有哪个
初中学校设置小卖部。有些
学校不但没有小卖部，更是
禁止学生携带零食入校园。

香洲区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该区中小学很早就
取消了校内小卖部，“部分学

校食堂会有饮用水出售，但
是不卖零食”。

去年8月3日，我市曾下
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
市直属学校食堂小卖部管理
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学校
要严格核定和管理食堂饭菜
价格和小卖部商品价格，不
得以任何形式从学校食堂和
小卖部中盈利。同时，学校
应研究制定负面清单，对食
堂和小卖部采取“扣分制”的
方式进行量化考核, 严格监
管，明确年度考核不合格的
退出机制。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我市
部分市属高中，校内才有小卖
部或者超市。“毕竟高中寄宿生
较多，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内
不能出去，平时需要牙膏、香
皂、牛奶等生活用品还是校内
购买方便，而且由于‘零租金’，
目前校内小卖部或者超市售价
要比外面便宜许多，学校和市
里相关单位都会进行双重监管
和把关”。

我市某高中主要负责人
表示，该校校内超市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经营，并且禁止
售卖膨化食品、碳酸类饮料
等。

我市大多数中小学校内并无小卖部或超市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北
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市园林绿
化局日前联合发布关于中小学校
和幼儿园规划指标的配套政策，
对中小学、幼儿园的规划用地、建
筑高度、容积率、绿地率等指标提
出要求。其中明确，选址新建中
小学校、幼儿园时，为给广大青少
年儿童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绿
地率不得低于30%。

由北京市三个部门联合发布
的《关于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规划
指标的相关管理规定在执行中相
互衔接的意见》，旨在贯彻《北京
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满足新时期教育教学和改
革发展的需要。

在建筑高度方面，意见规定
幼儿园幼儿活动用房不应设在三
层以上，小学主要教学用房不应
设在四层以上，中学主要教学用

房不应设在五层以上。建筑控制
高度为：幼儿园不超过16米、小
学不超过21米、中学不超过25
米。如遇特殊高度要求的，应单
独进行论证。

在容积率方面，考虑到学前教
育发展和人口政策调整带来的学
位需求，意见要求幼儿园容积率应
控制在0.9及以下。在中心城区外
非建成区新建的中小学校，容积率
应控制在0.8及以下。原址改建扩
建中小学校时，容积率应控制在
1.0及以下。对于容积率超过要求
的，应由项目单位会同相关部门或
专业机构对建设项目的合理性、安
全性进行专项评估。

在绿地率方面，意见还提出，
原址改建扩建中小学校、幼儿园
时，应合理利用屋顶绿化、垂直绿
化等方式增加绿化面积，改建扩
建后的绿地率不得低于改建扩建
前的绿地率。

北京：

新建中小学校幼儿园
绿地率不得低于30%

日前，珠海一名男子在实习
期送父母去机场，返程途中却被
扣光12分，驾驶证被注销。

实习期间酒驾

3月 8日早上，天还灰蒙蒙
的，高速交警大队安警官在机场
高速乾务出口执勤时，看见一辆
粤C4××22的深蓝色现代小车
亮着车头灯从匝道驶来，安警官
指挥小车靠边停下，让小车司机
接受检查。

“什么事啊？”男子一脸茫
然地摇下车窗问交警。男子
刚开口，交警就闻到一股淡淡
的酒气。坐在副驾上的女子
也不解地看着交警。安警官
拿出酒精测试仪让男子吹气，

“嘀嘀嘀”，“对不起，您喝酒
了。”吹气值为 26mg/100ml，
酒驾了。司机谢某只好承认
喝了酒。

宿醉后送父母回老家

安警官查看了男子的驾驶
证，发现他还有三个月才过实习
期，竟然在实习期开车上高速，还
酒后开车，谢某的胆子真不小。
经调查，谢某今年32岁，2018年6
月才拿到的驾照，现在在珠海富
山工业园工作并安了家。近日，
远在北方的父母来到珠海看望谢
某，相聚时间过得很快，两老打算
在3月8日当天坐飞机回老家。

3月7日晚，谢某在家里准备
了一桌饭菜为父母饯行，还端起
酒杯，与父亲喝起了酒。第二天
早上6时左右，谢某一觉醒来，感
觉酒气已散，头脑也清醒，便开车
送父母去珠海机场。谁知送完父
母，在和妻子返程的路上，刚下高
速就被交警查出酒驾。

谢某酒后驾驶和实习期驾车
上高速的行为，被交警部门并处
以罚款2200元、记12分。由于
谢某驾驶证还在实习期，扣满12
分后，驾驶证也要被注销，要重新
考科目一到科目四，才能恢复驾
驶证。 （杨小江）

珠海一男子实习期间酒驾

被扣12分注销驾驶证

谢某被交警查出酒驾。 交警部门供图

学生们爱吃的小吃，是否有食品安全问题是家长们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