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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肉菜缺货补货应急保供
渠道已进一步完善。顺德区经促、市
监、发改等部门持续开展社会面物
资供应监测及巡查，分别派出多个
检查组对区内超市、农贸市场、平价
商店的物资供应、价格、食品安全及
防疫工作落实等情况进行检查，提
醒告诫经营单位明码标价，禁止乱

涨价，积极引导商场超市、农贸市场
保供稳价，避免居民盲目哄抢、囤
积。

顺德区发展和改革局方面介
绍，顺德设有两个价格监测定
点，其中大良华盖市场已暂停交
易，北区观光市场正常营业，目
前已选定陈村旧圩市场、乐从水

腾市场作为后备监测定点。该局
要求全区69家平价商店严格按照
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官网每日公
布的《佛山市菜篮子价格监测日报
表》市场平均价做好稳价工作，目
前，各平价商店肉菜供应充足，价
格稳定，无抢购现象发生。

顺德蔬菜、猪肉应急补货方案均已启用

力保肉菜供应端不断供不脱销

纳入监测范围的30种蔬菜零售
均 价 4.84 元/500 克 ， 环 比 下 降
2.81%。其中，叶菜类均价为4.73元/
500克，非叶菜类均价为4.95元/500
克。

纳入监测范围的粮食零售均价
3.42元/500克，环比持平；食用油
（5L 桶 装） 零 售 均 价 每 桶 90.14
元，环比持平。纳入监测范围的 4
种食盐零售均价 3 元/500 克，环比
持平。

纳入监测范围的 4 种猪肉零售

均价26 元/500 克，环比持平；3种
牛肉零售均价 51.33 元/500 克，环
比持平；鸡肉零售均价 24 元/500
克，环比持平；2 种鸡蛋零售均价
7.50 元/500 克，环比持平。7 种水
产品零售均价 19.71 元/500 克，环
比持平。

此外，监测数据显示，顺德
口罩供应充足，销售品种呈多样
性，价格总体稳定。酒精、84消毒
液等消毒用品以及板蓝根冲剂、抗
病毒口服液等药品供应有序，价格

基本稳定。部分药店莲花清瘟胶囊
缺货。儿童一次性口罩零售均价
0.37元/个、成人一次性口罩零售均
价0.14 元/个、75%酒精（500ml瓶装）
零售均价6.50元/瓶、广州白云山板
蓝根颗粒（10g×20 袋）零售均价
15.01 元/盒 、华 润 三 九 感 冒 颗 粒
（10g×9袋）零售均价10.3元/盒、广
州香雪抗病毒口服液（10ml×18 瓶）
零售均价 25.10 元/盒、石家庄以岭
连花清瘟胶囊（0.35g×36粒）零售均
价27.4元/盒。

11月24日价格监测情况

顺德蔬菜动态储备机
制、猪肉应急补货方案均
已启用，市民的“菜篮
子”有保障。11月24日，
记者了解到，顺德全区生
活物资市场供应充足，市
民可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正

常购买基本生活必需品，价
格总体稳定，蔬菜价格环比
昨日小幅下降，粮油、食盐、
猪肉、牛肉、鸡肉、鸡蛋、水
产品价格基本持平。

除了启用日供应量可
超1000吨，动态储备100

吨的临时蔬菜批发交易点
之外，顺德还衔接顺为食
品公司制定生猪应急供应
方案，为市场终端开设猪
肉缺货应急保供通道，多
管齐下，力保肉菜供应端
不断供、不脱销。

11月22日，顺德区蔬
菜临时动态储备投放机制
投入运作，储备 100吨左
右的各类蔬菜，设置苏岗
桥底的顺控停车场为临时
蔬菜批发交易点，由批发
运营商进场管理，确保农
贸市场、超市、肉菜生鲜
门店等能下午有货补充。

24 日 14:00 至 20:
00，临时蔬菜批发交易点
继续营业，共提供9个蔬菜
品种供应，批发价格分别
为：上海青 55 元/件 （约
34 斤）、油麦菜 67 元/件
（约33斤）、生菜52元/件
（约24斤）、水白菜52元/
件 （约 39斤）、水东芥菜
58元/件（约24斤）、西生
菜65元/件（约30斤）、春
菜73元/件（约39斤）、金
丝白58元/件 （约30斤）、
娃 娃 菜 96 元/件 （约 48
斤）。

该临时蔬菜批发交易
点配置交易能力可达到
1000吨以上，在紧急情形
之下可随时替换现有主要
批发供应渠道。鉴于当前
顺德本区外源货源渠道仍
保持畅通，市场供应终端
采购通过货源替代、点对
点直供等能实现货源供应
运转，因此临时蔬菜批发

交易场所仍无需作为日常
批发场所使用，只作为临
时蔬菜动态储备场所使用。

此外，猪肉应急补货
方案也已正式启用。顺德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生活物资保障组衔接区
顺为食品公司制定生猪
应急供应方案，为市场
终端开设猪肉缺货应急
保供通道。多管齐下，力
保肉菜供应端不断供、不
脱销。

据了解，顺为食品公
司属下共有两家屠宰场，
分别位于容桂与乐从。客
户向对应的业务点联系下
单，约2个小时，猪肉产品
即可被送到指定地点，客
户也可自行准备冷链车自
取。以整头生猪或半边白
条肉为单位采购的，顺为
食品公司可提供分拆服
务。每头生猪重量标准约
250-350斤，屠宰后出场
前称重，费用按市场价与
实际重量计算。此外，也
可以分拆件采购，费用按
实际需求的猪肉产品名目
市场单价及实际重量计算。

据了解，顺德区大型
批发市场有2个，分别是金
利批发市场和三洲批发市
场（三鸟批发市场），金利

批发市场目前暂停交易，
三洲批发市场正常营业。
大良街道除金利批发市场
外，暂停交易的农贸市场
有7家，正常交易的农贸市
场肉菜价格波动幅度在合
理范围之内。

除了被管控的农贸市
场外，其他市场、超市均
有序经营，市场秩序良
好，物资充足，价格稳
定。按照“快封快解”原
则，11月23日起，随着5
家农贸市场恢复正常经
营，后续因涉疫影响的市
场不断恢复正常营运，肉
菜供应力量将不断加强。

目前，顺德全区生活
物资市场供应充足，市民
可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正常
购买基本生活必需品。各
大在营农贸市场、大中型
超市、肉菜门店，均按照
日常3倍以上备货量加大供
应，油米蔬菜肉类供应充
足。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1月23日，顺德各类市场
终端区内蔬菜进货量已超
过2300吨，生鲜猪近3000
头，储备粮供应可满足全
区常住人口6-9个月的需
求量，地方储备食用油可
满足半个月的需求量。

目前，顺德各大在营农贸市场、大中型超市、肉菜门店油米蔬菜肉类供应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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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蔬菜、猪肉应急补货方案均已启用

珠江商报讯 记者苏淑
婷报道：11月24日，记者
从佛山市教育局获悉，《佛
山市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美育工作行动方
案》（以下简称“《行动方
案》”）正在征求意见，拟
从6大方面19项要求，深入
推进全市学校美育工作。
《行动方案》提出，探索将艺
术类科目纳入中考改革和
高中阶段招生录取计分科
目，以顺德区为全省试点区
稳步推进改革试点工作。

《行动方案》提出，完
善实践育人体系，树立学
科融合理念，推动美育与
德育、智育、体育、劳动
教育相融合，实施美育跨

学科教学和社会实践活
动。同时，全面优化课程
体系，力争到2025年在中
小学校增设舞蹈、戏剧
（粤剧）、影视、书法、摄
影、陶艺、剪纸等地方课
程或校本课程。

《行动方案》要求，义
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
校严格按照国家课程方案
和课程标准开齐开足上好
美育课，并将艺术课程纳
入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
必修课。到2023年，全市
中小学校美育课开课率均
达 100%。到 2025 年，学
生能熟练掌握1到2项艺术
特长。同时，打造一批美
育教学改革示范区和示范

校，创建一批中小学美育
实践基地，培育推广一批
国家级、省级高质量美育
精品课程，每2年开展1次
市级美育优质课评选和展
示活动。

全覆盖开展普及性艺
术实践活动，打造更多美
育品牌，《行动方案》 提
出，大力推广面向人人、
惠及全体的学生合唱、合
奏、集体舞、课本剧、艺
术实践工作坊和博物馆、
非遗展示传习场所体验学
习等实践活动，到 2025
年，全市打造50个以上高
水平中小学生艺术团队；
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粤剧文化进校园，到

2025年创建不少于60所佛
山市粤剧特色学校。

《行动方案》提出，探
索将艺术类科目纳入中考
改革和高中阶段招生录取
计分科目，以顺德区为全
省试点区稳步推进改革试
点工作。2025年全面实施艺
术类科目纳入中考，将艺术
类科目纳入高中阶段招生
录取计分科目。全面实施艺
术素质测评，将评价结果纳
入初、高中学段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构建起学校艺术教
育和学生综合艺术素养多
元评价制度。依据课程标准
确定考试内容，利用现代技
术手段促进客观公正评
价，建立信息化测评系

统，创新测评方法。
在师资队伍、场地器材

配备方面，《行动方案》指
出，加大经费投入，全面改
善办学条件，到 2023 年艺
术教师配备率、学历达标率
均达100%。把美育教师队
伍建设纳入佛山基础教育

“强师工程”，建设美育名师
工作室，培育高素质专业化
创新型教师队伍。在场地
器材建设方面，将通过政
府投资建设、社会共享、
校内功能教室改造等多种
方式，加强条件薄弱学校
美育场地设施建设，到
2025 年全市中小学校音
乐、美术教学场地与设备
建设全面达标。

佛山探索将艺术类科目纳入中考改革和高中阶段招生录取计分科目，
以顺德区为全省试点推进工作

2025年全面实施艺术类科目纳入中考

珠江商报讯 记者叶芝
婷报道：11月24日，顺德
发布 2022 年 1-10月经济
运行简况。顺德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高质量发展态势持
续，1-10月全区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

顺德坚持工业立区、

科技强区。工业方面，1-10
月，顺德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同比增长 1.8%，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先进制造业、装备制
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增
加值平稳增长，分别增长
2.3%、0.6%、4.9%。

投资方面，1-10月，顺

德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
长1.4%，其中，第三产业完
成投资额同比增长5.9%。消
费方面，1-10月，顺德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014.49
亿元，同比增长1.8%。

外贸方面，据海关统
计，1-10月，顺德实现外
贸进出口总值2255.0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 9.7%。
其中，出口 1897.0 亿元，
增长10.2%；进口358.0亿
元，同比增长7.2%。

财政方面，1-10 月,
顺德全区实现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214.84亿元，剔除留抵退
税因素后同口径增长0.2%。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231.84亿元，

同比增长6.9%。
此外，存贷款方面，

截至10月末，金融机构人
民币存款余额 7516.58 亿
元，同比增长 16.1%；其
中，境内住户存款3834.70
亿元，增长15.3%。金融机
构人民币贷款余额5351.61
亿元，同比增长10.9%。

顺德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前10月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珠江商报讯 记者黄澄献报道：11月24日，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获得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
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三家国有大行授信支持，
总额度超过1500亿元，展现金融机构对优质房企
的支持。

自今年11月以来，金融支持房地产的利好政
策紧密落地，包括“第二支箭”“金融16条”、银
保监会“保函置换通知”等，各金融机构加快落
实对房企的融资动作，为优质房企授信。

工商银行在当天与碧桂园等12家全国性房企
签约，一共提供意向性融资支持逾6500亿元。中
国银行和邮储银行将分别向碧桂园提供总额不超
过600亿元人民币、500亿元人民币的意向性授
信额度。根据协议，三家银行为碧桂园提供的授
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房地产开发贷款、并购贷
款、业主个人购房按揭贷款等多元金融服务。

受此影响，碧桂园(02007.HK)盘中上涨最高
超过21%。11月以来，碧桂园股价一度暴涨近两
倍，北向资金持有流通股比例从9月底的8.6%一
路增持至目前的23.29%。另外，当日，多只碧桂
园债券出现大涨，“21碧地03”涨超33%，“20
碧地 03”涨超 32%，“19碧地 02”涨超 29%，

“20 碧地 02”涨超 27%，“20 碧地 04”涨超
20%，“21碧地01”涨20%，以上六只债券均盘
中临时停牌。

作为监管部门选定的示范民营房企，碧桂园
融资渠道保持畅通。9月，碧桂园成功发行由中
债增全额担保的中票人民币15亿元。此外，碧桂
园供应链金融ABS已获深交所受理，拟发行金额
20亿元。

行业下行背景下，碧桂园经营稳健，展现出
很强的韧性。交付方面，2022年前三季度，碧桂
园集团连同其合营公司和联营公司已累计合同交
付约45万套房屋，累计交付面积超5300万平方
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碧桂园前三季度累计
交付面积约占全国18%，如果不考虑单套面积差
异等因素，大体上相当于全国每交付5套就有1
套是碧桂园的。

销售方面，2022年1月-10月，碧桂园权益
合同销售金额3094.2亿元，在多家第三方机构发
布的榜单上继续位列行业第一，其中9月和10月
权益销售金额连续两个月出现环比增长。

碧桂园获三家银行授信支持

总额度超1500亿

文图/珠江商报记者黄澄献

2职能部门持续监测，肉菜价格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