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做好垃圾分类
10 家物业企业被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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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豪华
车的销售情况一片“火热”。 记者
了解到， 随着越来越多的私家车
进入换购期， 替换性需求在不断
提升， 因而广州车展这几天豪华
车取得了不错的销量。 25 日下午，
一德系豪华品牌展台被看车一族
紧紧包围着， 而销售顾问则忙着
签单。“今天签了二三十辆的订
单，周末会更好一些。 ”该销售顾

问说。
而在另一豪华品牌车展台，车

商则告诉记者， 当前拉动豪华车
销量的主要是“80 后”。“买豪车的
人有近四成是‘80 后’，这个年龄
段的人群已经小有成就， 因此也
开始对生活有更高的追求。 ”该车
商表示，“但受限购影响， 他们通
常是通过新旧置换的方式来圆自
己的豪车梦。 ”

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燕华报
道： 近日， 广东省住建厅发布
2019 年度查处第三批违法违规
房地产开发企业、 中介机构和物
业服务企业名单的公告。 其中 10
家物业服务企业因为未设置生活
垃圾分类容器或未做好生活垃圾
分类宣传而被通报。

公告显示， 全省各级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查处了一批
违反《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
法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中介机
构和物业服务企业。 其中，中山、
清远等市住建部门工作力度大，
给予通报表扬。

公告显示， 第三批违法违规

房地产开发企业、 中介机构和物
业服务企业共 60 宗。

垃圾分类已经成为衡量物业
管理企业工作的重要指标之一。
在公告中，记者注意到，英德森鹏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
因为未按规定建立生活垃圾日常
分类管理制度及开展生活垃圾分
类知识宣传而受到处罚， 或未设
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 而被
通报。

中山市荣基房地产有限公司
等 13 家公司则因为未在楼盘销售
现场公示《不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
公积金贷款》的书面承诺及销售进
度控制表的问题而被通报。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艺文，通
讯员黄伟武、钟运平、张凯楠报道：
记者从广州交投集团获悉，11 月
25 日上午 11 时，位于广东、江西
交界的大广高速粤境段九连山省
界收费站一期拆除工程提前 23 天
正式完工。 据悉，该省界收费站是
广州市唯一管辖的省界收费站，目
前大广高速粤境段全线 ETC 门架
系统进入软件安装、调试阶段。

据了解， 九连山省界收费站

共有 22 条收费车道 （含 ETC 车
道 ）。 一期拆除工程完工后，可实
现双向六车道快速通行。目前，前
广场仍有 9 条车道可供车辆通行
（含 ETC 车道 ），后广场有 5 条车
道作为备用车道， 在主线站车流
量增大时启用。 大广高速粤境段
全线 ETC 门架机电设备已全部
安装完毕，系统进入软件安装、调
试阶段， 预计 11 月 30 日前将具
备联网联调的条件。

据新华社电 校园食品安全
问题一直受到社会高度关注。 记
者从教育部 25 日举行的新闻通
气会上获悉， 我国现有中小学校
和幼儿园 51.5 万余所，其中 41.7
万所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落实相关
负责人陪餐制度。

教育部通报称， 从家长委员
会参与食堂安全监管机制看，39.8
万所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建立家长
委员会参与食堂安全监督机制；从
学校食堂“明厨亮灶”覆盖率看，全

国学校食堂实现“明厨亮灶”的学
校增加 6.7 万家，达到 34 万家。

教育部表示， 为切实保障广
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下一步
除印发相关文件、 建立长效机制
外，还将加强健康教育，把食品安
全与营养健康知识纳入健康教育
教学内容， 提高学生的食品安全
意识和防范能力。同时，加强营养
改善计划试点地区管理人员培训
力度，提升业务指导、监督管理和
健康教育能力。

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将举行中心城区污水处理费调整方案听证会

广州污水处理费最低要涨5.26%

41.7 万所中小学和幼儿园
落实负责人陪餐制度

羊城晚报记者 张爱丽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艺文报
道：11 月 25 日， 粤 A 牌 11 月竞
价结果新鲜出炉。 继上月个人最
低成交价 “跳水 ”至 10000 元后 ，
本月个人最低成交价有少许反
弹， 为 13200 元； 个人平均成交
价继续下降。 单位竞价的最低成
交 价 仍 为 10000 元 ， 自 9 月 以
来，连续 3 个月持平。

根据 11 月指标数量配置，普
通车竞价指标数量缩减。 若不计
未配置成功指标， 普通车竞价指
标数量为 4000 个 ， 比上月减少
6000 个。 个人竞价方面，最低成交
价为 13200 元， 比上月上涨 3200
元，66 人以最低成交价成交。平均
成交价继续下降 ， 本月为 15917
元，比上月 20306 元下降 4389 元。

单位竞价方面 ，平均成交价
和 10 月相比略有下降 。 最低成
交价为 10000 元 ， 与上月相同 ，
最 低 成 交 价 的 成 交 个 数 为 57
个 。 平均成交价为 12835 元 ，比
上月下降 732 元。

11月粤A牌
个人最低成交价
回升3200元

大广高速九连山省界收费站
一期拆除工程提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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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生活类污水三个阶梯分别调整为1元/吨 、1.5元/吨 、3
元/吨, 较现行标准上调5.26% ； 非居民类污水收费标准调整为
2.36元/吨， 较现行标准上调68.57%； 特种类污水收费标准调整
为3元/吨，较现行标准上调50%。

●居民生活类污水三个阶梯分别调整为1.3元/吨、1.95元/吨、
3.9元/吨, 较现行标准上调36.84%； 非居民类污水收费标准调整为
1.91元/吨， 较现行标准上调36.43%； 特种类污水收费标准调整为
2.8元/吨，较现行标准上调40%。

●居民生活类污水三个阶梯分别调整为1.36元/吨 、2.04元/
吨、4.08元/吨,较现行标准上调43.16%；非居民类污水收费标准调
整为2.23元/吨，较现行标准上调59.29%；特种类污水收费标准调整
为3元/吨，较现行标准上调50%。 (唐珩)� � � �

链接 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听证方案

11月 25 日，2019 年广州车展已进行到第四天。 虽然
这天是工作日，但展馆内人气仍比较旺，尤其是各展台的新
能源汽车，吸引了不少看车一族。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受
补贴减少的影响， 新能源汽车的销量经历了连续四个月下
滑。在今年的广州车展上，新能源车展出数量和比例都有所
提升，但销量不如去年。此外，在今年的广州车展上，豪华车
销售势头强劲，“80”后已成为豪华车的主要消费人群。

记者统计，本届广州车展共有
1050辆展车，其中新能源展车数量
为182辆，占总数比例为17%。 新能
源车的展出数量和占比相比去年
都有所提升。 2018年广州车展累计
展车有1085辆，新能源展车数量只
有150辆，占总数比例近14%。

一些参展车商告诉记者， 新能
源汽车尤其是纯电动车型的市场接
受度仍不高。“来看新能源车的人不

少，但真正愿意下订的却不多，我们
三天只接到了 11 个新能源汽车订
单。 ”一自主品牌车商负责人说。 该
负责人表示， 新能源车销量明显不
如去年， 除了配套设施还不够完善
外， 补贴减少是其销量下滑的重要
原因。“以前大家买新能源车，除了
其上牌容易，还有就是补贴多，购车
成本低，现在这种优势已经不存在，
大家的购买热情也就随之降低。 ”

豪华车销售“火爆”

新能源车购买热情降温

已已成成豪豪华华车车主主要要买买家家
广州车展进行到第四天，记者发现：新能源车遇冷，豪华车销售“火热”

“80后”

广州车展豪华车展位被看车一族紧紧包围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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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珩报
道：25 日，羊城晚报记者获悉，广
州市发展改革委拟召开广州市
中心城区污水处理费调整方案
听证会。 广州市中心城区的污水
处理费在听证会后将有调整。 广
州中心城区包括：天河区 、越秀
区、海珠区、白云区、荔湾区、番
禺区大学城、黄埔区 （不含原萝
岗区 ）。

广州市发展改革委介绍，现
行中心城区污水处理费标准是
自2017年7月1日起执行的，污水
处理收费综合单价为1.11元/吨。
其中，居民类污水实施阶梯式收
费，三个阶梯具体收费标准为0.9
5元/吨（26立方米以下 ）、1.43元/

吨 （27到 34立方米 ）、2.85元 /吨
（34立方米以上）， 非居民类污水
收费标准为1.40元/吨，特种类污
水处理费为2.0元/吨。 2016年至
2018年污水处理费征收总额均
小于同年经监审核定的污水处理
定价成本。

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在官网公
布了三套听证方案。新方案中，居
民生活类污水阶梯收费标准维持
1∶1.5∶3 比例。 以一户家庭每
月产生 30 立方米污水来计算 。
以 现 在 的 收 费 标 准 ， 要 缴 纳
30.42 元污水处理费。 按照公布
的三个新方案计算， 则分别要缴
纳 32 元 、41.6 元 、43.52 元污水
处理费。

听证会将于 12 月 27 日举
行。 此次听证会共设听证会参加
人 24 名。 包括消费者 16 名，经
营者 1 名， 与定价听证项目有关
的其他利益相关方 1 名， 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及相关领域专家学
者各 2 名。

此次听证会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4 日 17 时 30 分，
有意者可通过传真 （83125911）、
邮寄 （广州市越秀区府前路 1 号
市政府大院市发展改革委价格管
理处 ， 邮编 510032）、 电子邮件
（sfgwjgc＠gz.gov.cn（注明 “听证会
报名”）） 或者现场报名 （广州市
越 秀 区 越 秀 北 路 311 号 17 楼
1707 室广州市价格监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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