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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富有商机
今年以来，各地纷纷推出的垃
圾分类新政不仅成为普通百姓关
心话题，也再次将垃圾分类行业推
向了关注焦点。企查查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 6 日，今年共有 6948 家新
成立的垃圾分类相关企业登记注
册，其中仅广东省就有 837 家。同
时，代扔垃圾、垃圾分类小程序等
新兴商业服务和模式纷纷涌现。
市场看好、企业数量井喷、资本涌
入，垃圾分类行业能否成为下一个
风口、行业壁垒有哪些、什么样的
模式才可持续？
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城市垃圾

清运量为 2.15 亿吨，其中 56%采取
填埋方式处理，焚烧和回收利用方
式占比仅约 40%。垃圾填埋不仅
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同时会对生
态环境造成潜在威胁。探索合适
的垃圾分类、回收和利用方式成为
当前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今年 6 月份，住建部发布《关
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
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提
出，自 2019 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
城市要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2020 年底，46 个重点城市要基
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2

起草一份紧急通知，
召集所有股东开会。

年前，各地级城市至少有 1 个区实
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2025 年
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
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随着一
系列“真刀真枪”的政策实施，我国
垃圾分类进程明显加快。
根据《
“十三五”全国城镇无害
化处理生活垃圾的设施建设规
划》，
“ 十三五”期间全国城镇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总投资
约 2518.4 亿元。其中，无害化处理
设施建设投资 1699.3 亿元，收运转
运体系建设投资 257.8 亿元，餐厨
垃圾专项工程投资 183.5 亿元，垃
圾分类示范工程投资 94.1 亿元。
这意味着垃圾分类行业迎来了新
的市场机会。
“定时定点扔垃圾不方便”
“垃
圾分类复杂”……这些都是市民吐

槽的热点话题。能否充分调动市
民的积极性是此轮垃圾分类推广
能否成功的关键，也是垃圾分类企
业突围的机会。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
院院长林伯强表示，居民构成多元
化使得垃圾分类难以协调，总是会
出现一些个体由于种种原因不愿
意分类。虽然可以通过处罚和监
督等手段来强制居民垃圾分类，但
是管理成本高昂。因此，推动居民
自觉参与分类很关键。
记者采访发现，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金帝海珀华庭小区早早引
入了浙江联运环境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研发生产的智能化垃圾箱，居
民用积分卡扫码分类投放垃圾还
能赚取积分兑换礼品。
（据《经济日报》
）

广发手机银行

最近国家出台一系列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
优惠政策，企业发展前景非常好。所以，公司决
定增加注册资金 5 亿元，
并改制成集团公司。

公司将增加在房地产、矿产
资源、
城市建设项目等领域的投
资与合作，把公司打造成一艘
“经济航母”。

“智慧”语音服务为客户手动操作“减负”
专区在线申请
“南航财富卡”
和
“凤
凰知音财富卡”，查询申请进度和
赠送里程明细、
优惠及精彩活动。
城市服务专区是广发银行总、
分、支行联合对客服务的一站式平
台，
可支持分行与当地机构及商户
去年，广发手机银行 4.0 闪亮
手轻松解决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
合作，
快速接入，
模块组装，
打造本
推出智能语音服务之后，持续以
的问题，这也开创了手机银行全
地化客群服务生态圈。在本地服
语音技术为切入点开展金融科技
新的语音服务应用模式。
务专区，
客户不但可以找到本地化
创新，推动完善在线智能语音服
据了解，该行年内还将推出
的优惠活动和专属产品，
还能一键
务系统，提升“免动手”操作体验
基于声纹技术应用的便捷服务。
直拨本地支行网点客户经理电话，
升级。
全新推出五大专区，
激发 通过电话寻求金融专家的远程支
易找，广发手机银行 5.0 语音
持。各家分行在手机银行上部署
场景化“普惠”金融服务
搜索聊天场景大幅扩充，还增加
的城市专区，
为客户提供了丰富多
乘数效应
了常识问答、笑话等主题拓展问
彩的当地特色服务。
语料，让客户能够通过人机对话，
中国人寿集团“以客户为中
据悉，广发手机银行正在凝
快捷准确地找到“答案”。能听， 心、以服务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
聚总分行合力，重点贯彻落实粤
广发手机银行 5.0 的语音输入方
广发手机银行上也有突出表现。 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借力金融
式覆盖转账等高频场景，动动嘴
为满足不同客群的个性化需求，
广
科技服务湾区建设。5.0 版本已支
即可实现文字输入，交互模式更
发手机银行 5.0 全新推出代发工
持广东省内持实体社保卡申领电
加简化。会说，广发手机银行 5.0
资、私人银行、
航旅客户、
车主汇四
子社保卡，并提供全国社保查询、
在常见问题、资讯播报等栏位新
大客群专区和城市服务专区。其
养老金测算、关系转移等社保服
引入了 TTS 语音播报技术，让手机
中，畅享薪生活（代发工资客户专
务；还推出了线上开立存款证明、
银行不但能听而且会说。好用， 区）推出了专属产品、热门活动、专
电子发票、线上税务缴费、房贷报
广发银行新推出手机银行智能机
属权益、
电子工资单、
易发薪及薪惠
税信息查询等便民服务。
器人客服服务，实现手机银行智
金等多项服务，
为广发银行代发工
去除干扰项，
“千人千面”
能客服“零”的突破。好玩，创新
资客户提供工资查、
用、
存一体化的
定制菜单提升服务质量
推出了“小智语音助手”，客户在
综合服务；
广发私人银行专区为私
任意手机银行界面呼叫“小智小
银客户推出财富总览、
产品推荐、
资
为提升效率，去除服务“干扰
智”，即可唤醒小智助手，通过简
产建议书、专属增值服务以及专属
项”，
广发手机银行 5.0 基于大数据
单的人机对话，便能吩咐小智助
活动栏目；
客户还可通过航旅客户
应用，大幅提升个性化推荐范围，

好的，
马上去办。

由过去仅支持理财产品个性化推
荐，
扩展为全方位支持理财、基金、
保险、存款、贷款等产品以及各类
活动和服务；同时，手机银行 5.0
APP 的“全部”宫格栏新设置了“最
近使用”和“为您推荐”两个子栏
目。其中，
“为您推荐”
宫格将根据
客户高频使用记录和个性化推荐
策略结果展示功能图标。这样一
来，当客户登录手机银行时，所看
到的功能、服务及产品都是系统根
据客户使用习惯及偏好定制展示
的内容，帮助客户克服“选择困难
症”，快速找到最符合自己需要的
信息。客户还可以按个人偏好进
一步编辑个性化宫格菜单。此外，
广发手机银行 5.0 把握 APP 设计潮
流，全面升级视觉、动效、流程、转
场、页面布局等用户体验要素，为
客户带来全方位新体验。
同时，广发银行正在深化全
渠道协同经营，不仅推出了个人
网银跨屏登录，实现手机银行与
网银无缝对接，推出手机银行刷
脸签约，支持用户在柜面、自助机
具交易时免带实体卡，还对微信
银行做了改版并新推出了小程
序。微信银行 2.0、小程序 1.0 与手
机银行 5.0 一起，形成广发银行移
动金融协同服务体系，持续为客
户带来更多惊喜。（黄欣 金育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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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
开展反洗钱宣传活动

广东福彩发布 2018 年度福彩公益金收支明细

筹集福彩公益金 69.12 亿元，再创新高
金收支情况公告汇编。
《汇编》是根
据全省各市民政部门对外发布的
公益金收支情况公告汇编而成，
内
容包括《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彩
票公益金分配比例等相关政策法
近日，广东福彩发布《2018 年
规条文，以及 2018 年度广东省各
度广东省福利彩票公益金收支情
地市福利彩票公益金收支情况公
况公告汇编》
（以下简称《汇编》）， 告，详细公开了全省 21 个地市福
进一步让社会公众了解福利彩票
彩公益金的筹集和使用情况。
公益金使用情况。
根据财政部规定，
彩票公益金
从 2014 年起，广东福彩积极
比例最低不得低于销售量的
推进“阳光福彩、公益福彩、责任福
20%。目前，广东省福利彩票的乐
彩”建设，连续 5 年发布年度公益
透型福利彩票的公益金比例约为

35%，
“刮刮乐”即开型福利彩票公
益金比例为 20%，视频型福利彩票
的公益金比例为 22%。
2018 年，广东全省共销售福
利彩票 242.7 亿元，筹集福彩公益
金 69.12 亿元（含弃奖），筹集率达
28.47%，公益金筹集量创历史新
高。自发行至 2018 年底，广东省
福利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 662.89
亿元，
为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
作出了积极贡献。
广东省留成的福利彩票公益
金在除去深圳市单列的公益金

外，70%拨给各市财政用于社会
福利事业，6%用于省财政统筹基
金，24%留成到省级民政部门使
用。在省级民政部门的公益金分
配中，20%专项用于全省残疾人
事业，20%专项用于全省低保医
疗救助基金，剩余的 60%由省民
政厅用于资助及补助地方的福利
公益项目。
目前，
《汇编》电子版已在广东
福彩官网发布，
欲知福彩公益金收
支情况的彩民朋友可前往下载阅
览。
（彭冲 赖小龙）

近日，邮储银行河源市分行
工作人员走进河源职业技术学
院，开展“平安金融宣传月”宣传
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围绕洗钱
的社会危害性、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
“校园贷”
“套路贷”
、
虚假金融
广告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及其
主要表现形式和特征，广泛宣传
反洗钱相关法律知识、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和普及金融知识等，运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具体案
例向广大师生进行现场讲解。
工作人员现场发放了平安
金融、反洗钱、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防范非法集资、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宣传和金融知识等资料，
让师生们进一步了解反洗钱知
识以及金融知识，同时提升师
生们对反洗钱犯罪、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及非法集资等犯罪行
为的防范和识别能力，避免切
身利益受到损失。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折页
280 份，接受现场咨询 120 人次，
使广大师生充分认识到洗钱的危
害性，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反洗
钱工作的认识，营造良好的反洗
钱工作氛围，发挥金融机构反洗
钱作用。 （黄欣 阮芳 章妙珠）

河源市矿业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河公易矿〔2019〕2 号
根据《矿业权交易规则》
《河源市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受河源市自然资源局委托，
我中心以网上公开挂牌方式出让龙川县龙
母镇龙公寨矿泉水采矿权。现将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挂牌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公开挂牌交易采矿权矿区位于广东省
龙川县 37°方向，直线距离约 25.9km 处。
行政区划隶属龙川县铁场镇管辖，中心地
理坐标：东经 115°24′19″，北纬 24°17′28″。
矿 区 范 围 拐 点 坐 标（2000 国 家 大 地 坐 标
系）如下：
序号

X

Y

1

2688233.270

38642591.638

2

2688389.879

38642681.600

3

2688254.492

38642705.065

4

2687963.053

38642693.568

5

2688052.265

38642574.269

矿 区 面 积 ：35905.11 平 方 米（ 合
53.8577 亩），开 采 标 高 ：+ 170.13 米 至 +

47.93 米。根据有资质的编制单位（广东省
地质技术工程咨询公司）编制并经专家评
审的《广东省龙川县龙母镇龙公寨饮用天
然矿泉水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拟设采
矿权出让年限为 20 年（自颁发采矿许可证
之日起计），生产规模为 190.40 立方米/日
或 6.28 万立方米/年（按 330 日/年计算），开
采方式为地下开采。评估年限内拟动用矿
泉水资源储量 126.80 万立方米。
二、采矿权挂牌出让价格
本次采矿权的挂牌出让起始价为人民
币 333.54 万元，增价幅度人民币 10 万元。
采矿出让价款不包含本次挂牌矿区的前期
投入费用，
成交后，
竞得人应另行承担该矿
区的前期投入费用人民币 195.124 万元（主
要包括地质勘查、编制开采利用方案及价
款评估等费用）。
三、竞买资格条件
（一）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
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有意竞买人须在竞买交易规定时
间内交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100.062 万元；
（三）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银行出
具的资信证明；

（四）保证金、
采矿权价款及前期投入费
用由竞买人缴纳，
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代缴；
（五）依法应提交及出让人要求提交的
其他相关材料。
四、交易活动时间和地点
（一）本次出让公告发布期限：2019 年
12 月 2 日至 2020 年 1 月 16 日。
（二）挂牌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0 年 1 月 16 日 16 时；交纳保证金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0 年 1 月 14 日 16
时。网上交易期间，交易系统全天 24 小时
开通，有关数据记录的时间以数据信息到
达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
（三）挂牌地点：河源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土地和矿产网上交易系统，交易系统
网址：
http://14.215.227.134:7020。
五、其他重要事项
（一）在竞买申请时间内（节假日除外）
我中心土地矿产交易部接受电话或现场咨
询，
需到现场踏勘的，
请与龙川县自然资源
局联系（联系电话：郑先生 联系人：07626808672），
费用自理。
（二）风险提示
由于技术等客观条件限制，提供查阅

资料存在风险，需要到到现场勘查的竞买
人请自行前往。矿产资源投资具有不可预
见性的风险，竞买人参与竞买前应通过实
地考察等方式充分了解该采矿权的相关情
况，
谨慎评估投资风险。一旦参与竞买，
即
视为对挂牌出让文件和挂牌出让采矿权无
异议并全部接受。
该挂牌出让采矿权矿区安全、环保、林
业、进出道路、土地征(租)用及相关配套设
施，由竞得人按规定自行办理相关手续及
妥善解决，
所产生费用由竞得人负责；
若竞
得人在生产过程中，与当地群众发生一切
矿群纠纷（地质环境、生态环境、水资源、生
活环境、基础设施等矿群纠纷）未妥善解决
导致矿山被依法关闭的，由竞得人自行负
责经济损失；
若因无法自行解决进出道路、
土地方面问题不能实施开采的，由竞得人
自行承担责任。
不得以因出让人工作瑕疵、开采储量
与保有资源储量有差距向出让人索赔。
（三）申请人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下载
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也可直接到我中心
土地矿产交易部获取此次网上挂牌出让文
件），
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在网上

参加竞买。
（四）本次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只接受
网上竞买申请（即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
行），不接受书面、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及
口头竞买申请。
（五）本次采矿权出让的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及土地复垦要求等其他详细情况和出
让的具体要求详见交易文件。
（六）挂牌出让成功后，竞得人在 30 天
内结清价款及相关费用并与河源市自然资
源局签订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
（七）竞得人凭成交确认书、采矿权有
偿出让合同和恢复自然生态环境治理合同
书及保证金票据等相关材料，按粤国土资
矿管发〔2012〕131 号文要求到河源市自然
资源局办理采矿许可证。
交易平台：
河源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
河源市永和东路 85 号
咨询联系电话：
0762-3828608
市自然资源局矿管科：
0762-3663019
龙川县自然资源局：
0762-6808672
特此公告
河源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 年 12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