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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景湾豪苑位于起湾道与
孙文东路交界处，由 6栋楼房合
围而成。据了解，该楼盘 2002年
9 月办理了预售证， 原定 2003
年年底完工并交付使用，但因为
发展商拖欠施工单位工程款及
材料商材料款等原因，楼盘收尾
工程在 2004年年初停工，供电、
供水、电梯、管道煤气、电视信号
等尚未安装。从 2004年开始，该
楼盘不断发生各种纠纷、 诉讼、
变更法人代表、变更股权等复杂
情况，在 2004年到 2006年两年
间，楼盘开发公司———中山市荔
景湾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就四
次更换法人代表。 直至今年 4
月，新发展商进驻现场启动盘活
工作。

昨日， 记者来到现场看到，
该小区已被围蔽，位于起湾道和
孙文东路的门口均有保安看守，
一直被砖墙封闭的售楼中心已

被打通，新的发展商在此成立了
工程部办公室；进入小区，只见
多名工人正在忙碌着施工；而在
小区外的商铺，租客们也正在紧

张地进行搬迁。
记者留意到，位于孙文东路

的小区门口摆放着一块公告牌：
“荔景湾小区现已全面启动综合

验收，请各位业主到工程部登记
办理房产证事宜……”， 保安亭
还贴出了一张由“中山市荔景湾
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落款的围
蔽施工声明书：“……为早日通
过工程综合验收，现我司决定对
荔景色湾豪苑的水电、 消防、小
区周边、 外墙等工程进行施工，
并于 4月 12日开始对该小区外
实行围蔽施工……请擅自使用
荔景湾豪苑商铺的使用人于围
蔽施工日前自行搬离擅自使用
的商铺……”
新的发展商“中山市荔景湾

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梁华
伟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目前，
该小区正全面启动综合验收工
作， 需要进行完善的项目有 20
多项，包括消防、绿化、水电、电
梯，等等。“不把这些配套设施完
善，是通不过综合验收的。”梁华
伟说。梁华伟透露，该小区共有
252户，小户型 80多平方米，大
户型有 300多平方米，但一半左
右的房子在 10多年前就已由原
发展商出售了，正在进行业主申
报相关权益等事宜；至于仍没有
出售的楼房，开盘预售的日期还
没有定下来。

本报记者 夏亮红

昨天上午，记者在荔景湾豪苑看到，工人们正在小区忙碌着施工。 本报记者 赵学民 摄

男子酒后辱骂民警
被处行政拘留 5天

本报讯 （记者 江泽丰 通讯员 刘洪希
林志伟） 因耍酒疯围观警察查车还辱骂辅
警，小榄一男子温某被行政拘留 5天。

4月 3日晚， 市公安交警部门组织开展
全市酒后驾车专项整治行动。小榄公安分局
交警、巡警、派出所民警联合在辖区南堤路
设点执勤。当晚 8时 50分许，现场几名围观
者突然将参与行动的治保会人员围住，并发
生口角。期间，小榄交警大队一名辅警前往
了解情况， 未料其中一名男子不停辱骂。为
防止事态恶化，执勤民警依法将当事男子带
回菊城派出所开展调查。

经查， 当事男子温某是小榄镇本地人。
当晚， 他与几名朋友吃饭并喝了不少酒，饭
后看见有民警查车， 于是就在现场围观，治
保人员劝其离开以免影响执勤，但温某不听
劝阻，还与治保人员发生口角。辅警到达现
场了解相关情况时又将矛头指向辅警，并不
停辱骂。

公安机关以妨害公务违法行为依法对
温某作出行政拘留 5天的处罚。

店员偷老板手机
转走 13万余元
钱被悉数追回，嫌疑人被刑拘

本报讯 （记者 卢兴江 通讯员 董榕煌
蓝岳）4月 8日 16时， 坦洲镇一家窗帘店梁
老板悬了 10多小时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准
备给母亲做手术的 13万余元“救命钱”被如
数追回。同时，在该窗帘店打工的 21岁女孩
李某某，被警方刑事拘留。

4月 8日， 坦洲公安分局接到梁老板报
警，称其手机于 4月 7日下午在窗帘店突然
不见了，查询发现手机支付宝内的 13万多元
被全部转走，这些钱是刚凑起来，准备给母
亲做手术用的“救命钱”。

经侦查，民警发现该窗帘店打工妹李某
某有重大作案嫌疑。经审讯，李某某很快交
代了犯罪实事。原来，4月 7日下午，李某某
悄悄偷走了店老板的手机，并登录手机上的
支付宝，点击“忘记密码”功能，通过平台发
回的验证码，重新设置密码，并于次日凌晨 1
时左右， 将该支付宝内的 13万多元全部转
走。

警方根据嫌疑人的交代， 追回赃款
132380元，并依法对李某某执行了刑拘。

警方提醒，防止类似案件发生：一是注意
保管好手机并设置开机密码； 二是最好设置
手机 SIM卡的密码，因为手机关机后，再开机
时，如果没有 SIM卡的密码，这张手机卡将不
能使用，犯罪分子就不能接收到验证信息。

东区“荔景湾豪苑”或将重获新生
新发展商已进驻施工并启动综合验收工作

日前，中山市荔景湾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在媒体

上登出公告称：现拟启动“荔
景湾豪苑”楼盘重组盘活工
作，请各业主、债权人向该公
司申报相关权益。记者走访
了解到，这个“烂尾”十来年
的楼盘有可能重获新生。

昨天下午 2 时许，一辆载着玻璃的小货车由东往西行驶在沙
古公路上。当行驶到城轨古镇站附近的下坡路段，司机刹车时发
现失灵了，为防止正面碰撞前面的小车，他将车驶上路基减速，避
免酿成较大交通事故。 本报记者 赵学民 摄

遗失营业执照公告
以下企业的营业执照遗失，现声明原营业执照作废。

名称：中山市横栏镇方敏副食店

注册号：442000602601518

经营场所：中山市横栏镇西冲市场A33号商铺

经营者姓名：肖方敏

核准日期：2012年10月22日

成立日期：2012年10月22日

正本编号：8001477620

副本编号：8401195079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东区509服装店

注册号：442000603631804

经营场所：中山市东区博爱六路28号远洋广场3幢家乐福购物中心内三楼

经营者姓名：林乙涛

核准日期：2015年07月27日

成立日期：2015年07月27日

副本编号：1001011215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公 司 减 资 公 告
本公司决定减少注册资本，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办理
清偿债务事宜。
名称：圣荣(中山)拍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1EF6G31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康乐大道国际会展中心3
号馆B区1-8号卡
法定代表人：陈世杰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亿元减至人民币2亿元
联系人：陈世杰 电话：0760-89968363

公 司 清 算
本公司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

清算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视为
放弃债权。
公司名称：中山市品格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303819814L
住所：中山市石岐区湖滨北路68号湖景花园9卡
法定代表人：黄小玲 清算组负责人：黄小玲
清算组成员：黄剑清；黄小玲
联系人：黄小玲 电话：18617266281

公 司 清 算
本公司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司清算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其债权，逾期不申报者，视为放弃债权。

公司名称：中山市粤港光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W0R9B4B

住所：中山市小榄镇民安南路228内综合楼二

层211C卡

法定代表人：黄蓉 清算组负责人：高蔚群

清算组成员：郁纪文；麦婉泳；高蔚群

联系人：高蔚群 电话：18928110980

工商企业公告 直接办理：中山日报大楼一楼大堂
电 话：88238331 88329127
刊登时间：周一至周五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14：00-17：30

声明书
本人梁真女位于中山市民众镇浪网三墩

管理区八顷 1 社的房地产权属证书 [土地证
号：137539\0704539，土地面积：205.2 平方
米；房产证号：3220294，房产面积：47.8 平方
米]因不慎遗失，现声明废止上述房产权属证
书使用效力。

声明人：梁真女

声 明
黄丽清是位于中山市西区金港路 48 号

美林假日花园尚林苑 4 幢 44 卡的房屋产权
人，于 2015 年 08 月 01 日与廖艾春签订了房
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中山市亮居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廖艾春），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3519323876 的
经营场所。现声明解除与廖艾春签订的房屋租
赁合同，收回该房产的使用权。
特此声明

声明人：黄丽清

声 明
杨金洪是位于中山市东区富湾新村金湾

路 11 号的房屋产权人，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与程由兵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
给其作为中山市东区金宏棋牌室（经营者姓
名：程由兵），注册号：442000604114877 经
营场所。现声明解除与程由兵签订的房屋租赁
合同，收回该房产的使用权。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杨金洪

声 明
中山市东融开发有限公司是位于中山市

东区东苑南路 103 号大东裕商务大楼 1303A
室的房屋产权人，于 2015 年 07 月 22 日与蔡
林、肖锡燃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
给其作为中山市耀银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蔡林），注册号：442000001217743
的经营场所。现声明解除与蔡林、肖锡燃签订
的房屋租赁合同，收回该房产的使用权。
特此声明

声明人：中山市东融开发有限公司

声 明
中山市小榄镇盛丰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是位于中山市小榄镇盛丰社区悦胜一路集体
物业的房屋产权人，于 2014 年 4 月 1 日与深
圳市振威达锁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
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承包转租经营使用。
因其违反租赁合同约定。现声明解除与深圳市
振威达锁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收
回该房产使用权。
特此声明
声明人：中山市小榄镇盛丰股份合作经济

联合社

■郭纤云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
编号：（161） 粤地现 00308702， 开票日期：
2017年 1月 5日，特此声明。
■靳超遗失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 证号：粤
安管 2017-00482，现特此声明。
■ 陈 海 文 遗 失 电 工 证 ， 证 号 ：
44200100007538，现特此声明。
■中山市建晟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证件号码：442000092802，特此
声明。
■纳税人谭英荣、 谢宝遗失了于 2013年 04
月 25日开具的契税完税证明， 税收缴款书
(税务收现专用 ) (2012 -1) 粤地 -026 -
05464371号办证联，现特此声明。
■中山市逸丞电器厂遗失中山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凤东兴支行开户许可证，
证件号：J6030022057101，现声明作废。
■中山高怡电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030016373401，
特此声明。

■中山市横栏镇肖方敏副食店遗失国税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 税 务 登 记 证 号 ：
43102119891229743300，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 税务登记证号：431021198912297433，
声明作废。
■蒋宁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
件号码：442000089405，现特此声明。
■黄金胜遗失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核发的
渔业船员证书，证书编号：34420001200021，
现特此声明。
■周希钧遗失中山市博爱医院住院发票 1
份，发票号：0010843616，金额：8130.88元，特
此声明。
■何健图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
（税务收现专用）壹份，编号为（151）粤地现
00594092，特此声明。
■何丽卿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
（税务收现专用）壹份，编号为（151）粤地现
00594091，特此声明。

■中山市车仕盾电子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030022120301，现声明
作废。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香晖园托儿所遗失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正、副本，证书号：民政
字第 010744号， 成立发证时间：2013年 11
月 15日，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香晖园托儿所遗失地
税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 副 本 ， 证 号 ：
4420980002686，现声明作废。
■林哲瀚遗失中山市博爱医院门诊发票 1
份，发票号：0010818946，流水：24422089，金
额：5793元，现特此声明。
■中山市三乡镇丰顺鞋材加工部遗失空白
的广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手工发票（四联仟
元版 ） 共 5 份 ， 发票号码 ：10690656 -
10690660，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沙溪镇诚达花边配料行遗失地税
税务登记证正本， 证号： 粤地税字 P603085
（7）号，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展毅彩印包装有限公司遗失广东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2 份 ， 发 票 代 码 ：
4400173130，发票号码：32335037、32335036，
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安珂兴电子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
值税专用发票 1份，发票代码：4400171130，
发票号码：23693392，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小榄镇强大木线厂遗失广东增值
税专用发票 1份，发票代码：4400171130，发
票号码：23695302，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顺塘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遗失中山
市农商银行三角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6030010513702，特此声明。
■中山市品固五金灯具有限公司遗失广东
增值税专用发票 1份，发票号码：33333826，
发票代码：4400173130，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小榄镇汇强轴承商行遗失广东增
值税普通发票 1份，发票号码：71749981，发
票代码：4400173320，现声明作废。
■王巨宁遗失粤 TLN183 车的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号码：442000078303，现声
明作废。
■中山市联圣迪光电有限公司遗失中山中
信 银 行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030023075301，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南朗镇悦记香店遗失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本，号码：粤地税字 440620410704206
号，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号码：粤国税
字 44062041070420600000号，特此声明。

●报警电话 ：110
●火警电话 ：119
●医疗急救 ：120

关于举办骨灰树葬活动的通告
为推广节地生态安葬，构建和谐、生态、文明中山，市民政局、市文明办和市国土资源局拟

于 2018 年 4月 26日在市福荫园公墓举办骨灰树葬活动。现将具体事项公布如下：
一、凡自愿将先人骨灰树葬的群众，可于 4月 20 日前持本人身份证到各镇区社会事务局、

市殡葬管理所或市殡仪馆报名。
二、参加活动人员可选择自驾车或搭乘主办方提供的车辆前往公墓，若搭乘主办方提供车

辆，请于 4月 26 日上午 8时 30 分在市殡仪馆业务厅门前集中，统一乘车前往福荫园公墓，分
批上山植树。

咨询电话：市殡管所 88806109
市殡仪馆 88819340

特此通告。

中山市民政局
中山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中山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 3月 23日

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南粤风采”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
2018092期开奖结果如下:
基本号码：（03）、（07）、（12）、（13）、（17）、
（30）
特别号码：（31）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092期开奖结
果如下:
中奖号码：（2）、（3）、（1）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好彩1”电脑福利彩
票第2018092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31）、（马）、（冬）、（西）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开奖号码以广东省福彩中心开奖公告
为准）

好消息：3月13日双色球第2018028期开
奖，位于小榄镇西区路95号之一的
44110317福彩投注站中出了1注一等奖，
奖金767万元。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中国
福利彩票。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4月9日

本报讯 （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李世寅）电鱼也有可
能构成犯罪。4月 8日， 市第
二法院通报一起非法捕捞水
产品罪的判决。 广西男子在
禁渔区、 禁渔期使用禁用的
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被判
有期徒刑 1年。

姚某今年 27岁，广西人。
2017年 6月 6日晚， 姚某在
禁渔期驾驶木船来到三角镇
高平村独岗水闸附近水域禁
渔区内， 持电鱼工具用电鱼
方法捕鱼，捕获杂鱼 1批。次
日晚上，姚某伙同姚某乙（另
处理） 再次驾驶木船窜至上
述禁渔区内捕鱼约 12公斤，
被执勤的渔政工作人员抓

获，当场缴获作案用发电机 1
台、升压器 1台、带电线的拖
网 1张、 电鱼工具及上述杂
鱼等。市第二法院认为，姚某
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
禁渔区、 禁渔期使用禁用的
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
严重， 他的行为已构成非法
捕捞水产品罪。

市第二法院刑一庭司薇
法官介绍， 我国渔业行政执
法部门每年都会发布禁渔
区、禁渔期通告，保护水生生
物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三百四十条规定：“违反
保护水产资源法规， 在禁渔
区、 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
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

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本案中， 使用电鱼行为
获取渔获物， 因电鱼对渔获
物没有选择性， 会对水域中
的鱼类和鱼类饵料生物形成
毁灭性破坏， 被电击过的鱼
甚至会丧失生殖能力， 而因
电击死亡未捞取的鱼类又会
污染水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第三十条规定“禁止使用炸
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
的方法进行捕捞”。电鱼并非捞
取一些小鱼的小事， 这种杀鸡
取卵的不法行为， 会对鱼类资
源可持续发展甚至整个水域生
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

屡禁不止 男子非法电鱼获刑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