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黄凡）
木林森新增发行的 1.95亿
股 6 月 20 日上市。根据深
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公司
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
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
制。新增发行股份价格为
14.06元/股。

按此前重大重组方
案，木林森拟通过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和谐明芯及卓睿投资持有
的明芯光电 100%的股权，
交易金额为 40亿元。木林
森以现金方式支付明芯光
电交易对价的 31.35%，总
计 12.54亿元；以发行股份
的方式支付明芯光电交易
对价的 68.65%，总计 27.46
亿元元。这次发行股份全

部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
分。新增股份上市后，孙清
焕持股比例从 67.32%变为
56.82%。

此外，木林森全资子公
司义乌木林森照明科技有
限公司近日收到义乌信息
光电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
理委员会 2018年第一批产
业发展补助资金3750万元。

木林森新增发行1.95亿股今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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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2018年治理违法建设
“蓝箭”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工作要
求，稳步推进违法建设整治工作，6
月12日至13日，横栏镇组织多部门
联合执法，依法对三沙村、宝裕村、
永兴工业区的违法建设开展强制拆
除行动。

据悉，6月 12日的联合执法由
镇党委委员、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林达光和副镇长杨志恩带队，横栏
城管执法分局、国土分局、住建局、
司法所、供水公司、供电公司等部门
组成的联合执法组“兵分三路”对 3
宗违法建设开展强制拆除。3处违
法建设分别存在擅自在农保地上加
建房屋、未报先建等违法行为。城管
执法人员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
员多次责令各业主停止违法建设，
但直至行动当日，各业主仍未采取

任何措施加以整改。为此，横栏镇当
即决定采取强制行动，并于当天上
午派出三台挖掘机分别对三处违法
建设进行清拆，拆除面积约 1800平
方米，有效地遏制了新增违法建设
的蔓延。

6月13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梁泽基带领联合执法组同时对三沙
村、宝裕村的 3处违法建设开展清
拆行动。行动过程中，各部门工作人
员根据自己职责有条不紊地开展相
关工作，最终 3处违法建设均被顺

利拆除，拆除面积 780平方米。在开
展清拆行动的同时，联合执法组还
前往三沙村商富街部分违法乱搭建
建筑物的工地实施停水停电，坚决
整治违法建设行为，杜绝违建增量。

下一步，横栏镇将以“蓝箭”行
动为契机，加大违法建设的查处力
度，继续以高压态势整治违法建设
行为，努力实现新增违建“零增长”，
进一步加大处理剩余存量违法建设
的拆除力度。

文/隋胜伟 黄志鸿

横栏镇强力推进治理违法建设“蓝箭”专项行动

两天强拆违法建设
面积约2580平方米

中山家居照明
亮相“哈洽会”

本报讯（记者 徐世球 通讯员 唐勇义）
由国家商务部等主办的哈尔滨国际经济贸
易洽谈会（简称“哈洽会”）于每年6月15日至
19日举办，今年迎来第 29届。记者昨日从市
商务局获悉，大特装的“中山展区”首次亮相
哈洽会，远征东北市场。

据悉，市商务局商务交流科与古镇黑龙
江商会、中山灯饰照明协会携手，瞄准俄罗
斯以及东北市场，精心组织古镇和小榄多家
灯饰、家居企业，抱团申请展览面积100平方
米。展会上，参展企业向国内外客商展示古
镇灯都的光电、太阳能照明产品以及小榄的
家居饰品。由于参展产品精准对接东北亚市
场，“中山展区”吸引了众多专业采购商，哈
洽会成为我市企业开拓黑龙江等东北市场
乃至辐射俄罗斯市场的有效平台。

■“好浴房·中山造”品
牌期待新突破

中山淋浴房产业素有“世界
淋浴房看中国、中国淋浴房看中
山”之说。经过 10年集约发展，
中山淋浴房产业集聚初具规模，
阜沙镇也成为该产业集聚地之
一。近三年来，中山市淋浴房企
业数量、产值和销售以每年约
30%的速度增长，自主研发的淋
浴房新产品相继推出。据统计，
全市现有淋浴房生产企业 250
多家、配套企业 150多家，形成
了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
体的产业链。其中，规模以上淋
浴房生产企业 160多家，拥有 8
家中国淋浴房十大品牌企业、8
个淋浴房行业中国驰名商标、10
个广东省名牌产品、30多个名
牌名标。

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常务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伍僧兰认为，目
前中国卫浴行业还处于发展时
期的初级阶段，市场饱和率仅达
23%左右。未来，淋浴房的市场
规模可达 400亿至 500亿元，市

场前景诱人。在注重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今天，“好浴房·中山造”
品牌也期待新突破。

■“好浴房”面临新考验
余强华分析，在近两年的环

保风暴下，中国的卫浴行业进行
了一次重新洗牌，在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下，卫浴行业的发展有
了新的历史机遇，卫浴企业只有
向环境友好型转变、加快绿色创
新发展之路、大力发展兼具环保
性与功能性的产品，才能在绿色
消费市场中占据主导权。

在不久前召开的阜沙镇工
商联（商会）2018年第二季度政
企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对 2018
年阜沙镇淋浴房企业发展状况
及所遇到问题进行了分析。

据介绍，该镇商会在对该镇
约 40家淋浴房企业的走访调研
中，绝大部分企业负责人重点关
注今年来凸显的厂房短缺，租金
上涨、配套性企业数量不足以及
人力缺口日益加大等问题。有约
30%的企业准备扩大生产规模，
却无法找到符合生产标准的厂

房，或者要面对高企的房租。据
该商会统计，目前需求 2万平方
米厂房的淋浴房企业约有 10
家，厂房缺口达 20万平方米以
上，此数据不包括外地淋浴房生
产企业的需求。

行业人士认为，在淋浴房产
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协会、企
业三方的交流沟通未形成长效

机制，而由于三方对产业集群长
远发展规划的信息不对称，未形
成统一的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影
响了淋浴房产业继续扩大产业
集聚效应，影响了淋浴房企业向
高质量增长转型。

佛山的淋浴房产业，作为
曾经的中山淋浴房产业的追赶
者，凭借着政、协、协达成产业

发展共识、明确的分工，由政府
和协会对接上游资源，指导产
业发展方向，同时依靠佛山强
大、坚实的产业链配套，在发展
势头上已经追赶上来，甚至可
能形成反超越。

文/本报记者 谭华健
通讯员 陈伟建

图/本报记者 夏升权

新加坡锐佳品牌的入驻，为“好浴房·中山造”增添了新力量。

本报讯（记者 黄凡）昨日
是端午小长假后股市首个交
易日，沪深两市股指均遭遇大
跌，中山板块多股受重挫。截
至 19 日收市，上证指数报收
2907.82点，下跌 114.08点，跌
幅达 3.78%；深证成指报收
9414.76点，下跌 528.37点，跌
幅达到5.31%。

中山板块以中小板、创业
板股票为主，并且大部分是制
造业，部分上市企业外向型经
济的特点比较明显。在昨日下
跌中，首当其冲受到“重创”。
19日收市时，多支股票跌停或
几近跌停。其中香山股份下跌
10.02%、皮阿诺下跌10%、乐心
医疗下跌 9.98%、大洋电机下
跌 9.85% 、和 胜 股 份 下 跌
9.74%、依顿电子下跌 9.66%、
全通教育下跌 9.41%、智慧松
德下跌 9.34%、联合光电下跌
9.03%。

其余股票均有不同幅度
下跌。其中中顺洁柔下跌

5.18%、华帝股份下跌 3.63%、
中炬高新下跌 3.78%、通宇通
讯下跌 2.95%，属于板块跌幅
较小的股票。此外，木林森下
跌 7.24% 、中 山 公 用 下 跌
7.18%、长青集团下跌 8.48%、
江龙船艇下跌6.25%。

中山板块3只股票因为停

牌，暂未受到影响。其中棕榈
股份、奥马电器因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仍然在停牌中。达华
智能在昨日发出停牌公告，又
在午间发出《关于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停牌公告》。达华智
能表示，6月18日，公司与朴圣
根、北京讯众通信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了《合作意向协
议》，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
收购标的公司“讯众股份”的
股份。讯众股份已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初步
确定标的公司整体估值为 11
亿至13亿元。

住房以外的
其他房地产交易
手续费取消

预计每年
中山可减负
1400多万元

本报讯（记者 黄凡 通讯
员 邱毅辉）记者 19日从市发改
局获悉，住房以外的其他房地产
交易手续费不再收取。这是自
2017年 4月 1日起，我省取消房
屋转让手续费后，再次对住房以
外交易手续费免收，预计每年可
减轻我市企业、群众负担约 1400
多万元。

据市发改局介绍，近日，广东
省发展改革委发出关于取消住房以
外的其他房地产交易手续费有关问
题的通知，通知中明确：经省人民政
府同意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审定，“住
房以外的其他房地产交易手续费”
收费项目予以取消，并退出《广东省
定价目录（2018年版）》（粤府办
〔2018〕11号），国土部门不再收取住
房以外的其他房地产交易手续费。

本版联合主办单位

●中山火炬开发区管委会

●中山市科学技术局

●中山市科学技术协会

卫浴“大鳄”进驻 助力中山“好浴房”
行业竞争加剧，专业人士称企业应从绿色、智能、定制等方面发力开拓新市场

6月15日，新加坡RIGEL（锐佳）集团在中国开办的首
家旗舰店在坦洲镇开业。该集团专注于高端卫浴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其自主研发卫浴、智能坐便器等系列产品，以
智能、节水、环保等畅销全球，目前已成为国际知名品牌。
锐佳品牌的入驻，为“好浴房·中山造”增添了新力量。中山
市瑞高家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强华认为，目前卫
浴行业竞争非常剧烈，想在夹缝中求生存，就应从绿色、智
能、定制等方面做文章。中山的卫浴产业在国内知名度颇
高，选择与新加坡锐佳牵手，容易实现企业品牌与区域产
业品牌的融合，打开国内市场。

Ａ股昨暴跌 一副“绿脸熊样”
除3只股票停牌外，中山板块多股几近跌停

科技海归人员领航赛
中山赛区报名月底结束

企业组最高奖金
达20万元

本报讯（记者 何淼）6月19日，记者从市
人社局获悉，由省人社厅主办，市人社局、火
炬区管委会承办的 2018年广东“众创杯”创
业创新大赛之科技海归人员领航赛中山赛
区现正接受报名，有兴趣参与的市民可登录
大赛官方网站（ http://www.gdhrss.gov.cn/
zcb/）报名参赛，报名截止日期为6月30日。

本次比赛参赛对象主要面向专业技术
人员、科研人员、留学归国人员、高层次人才
等创业群体。根据参赛要求，赛事分团队组
和企业组，参赛团队或企业核心成员中至少
包含一名以下七类人员。七类人员具体为：
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具有
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的技能人员；具有研究
生学历或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员；在高校、
科研院所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从事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等工作的人员；留学回国人员；各
级政府部门认定的高层次人才；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人员。

记者采访了解到，获奖团队和获奖企业
将可获得丰厚资金。根据奖项设置，企业组
设金奖2名、银奖4名、铜奖5名，分别按20万
元、15万元、10万元的标准给予省级优秀创
业项目资助。团队组设金奖 2名、银奖 4名、
铜奖5名，分别按10万元、8万元、5万元的标
准给予省级优秀创业项目资助，2年内在广
东落地创业的，可再分别申请 10万元、7万
元、5万元项目落地资助。

值得注意的是，除奖金资助外，符合条
件的大赛获奖项目和优秀项目可相应享受

“十加N”支持措施。政策支持包括孵化场地
保障、创业融资支持、创业担保贷款、银行专
项授信、素质提升资助、政策补贴直补、职称
晋升、人才评选推荐、交流对接平台、人力资
源服务等。

英国中山商会举办投资分享会

本报讯（记者 谭华健）6月 17日，由英国中山
商会主办的“立足中山，放眼英国—投资英国与合
作”分享会在我市举行。据悉，这是继英国中山商会
3月份在伦敦推广中山创业投资环境后的又一个经
贸推介活动，旨在促进英国和中山市的经济、贸易、
投资、技术、人才和服务等方面的合作，成为两地经
贸沟通交流的桥梁。

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南粤风采”26选5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070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08）、（11）、（16）、（17）、（24）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双色球”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070期开奖结果如下:
红色球号码：（04）、（09）、（15）、（16）、（19）、（27）
蓝色球号码：（10）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163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8）、（6）、（9）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163期开奖结果如下:
基本号码：（08）、（16）、（26）、（30）、（33）、（36）

特别号码：（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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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63期开奖
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05）、（龙）、（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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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情世界杯，福彩为您加油：即日起至7月16日，动动手指关
注“广东福彩”官方微信，免费参与世界杯有奖竞猜活动，
1080万元福彩体验券，华为手机、大疆无人机等你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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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8163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5、7、0
“排列五”中奖号码：5、7、0、3、5
兑奖时间从2018年6月19日起至2018年8月20日止。

“7星彩”第18070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6、6、5、9、4、2、9
兑奖时间从2018年6月19日起至2018年8月20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6月19日

公告
现面向全市征召体育彩票投注站，具体条件请致电

市体彩中心，电话：88880535，吴先生
中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