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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区不断壮大南区
关工委队伍
3个青少年教育
实践基地揭牌

本报讯（见习记者 谢子亮 通讯员 林
淋 郑华昌）为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加强辖区青少年的教育工作，7月 8日上
午，南区正式揭牌成立杨仙逸祖居、马公纪
念馆、渡头抗英纪念馆共 3个青少年教育实
践基地。

据介绍，南区青少年教育实践基地挂牌
后，将为广大青少年拓展青少年学习载体、
丰富学习内容，开阔青少年的视野、培养实
践能力，扩大南区对外宣传，建立崭新的窗
口。中山市关工委副主任杨玉平等领导出席
揭牌仪式，南区各中小学校 150余名师生代
表参加活动。揭牌仪式后，市关工委一行参
观了沙涌马公纪念馆、马应彪纪念公园。随
后，双方还召开了座谈交流会。

本报讯（记者 黄标 通讯
员 郭淑娟 黄凯莉 摄影报
道）7月9日上午，南头镇初中
足球场上一片欢腾，数十名小
学生分成两个组，分别由来自
英超哈德斯菲尔德足球俱乐
部队的 2位专业教练执教，进
行足球运动基础技能培训和
足球实战对抗简单练习……
场内是孩子们零距离体验英
式足球的魅力，场外则引来不
少学生家长驻足观赏洋教练
的执教方法。这是南头镇基尔
足球文化公益夏令营活动现
场。

7月 8日上午，由南头镇
文体教育局、南头镇宣传文体
服务中心等部门联合主办的
南头镇 2018年“绿色暑假 缤
纷文化”青少年暑期系列活动
正式启动，全镇51项近600场
次的公益培训和文体活动将
在今年7-8月陆续展开。最吸

引南头青少年关注的还是基
尔足球文化公益夏令营活动。
据南头镇教育事务指导中心
体育专干黄再玲介绍，南头镇
基尔体育公益夏令营是南头
家喻户晓的活动品牌，至今已
成功举办 5届，今年是第六届
基尔足球夏令营，将面向全镇
中小学生免费招收 250名学
员，每天开设四个课时，接受
来自英超足球联赛球队之一
的英国哈德斯菲尔德足球俱
乐部 2名专业教练的足球训
练教学。经过几届足球夏令营
的培训，足球运动在南头镇各
中小学校开展得越来越广泛，
近几年该镇每年都有数名学
生因为足球特长而获市级重
点中学录取。

据介绍，南头镇基尔体育
公益夏令营的持续举办，得益
于落户在该镇的外资企业中
山基尔电器有限公司的赞助

支持。中山基尔电器有限公司
总裁、英国人Richard Kaye是
一位足球运动爱好者，其家乡
是英国的哈德斯菲尔德镇，那
里的足球运动水平相当高，哈
德斯菲尔德足球俱乐部队是
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球队
之一。Richard Kaye很想把英
国家乡的足球运动技艺引入中

山，从2013年至今每年都与南
头镇联合开展足球公益夏令营
活动，由中山基尔电器有限公
司出资邀请哈德斯菲尔德足球
俱乐部的几位专业教练来南头
执教。2016年曾邀请5位专业教
练来到中山，除了举办基尔体育公
益夏令营活动，还为中山市足球运
动教师开办了两期培训班。

南头流管办消除
出租屋电气隐患

本报讯（记者 陈伟波 通讯员
陈永盛）近日，南头流管办召开出租
屋煤气瓶安全排查工作会议。当晚，
南头镇党委副书记梁泳辉带队，流
管办 40余名协管员对出租屋开展
用气、用电安全等隐患排查。

随着气温升高，用电高峰随之
而来，为有效防范和遏制电气安全
事故发生，自今年 6月下旬起，南头
流管办深入辖区出租屋开展电气安
全隐患检查，消除电气火灾隐患的

“威胁”。行动中流管协管员检查中
对出租屋的照明设施、用电线路、电
气负荷情况、住房内乱搭电线等进
行全面检查，并对燃气设施是否存
在泄露隐患、煤气管道装置有无松
动脱落等进行排查。

隐患排查当天，检查组共清查
出租屋 215户，发现石油气瓶漏气 3
户，管道老化 10户，违规使用燃气
热水器9户，收缴“发热棒”16条，当
场发出《隐患告知书》38户。

西区举办中小
微企业融资政策宣
讲暨银企交流会

发放“成长贷”
1.75亿元

本报讯（记者 陈伟波 通讯员
黄晓玲）7月 3日，西区联合西区商
会成功举办西区中小微企业融资政
策宣讲暨银企交流会。市金融局、省
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中山分中
心、银行证券、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等 9家金融服务机构及 40
多家中小微企业参加。

据悉，为进一步促进中小微企业
发展，壮大实体经济，西区出台了培
育高成长中小微企业实施方案，推
进“升规上亿”培育工程和“成长贷”
融资服务。目前累计 54家企业纳入
重点中小微企业培育名录库，为 11
家企业发放“成长贷”贷款 1.75 亿
元，贴息近 100万元，对解决中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2017年新增规上企业 6家，亿元
企业3家。

古镇人民医院引入
“共享轮椅”

患者每人每天可
免费使用一小时

本报讯（见习记者 谢子亮 记者 徐钧
钻）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共享单车、
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等越来越多的共享新
事物出现在人们生活中。近日，古镇人民医
院正式引入“共享轮椅”，首批投入10辆共享
智能轮椅，为病人提供便利。据介绍，这是我
市的医院首次引入“共享轮椅”。

古镇人民医院充分考虑了患者就诊的
路线流程，在医院大堂门口、门诊大厅电梯
旁、内科楼电梯旁等人流聚集区域设了共享
轮椅停放点，方便患者使用。同时，专业维护
人员将定期对共享轮椅进行清洗消毒、维护
维修，以保证患者的使用安全。借用手续也
非常方便，群众只需在古镇人民医院共享轮
椅停放处，打开支付宝扫一扫，扫二维码即
可免押金租借。在医院范围内，每人每天免
费使用一小时，一小时后按照每小时 4元的
计费标准进行收费，全天使用，收费封顶为
20元。24小时随借随还，轻松便捷。记者了解
到，古镇人民医院共引进了 10台共享轮椅，
分别摆放在3个地方供病人使用。

荔枝、黄皮已近尾
声，龙眼又要登场。民众
镇沿江村一农场内，300
棵石硖龙眼在种植 5 年
后终有收获，今年气候不
错，所以龙眼也是大造，
密密麻麻的龙眼压弯了
枝头。

本报记者 余兆宇
通讯员 康雪涛

摄影报道

龙眼
丰收

本报讯（记者 陈伟波 通讯
员 康雪涛）今年 1-5月中山各
镇区专利申请量、授权量统计
数据近日已发布，民众镇分别
以 161%、189%的增速，在专利
申请和专利授权上比去年同期
增长速度快。

“今年 1-5月，民众镇在专
利申请和专利授权上比去年同
期增长快，这既有主观也有客观
的因素。”民众镇经信局相关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自去年以来，

民众镇一方面优化了《民众镇鼓
励科技创新方案》，提高企业自
主创新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有
意识地引导企业进行自主创新，
并根据镇内企业的规模、产值、
需求等不同状况，分类完善亿元
以上产值企业、规下企业、特困
企业等三大数据库，为企业提供
个性化服务。

据介绍，2017年，民众镇协
助飓风、乐心、博锐斯、粤宏等
47家（次）企业，获得公共服务

平台类发展、技术改造、重大科
技、商贸流通等 18个类别的专
项资金共计 808万元。加强创新
驱动，协助企业完成专利申请
367件，比增33%；完成发明专利
申请149件，比增16%，完成发明
专利授权19件，比增137%。新增
1家企业获得省级工程中心认
定，新增 7家企业获得市级工程
中心认定。

“为进一步提高我镇专利申
请和专利授权的数量，我们通过

多次召开政策宣讲会，鼓励企业
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这对镇区工
业的发展也起到极大的推动作
用。”该工作人员介绍，过去一
年，民众镇净增14家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全镇高新技术企业总数
达到 33家。同时，民众镇鼓励企
业技术改造，技改项目备案总金
额达1.13亿元，同比增长99.6%。

不过，记者发现，1-5月，虽
然民众镇在专利申请和专利授
权上同比增长最快，但发明专利

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却不高，分别
仅有45件、10件，与“领头羊”火
炬区还有较大差距。该工作人员
称，接下来，民众镇还将进一步
实施企业“树标提质”行动，坚持
数量扩张与质量提升并举，提高
创新能力与壮大企业规模并重，
争取进一步增加高企数量；继续
做好现有企业培优扶强工作，完
善扶持政策体系，推动一批中小
型企业尽快成长为千万级以上
的骨干企业。

民众镇多措并举提高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

前五月专利授权量同比增189%

南头镇青少年暑期系列活动热火朝天

英超足球专业教练现场授球技

中山·黄圃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协办单位

山水板芙
智造新城

中山·神湾
全力打造国家级旅游小镇

中山·东凤
中国小家电产业基地

来自英超哈德斯菲尔德足球俱乐部队的专业教练传授足球技艺。

名称：中山市中利工程建设监理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7321434611
住所：中山市东区中山五路61号
汇智大厦3座4层2、3、5、6、7卡
法定代表人：朱建雄
核准日期：2017年04月24日
成立日期：2001年09月14日
副本编号：1004267208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6-3）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金泓会计咨询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303926484R
住所：中山市东区齐东正街1号新
东江大厦第四层411室
法定代表人：李琳
核准日期：2016年11月14日
成立日期：2014年04月16日
副本编号：1002218141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南粤房地产公司
注册号：442000000011402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大岭管理
区联接路2号
法定代表人：黄志荣
核准日期：2007年07月23日
成立日期：1993年03月19日
正本编号：0000009085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东区华得来腌面店
注册号：442000601890476
经营场所：中山市东区东裕路顺景
花园28幢30A型8卡
经营者姓名：王珂华
核准日期：2010年11月03日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03日
副本编号：8404324470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创利商务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MA51PQWT55
住所：中山市小榄镇绩西广成路
142号首层第1卡
法定代表人：谢文强
核准日期：2018年05月21日
成立日期：2018年05月21日
正本编号：0005103217
副本编号：1004226217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石岐区宋仕花服装店
注册号：442000601027641
经营场所：中山市石岐区基边宏基
中街北4巷1号之2卡
经营者姓名：宋仕花
核准日期：2014年04月29日
成立日期：2009年01月14日
副本编号：8404320061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新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442000000942941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中山港大
道99号金盛广场1号商业楼509房
法定代表人：卢雪军
核准日期：2015年04月13日
成立日期：2014年02月20日
正本编号：0001826340
副本编号：1001159405、
1001159406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副本（1-
2）、副本（2-2）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东凤镇诚实水泥店
注册号：442000601769958
经营场所：中山市东凤镇东和平村
3队（乐华托儿所侧）
经营者姓名：林尧珍
核准日期：2010年7月27日
成立日期：2010年7月27日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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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和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WD65X2C

住所：中山市石岐区民科东路11号1114卡之四

法定代表人：林宗佳 清算组负责人：林宗佳

清算组成员：黄海华；林宗佳

联系人：林宗佳 电话：1345099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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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广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UHKPM87

住所：中山市黄圃镇食品工业示范基地健业路的

中国黄圃食品贸易中心内四层C区35卡

法定代表人：吴灿程 清算组负责人：吴灿程

清算组成员：吴灿程、卢坤泰

联系人：吴生 电话：18933340545

公 司 清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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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至周五：8：30-12：00，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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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明

莫润添是位于中山市西区蓝波湾51\

52\53\54幢商业街A9、A10卡的房屋产

权人，于2017年06月01日与陈文中签订

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中山

市西区川火演义火锅店（经营者姓名：陈文

中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2000MA4WUW960D 的 经 营 场

所。现声明解除与陈文中签订的房屋租赁合

同，收回该房产的使用权。特此声明。

声明人：莫润添

声 明

梁德妍是位于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1号

之一（之一）的房屋产权人，于2018年02月

05日由代理人梁德佩与周勇彩签订了铺位

租赁合同，将该铺位租给其作为中山市曼享

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勇彩），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2000MA4UJ8BU2Y的经营场所。

现声明解除与周勇彩签订的铺位租赁合同，

收回该铺位的使用权。特此声明。

声明人：梁德妍

■陈炯亮遗失雅居乐物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沙溪分公司的收款收据 1 份，号码：
0223222，项目：2018 年 3-6 月物业管理
费，金额：2012 元，现特此声明。■中山市三乡镇佳伟家具厂遗失地税税务登
记 证 副 本 ，号 码 ：粤 地 税 字
442000052416163，现声明作废。■张琦遗失个人抵押贷款房屋保险保单1
份，保险单号：0206442001990803000055，
特此声明。

■王志明遗失广东省专业技术资格证，专业：
中医骨伤科副主任中医师，级别：广东省卫生
系列中医药专业高级资格，发证时间：2015
年 02 月 27 日,证书编号：粤高职证字第
1400101094583号，现声明作废。■中山市高一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
值税专用发票1份，发票号码：09897082，发
票代码：4400174130，现声明作废。■中山市新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发票专
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石岐婷婷士多店遗失地税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证号：45252219731004611201，
现声明作废。■中山市永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失保险兼
业 代 理 业 务 许 可 证 ，机 构 编 码 ：
4420017462741700，特此声明。■中山市才通天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遗
失已填开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
扣 联）1 份 ，代 码 ：4400181130，号 码 ：
05498009，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中山市丰瑞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
发票1份，发票代码：4400173130，发票号
码：33033052，特此声明。■中山市家和家政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030019934801，现声明作
废。■中山泰莲密语烘焙坊遗失食品药品经营许
可 证 副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420010414156，现声明作废。■中山市巨马广告制作有限公司遗失国税税
务 登 记 证 正 、 副 本 ， 证 号 ：
442000728783562，现声明作废。■中山市新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张耿、田棋文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
款书（税务收现专用），编号：（151）粤地现
12289929，特此声明。■中山市尚巢家具有限公司遗失广发银行中
山 彩 虹 支 行 空 白 支 票 壹 张 ，号 码 ：
3060443015869969，现声明作废。■中山仁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
务专用章、法人：罗灵锋的私章，各一枚，现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