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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的连日暴雨，让民众镇群安村安康农场蒙受损失，很多菜叶被雨水打烂了，地里也长
出了不少野草。据菜农反映，农场180亩地因为抽水及时，所以菜根都没有被浸坏，预计天晴后
一个月可恢复正常产量。现时的白菜、菜心的收购价为每公斤8-10元，比以前上涨不少。

本报记者 余兆宇 通讯员 康雪涛 摄影报道

沙溪镇新教师岗前“第一课”

本土名师传授
实用“教学兵法”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 见习记者 谢子
亮）为帮助新教师们尽早进入教学角色，近
日，沙溪镇2018年度新教师培训班在龙瑞小
学举行。本次培训班通过邀请本土名班主任
及名教师现场分享多年的教学经验，向新教
师们传递最实用的“教学兵法”，为新学期的
教学工作提前做准备。

在当天的班级管理课程中，来自云汉小
学的老师刘展华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多年的
班主任教学故事，生动有趣的语言与独特的
教学方法引起现场不少新老师们喝彩。陈佩
茹是一名新教师，选择从事教育工作可谓圆
梦。“刘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看到教书育人的
自豪感，也学到了很多教学技巧，我觉得这
些可以帮助我们这些新教师更好地适应教
学工作。”陈佩茹说。

据介绍，本次的培训课程为期一天，由沙
溪名班主任、名教师、优秀教师等本土化资源
担任培训讲师，培训对象为114名三年内新入
职沙溪教育队伍的新教师以及青年教师。

东升镇开展出租屋
液化石油气专项治理行动

排查隐患41处
本报讯 为防范镇内液化石

油气安全事故，近日，东升镇住
建局、流管办、消防大队、辖区
居委会、燃气公司等多个单位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出租屋开展
液化石油气专项治理联合清查
行动。

本次清查行动出动工作人
员 50 人，组成 3 个联合清查小
组，分别对裕民社区、东升社区、
坦背村 15户隐患突出的出租屋
开展全面排查。行动中，重点检
查出租屋内租住人员使用的液
化石油气和用气环境，排查是否
存在气瓶过期、管道老化、卧室
厨房合在一起等违规使用液化
石油气问题。

本次行动共排查出租屋 15
户共 133间房，排查发现隐患 41
处，现在落实整改 18处，发出隐
患告知书 23份，收缴发热棒等
38支。 （关敏婷）

南头流管办证厅传
递正能量

工作人员拾金不昧
男子手机失而复得

本报讯（通讯员 陈永盛
记者 陈伟波）“南头镇流管办
证厅工作人员文明礼貌，热情
服务，完美诠释人民公仆为民服
务！”近日，彭先生拿着失而复得
的手机，激动不已，在南头流管
服务中心办证厅留言簿上写下
一页留言，以表达感激之情。

据悉，彭先生此次到南头流
管服务中心办理居住证，因比较
匆忙，在办完证离开大厅回到公
司后，发现手机不见了。“我当时
怀着试一试的心态打通了我的
手机，结果办证厅工作人员礼貌
地接通了电话，并告诉我前来办
证厅领取手机。”彭先生回忆说
道，得知自己手机被服务中心办
证大厅工作人员捡到，并保管完
好后才放心。在办证大厅，彭先
生双手接过手机，并喜笑颜开为
办证人员点赞。

本报讯（记者 黄标 通讯
员 张风华）20多家特色餐饮商
家顾客络绎不绝，大小游客们品
尝各种特色美食，然后进健身馆
挥汗，或者进影城观赏大片……
这是9月3日傍晚记者在坦洲镇
创益文化园看到的一幕。自从
创益文化园在 2017年 9月获得
广东省级“食品安全示范街”
称号，慕名而来的消费者越来
越多，或许很多市民还不知
道，该园区将在今年 11月又多

一项休闲好去处——300 平方
米的中山咸水歌展览馆正式对
外开放。

记者在现场看到，正在筹建
中的中山咸水歌展览馆位于坦
洲镇创益文化园的第27栋建筑
体，由创益文化园投资方个人出
资近 200万元建设。展馆总面积
300平方米，目标是建设一个既可
展示坦洲镇独特的咸水歌文化，
亦可结合旅游教育于一体的基
地，建成后，将成为中山规模最

大的咸水歌展览馆。目前整个展
馆的硬件装修已基本完成，正进
入创意设计、展示品收集阶段。

创益文化园建设中山咸水
歌展览馆项目引起社会各界高
度关注。近日，中山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组一行专
门来到创益文化园，就该园区
筹建中的咸水歌展览馆建设工
作进行指导。专家们表示，创益
文化园建设这样一个基地，对
传承和发展坦洲咸水歌很有实

际意义，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愿意为该展馆提供
相关展品，希望园区投资方把
咸水歌的原生态与现代旅游有
机结合，把咸水歌展览馆建设
成为一个多功能、创意式、互
动式的非遗传承和发展基地。

创益文化园负责人邝裕光
告诉记者，创益文化园定位于

“消费搭台、文化唱戏”综合园
区，该园区目前共有 30多家商
业实体入驻，其中 20多家餐饮

实体，整个园区共解决就业约
3000人。该园区还开办多个公益
文化项目，比如出资开办一座
300多平方米的咸水歌展览馆，
还有与艾尚巨幕国际影城合办
一座电影历史展览馆。“整个创
益文化园将由文化项目唱主角，
餐饮、零售、娱乐等商业项目唱
配角，最终建成消费娱乐搭台、
传承文化唱戏的集文化、旅游、
特色餐饮消费、娱乐于一体的综
合园区。”

中山咸水歌展览馆拟11月开馆
位于坦洲镇创益文化园内，由私人投资近200万元建设

南区开展“全民查餐厅”行动

餐厅是否合规
市民“说了算”

本报讯（见习记者 谢子亮 通讯员 郑
华昌 卢美谷）“餐厅如果发现不合规情况，
会采取怎样的整改措施？”“我们平时都是怎
么保障食品安全的呢？”8月 31日，南区食安
办联合宣传办、食药监及各社区开展第一期
南区“全民查餐厅”检查行动。活动通过邀请
区市民代表和消费者代表参与，并现场对南
区1家大型餐馆进行了抽查。

当天，检查行动一行人现场检查了该经
营单位资质、食品储存管理、进货台账、索票
索证、餐具清洗消毒、食品加工管理及人员
管理等经营行为。检查结果显示，整体经营状
况基本符合食品安全规范。

据介绍，通过开展全民检查行动，可以
更好地听取市民和消费者的意见，加强食品
安全建设，促使经营单位提升餐饮经营的自
律性。接下来，南区将继续加强食品安全监
管，规范餐饮服务单位经营行为，为消费者
提供一个饮食安全的环境。

本报讯（记者 陈伟波 文
波 通讯员 刘歆豪 游玉华）9
月4日，由西区普法办、西区司
法所、西区综治维稳办牵头联
合举办的西区共建共治共享
系列之一村（居）一法律顾问
进社区暨“菜单式”普法宣传
文艺晚会活动，在辖区长洲社
区翠景健身广场举行。

晚会现场，西区颁发了村
居律师、政府法律顾问聘书，聘
请广东维纳律师事务所律师匡
腊光、肖浩瑶、王随之为“村居
法律顾问”；聘请广东维纳律师

事务所律师匡腊光、广东盈进
律师事务所律师卫冬云、广东
威格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林岗涛
为“西区政府法律顾问”。

据介绍，从 2015年起，西
区与律师事务所合作，在辖区
9个社区引进专业律师团队，
实现“村居律师”全覆盖，一社
区一法律顾问，搭建基层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大平台，让全区
10万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
受到便捷专业的法律服务，让
更多群众享受到依法治市、依
法治区的成果，带动了全区人

民学法、守法。各社区驻点律
师、法律顾问通过法治宣传、
为社区治理提供法律意见等，
有效提高了基层干部依法行
政意识、依法办事水平、有效
防范了工作风险，各社区居民
民主法治水平大幅提高。

今年，西区 9个社区全部
通过考核正式确认为“广东省
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创建率
达100%，其中彩虹社区正式确
认为“国家民主法治示范社
区”。辖区中山市格林曼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日丰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等2家规模以上
的企业确认为“广东省法治文
化建设示范企业”。晚会现场，
主办方对长洲等9个社区颁发
了“省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对
彩虹社区颁发了“国家民主法
治示范社区”牌。

当晚，主办方还为居民群
众准备了精彩的文艺表演及形
式新颖的普法情景剧，穿插普法
有奖问答、律师点评等环节，吸
引了不少居民群众观看参与。同
时，现场设置了法律咨询摊位，
面对面为居民群众答疑解惑。

彩虹社区跻身国家级
“民主法治示范社区”

西区举办“菜单式”普法宣传文艺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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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雨侵袭
菜农受伤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公告
（2018）粤2071破22号

2018年8月14日，本院根据债权人中山市石岐区富强玻璃加工店的申请，裁定受理中山市一点星展示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案号为

（2018）粤2071破22号]，并于2018年8月30日指定广东卓正律师事务所担任中山市一点星展示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中山市一点星展示制品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0月12日前，向中山市一点星展示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卓正律师事务所通信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兴

文路13号中环商务街二层1号；邮政编码：528400；联系电话：13528280738；联系人：周志鑫律师】申报债权。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

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你单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由你单位承担。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中山市一点星展示制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中山市一点星展示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中山市一点星展示制品有限公司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停止清偿债务。自本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之日起至破产

程序终结之日，中山市一点星展示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承担下列义务：（1）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

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并在管理人接管时向管理人移交；（2）根据本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列席债权人会

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4）未经本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5）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院定于2018年10月26日下午3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中山市一点星展示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需列席

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本院、管理人及债权人的询问。

特此公告

二O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公告
（2018）粤2071破19号

本院根据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20破4号民事裁定书，于2018年7月25日立案受理债务人中山市园山商贸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案号为（2018）粤2071破19号】，并由广东卓正律师事务所担任中山市园山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中山市园山商贸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在2018年10月18日前，向中山市园山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广东卓正律师事务所通信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兴文路13号中环商务街

二层1号；邮政编码：528400；联系电话：0760-88222100；联系人：蔡展红】申报债权。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你单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由你单位承担。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中山市园山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中山市

园山商贸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中山市园山商贸有限公司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

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停止清偿债务。自本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

结之日，中山市园山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承担下列义务：（1）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

账簿、文书等资料，并在管理人接管时向管理人移交；（2）根据本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

债权人的询问；（4）未经本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5）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院定于2018年10月30日下午3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中山市园山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需列席债权人

会议，并如实回答本院、管理人及债权人的询问。

特此公告

二O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中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上网竞价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广东省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管理规定》、《中山

市土地使用权公开交易管理办法》、《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上网竞价（设最高限价）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中山市

国土资源局经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以上网竞价方式公开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受中山市国土资源局委托，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于2018年9月7日至2018年10月9日组织实施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交易活动。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概况：

宗地编号

W02-

18-0007

位置

中山市南头
镇北帝村

面积(平方米)

3871.7
（折合5.8076亩）

土地
现状

已平整

土地
用途

城镇
住宅
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上限：2.5，计容建筑面积上限：
9679.25 平方米，商业配建面积：建筑面
积×15%平方米，绿地率下限：36%，建筑密
度上限：30%，最大建筑限高：80米。

出让
年限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起始楼面地价
(人民币)

4100元/平方米
（即总价

39，684，925元）

保证金
(人民币)

19，840，000元

配建面积
竞价阶梯

240平方米/次
（户型面积90-
144 平方米，
不少于2套）

W02-

18-0037
中山市南头
镇北帝村

10638.6
（折合15.9579亩）已平整

城镇
住宅
用地

容积率上限：3，计容建筑面积上限：
31915.8 平方米，商业配建面积：建筑面
积×15%平方米，绿地率下限：38%，建筑密
度上限：30%，最大建筑限高：100米。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4100元/平方米
（即总价

130,854,780元）
62,800,000元

240平方米/次
（户型面积90-
144 平方米，
不少于2套）

二、竞买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竞买要求：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通过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进行（网址：http://www.zsjyzx.gov.cn）。竞买人必须按要求足额

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数字证书，方可参加上网竞价交易活动。

四、资料索取：本次上网竞价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上网竞价出让文件。有意竞买者可登录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

//www.zsjyzx.gov.cn））浏览或下载。

五、办理竞买申请及数字证书地址：有意竞买者可于2018年9月7日上午9时至2018年10月9日上午11时前（节假日除外）到中山市博爱

六路22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原市博览中心常年展厅）二楼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E区办理数字证书及竞买申请。

六、最高限价及配建房：本宗用地上网竞价出让设定的最高限制楼面地价为8000元/平方米。当报价达到最高限价后，竞价方式转为竞配

建人才安置房面积，凡同意接受最高限价的竞买人均可参与竞配建人才安置房面积，用地配建面积竞价阶梯详见上表。

七、竞得人的确认：竞买人的最高报价未达到最高限制地价的，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最高报价者；当报价达到最高限制地价后，竞价方式

转为竞配建人才安置房面积，凡同意接受最高限价并参与竞配建人才安置房面积的竞买人报出配建面积最大者为最高报价者；在竞配建人才

安置房面积阶段内，无竞买人报出有效配建面积数的，以最先报出最高限价的竞买人确定为最高报价者。最高报价者签订《成交确认书》后确定

为竞得人。本次上网竞价出让不设保留价。

八、保证金账户及保证金收取截止时间：竞买人应先登录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zsjyzx.gov.cn）进入土地与矿业权交易

系统申请获取保证金账号，并按规定向系统指定的账号汇入保证金，保证金须于2018年10月8日下午5时前到账（以到账时间为准）。

九、土地开发建设条件：建设期限：在2019年11月26日之前开工，在2022年11月25日之前竣工。

十、其它：1、竞买申请时，自然人参与竞买的，须提供经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无不良信息的信用报告；法人、其他组织参与竞买的，

须提供依法成立的经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机构名单可参考查阅信用中国网站→信息公示→金融领域信息公示→备案企

业征信机构）所出具信用等级A级（含A级）以上的信用报告(原件)；以上信用报告出具日期须在本宗地出让公告之日后（含当日）。境外的自然

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须提供依法成立的信用服务机构出具的报告(原件)，并同时提供中文译本；以上报告出具日期须在本宗地出让公告之日后

（含当日）。

2、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在中山市税务局推送的惩戒企业中，对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的竞买人将限制参与土地竞买活动。

3、详细情况及具体要求以该宗地交易文件为准。本次交易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地址：中山市博爱六路22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原市博览中心常年展厅）二楼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E区

咨询电话：0760-89817365 (陈小姐、谭小姐） 现场勘察电话：0760-23380761（郭先生）

规划咨询电话：0760-88323671(窗口) 有形市场监督举报电话：0760-88365631、88810231
中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9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