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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唐益 通讯
员 李思玲）“林尽水源，便得一
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在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描述了
进入桃花源前，入口山洞的模
样。中山职院两名学生，结合“山
洞”和“光”两个元素，为灯饰之
都古镇设计了一座透光的“城市
桃花源”街头图书馆。目前，该设
计方案已被采纳并将开建。

■以“光”为灵感设计
灯都图书馆

站在洗手台前，拧开水龙头，
一束光正好从头顶洒下来……

“山洞”“光”两个词，进入了中山
职院大三学生林晓坪的脑海。“古

镇是灯都，光的概念正好契合这
个镇的产业特色。”林晓坪回忆
说，他设计这座街头图书馆的灵
感就来源于生活中这个画面。

今年 6月，中共中山市委宣
传部、中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主办的“2018年中山市街区自
助图书馆设计大赛”启动。在指
导老师潘质洪的鼓励下，当时还
是大二学生的林晓坪决定试一
试。按照大赛要求，参赛作品必
须围绕中山 24镇区特色来设计
与之对应的街头图书馆。作为家
具专业的学生，林晓坪最初想过
设计一座中式图书馆。

“但就是突然闪过脑海的那
个画面，我最终决定为古镇设计

一座现代图书馆。”在有了初步
想法后，林晓坪按照自己的想
法，开始绘制效果图——推开图
书馆大门，映入眼帘的是用磨砂
玻璃隔开的、类似山洞洞口的

“神秘”空间。通过“洞口”后，内
部是宽敞大厅，让人豁然开朗。

按照要求，林晓坪给这座街
头图书馆取名为“中山书房·明
都悦读”。

■“以赛促学”实战中
积累知识

在此前公布的比赛获奖名
单中，林晓坪的设计方案，获得
比赛最高奖项——唯一一个优
秀奖。作者栏里，除了林晓坪，还

有今年刚毕业的中山职院装饰
艺术设计专业学生陈子强。

“在公布获奖名单之前，我
都不知道他还署了我的名字。”
陈子强笑着说，几个月前看到学
弟的方案，让他眼前一亮。受林
晓坪邀请，陈子强从广州回到中
山，协助完成设计细节。

“一张效果图，要变成一座
可以施工的图书馆，远比想象中
复杂。”林晓坪说，由于没有经
验，最初在设计时没有考虑太多
细节。如一座要向成人、儿童、老
人开放的图书馆，台阶应该如何
设计？要容纳多人的图书馆，过
道该设计成多宽才算合理？图书
馆内的消防管道如何铺设、消防

设备如何布置等等。这些细节，
在有实战经验的陈子强的帮助
下，最终都一一完善。“比如图书
馆中间通道，最初我设计是 1.1
米，后来考虑到转弯处的人流量
等问题，拓宽到1.6米。”

“和他合作，印象最深的就
是他不让我睡觉。”陈子强说，方
案完善期间林晓坪经常拉着他
反复修改到深夜甚至熬通宵。

对于还未正式走上工作岗位
的林晓坪，这次参赛经历让其感
受颇深：“最大的收获不是奖金，
而是如何去学习、尝试和实践。”

目前，“中山书房·明都悦
读”设计方案已被主办单位采
纳，预计12月在古镇开工建设。

老伯撬坏邻居
违建铁棚
被判侵权赔偿损失2000元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刘粤湘）
相邻的铁棚被认定为违章建筑，身为邻居能
不能自行去拆除？去年，板芙镇的赖伯就因
此被邻居黄先生告上法庭。黄先生向赖伯索
赔损失2.5万元。10月11日，市中级法院通报
了这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终审判决，赖伯
终审被判赔偿2000元。

起诉赖伯的黄先生在 2004年与中山市
板芙镇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一份搬迁安
置协议，板芙房地产公司提供80平方米的土
地给黄先生建房，用于搬迁补偿。在建设楼
房之前，黄先生在分配给他的80平方米安置
土地的范围外临时搭建了 20－30平方米的
铁皮棚作为临时用房。

但是，黄先生建好现在居住的楼房后，
并没有将搭建的铁皮棚拆除。赖伯的房屋位
于黄先生房屋的后面，中间隔着一条路，黄
先生搭建的铁皮棚占用了中间路的一部分。

2017年 7月 21日，赖伯以黄先生违法搭
建的铁皮棚堵住沙井盖致排水不畅，用工具
强行撬开了黄先生搭建的铁皮棚。“我只是
撬开厨房铁皮查看了一下，并没有损害铁
棚。”赖伯说。黄先生报了警，但公安机关没
有对双方的纠纷作出进一步处理。

2017年 9月 4日，由于下大雨排水道去
水不畅，板芙镇白溪村新一队街道水浸，村
民赖先生等人经检查认为是黄先生搭建的
铁皮棚堵塞引起，于是手持工具到黄先生
搭建的铁皮棚处清除堵塞，过程中又损坏
了黄先生的铁皮棚，双方发生冲突。后经公
安机关调解，赖先生等人赔偿了黄先生
5000元。

法院认为，黄先生虽没有经相关部门审
批搭建了临时建筑物，但赖伯并不因此有权
损坏黄先生搭建的建筑物，而应由黄先生自
行拆除或由有关部门依法定程序进行强拆。
赖伯擅自撬开黄先生建筑物，这一行为构成
侵权，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同时，由于黄先生在用地范围外搭建建
筑物，客观上阻碍了道路通行，也存在一定
的过错。由于违规搭建的建筑物已被责令限
期拆除，赖伯撬开铁皮棚对黄先生造成财产
损害并不严重。在此情况下，法院一审二审
均判决赖伯向黄先生赔偿2000元损失。

李阿姨和住在该小区的
很多老人一样，出行依靠公
交车。但是每次乘坐公交车
的经历都十分惊险。他们只
能站在 105国道主道与辅道
之间的豁口，在两边的车流
之间等。由于绿化带树木过
高，遮挡视线，乘客被迫斜
身向外探头观察公交车的到
站情况。

记者看到 105 国道上车
流密集，许多大货车呼啸而
过，对于停靠上下车的公交车

和乘客而言，十分危险。而在
乘客身后的那条辅道，不时还
有汽车、摩托车经过。等车的
乘客可以说是在两条车流的
夹缝中，在毫无安全感的环境
下和汽车尾气的侵害中苦苦
等车。

“我们也没办法啊，公交
车不进来，我们只能在路边
等。如果你不探头去看，公交
车司机看不到你，一加速就走
了，白白等一趟。”李女士觉得
很无奈。

以“光”为灵感 设计城市“桃花源”
由中山职院学生设计的街头图书馆将在古镇开建

公交不进站台 候车险象环生
●事发沙溪镇中海翠林兰溪园小区附近，居民被迫在105国道候车
●公交公司：不进站有客观原因，将向有关部门反映，尽早解决问题

记者发现公交站台面上
有两个窟窿，李阿姨告诉记
者这就是站牌原来安置的地
方，现在站牌已经被水泥固
定在马路边。

李阿姨告诉记者：“我们
已经反映过很多次，一直得
不到解决。后来他们干脆把
站牌拆了，移到马路边上。”

那么，明明有个建设完
好的港湾式公交站台，公交
车为什么不进站呢？

记者随后联系公交公司
得知，该处被弃置的港湾式公
交车站并不是正规的公交车
站，而是方便该小区业主乘车
而设置的 020路公交车的终
点站。由于途经此处的081路
公交车发车密度大，车体长，
如果进站的话，车辆拐弯半径
大，再出站就会横切105国道
的辅道进入主道，此举必然干
扰 105国道上正常行驶的车
辆，极易发生交通事故。不过，
公交公司已经注意到在 105
国道上下客也对市民安全和
行车安全造成隐患，他们会马
上向公路部门反映，争取尽快
解决这个问题。

家在沙溪镇中海翠林兰溪园小区的李阿姨昨天向本报报料
称，小区门口的港湾式公交站台一直被弃用，市民不得不在105
国道上拦公交车，险象环生。记者采访发现确如李女士所说，原
公交站台已被弃置，要乘坐公交车的话不得不冒险在105国道
上拦车。

港湾式公交车站被弃置
昨日上午 11 点，记者来

到了沙溪中海翠林华府兰溪
园小区门口一探究竟。

在李女士指引下，记者在
小区门口右侧找到了被废弃
的公交车站。只见公交车站台
破烂不堪，周围还有不少生活
垃圾，很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
进行清洁维护。

被弃置的公交车站台是
个港湾式公交站，乘客只需要
在站台等候，公交车开进来便
能直接上车，既方便，又安全。
但据李女士透露，她 2010 年
搬入中海翠林兰溪园小区至
今，从未见过公交车驶入过这
个港湾式站台，每次乘车只能
站在105国道上等候。

公交车国道上停靠接送

公交公司:

不进站存在
客观因素

文/图 见习生 陈伟祺 李鑫
本报记者 王伟

居民在105 国道主道与辅道之间的豁口等车，由于树木遮挡
视线，还得时不时探身去观察情况。

声 明
周友阵是位于中山市神湾镇神湾大道周

友阵商业楼一、二层的房屋产权人，于2006
年11月1日与莫井庆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中山市屋企超市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莫井庆），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2000590145487D的经营场所。
现声明解除与莫井庆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
收回该房产的使用权。

声明人：周友阵

声 明
孙兰凤、张兴发是位于中山市东区东苑

南路101号大东裕贸联大厦北塔2号1305
室的房屋产权人，于2017年03月10日与
吴德波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给
其作为深圳秦商睿享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中山
分公司（负责人：李明鸽），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2000MA4WN4Y49D的经营场
所。现声明解除与吴德波签订的房屋租赁合
同，收回该房产的使用权。特此声明。

声明人：孙兰凤、张兴发

声 明 书
本人胡炎辉位于中山市民众镇新堤路

47 号的房产权属证书［房产登记字号：
043442，房产面积：87.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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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炎辉

声 明 书
李注荣位于中山市三角镇新群2社的房

地 产 权 属 证 书［土 地 证 号 ：097433\
04180233\180233，土地面积：301.3 平
方米］因不慎遗失；现声明废止上述房地产权
属证书使用效力。

声明人：李注荣

声 明
梁浩祺是位于中山市东区东苑南路101

号大东裕贸联大厦南塔1号1504室的房屋
产权人，于2018年04月08日与蒋海龙、肖
宇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
为中山华炬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蒋海
龙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2000MA51J5A75B的经营场所。现
声明解除与蒋海龙、肖宇签订的房屋租赁合
同，收回该房产的使用权。特此声明。

声明人：梁浩祺

声 明
陆叠群是位于中山市东区翠园街11号

3卡商铺的房屋产权人，于2013年11月26
日与庞长萍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
租给其作为中山市东区天珏广告设计制作室
（经 营 者 姓 名 ：庞 长 萍），注 册 号 ：
442000602966383 的经营场所。现声明
解除与庞长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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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叠群

声 明
梁浩祺是位于中山市东区东苑南路101

号大东裕贸联大厦南塔1号1505室的房屋
产权人，于2017年06月08日与蒋海龙签
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中
山市华宏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蒋
海 龙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2000MA4UWGTR5J的经营场所。
现声明解除与蒋海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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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浩祺

遗 失 声 明
吴海英遗失中山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编号：080042010030043，建设位置：
中山市坦洲镇永二村1队，特此声明。

2018年10月12日

许贵禄《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遗失通告

许贵禄因遗失《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编号：160042016030036，地址：中山市
大涌镇青岗村“白焦围”），现申请作废原证，
补发新证。如有异议，请在本通告刊登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出，逾期我分局将依
法作废原证，补发新证。特此通告。

联系电话：87720901
中山市城乡规划局大涌分局

2018年10月09日

■王卫红遗失中山保利林语花园二期1栋
2002 房收款收据，编号：2059075，金额：
160000元，特此声明。
■中山市俊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华进置业有限公司宝丽金酒店遗
失税控盘，编号：499928369337，特此声明。
■中国外运华南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遗失
道路运输证3本，车牌号：粤T2892挂、粤
T2570挂、粤T2071挂，特此声明。
■涂胜红遗失中山市古镇镇曹一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绿茵豪庭3幢2203购房定金收据
一张，开票日期：2016年01月26日，编号：
0001494，金额：15万元，声明作废。
■中山市沙溪镇佰家兴服装商行遗失国税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号 码 ：粤 国 税 字
44162519870308572503号；遗失地税税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号 码 ：粤 地 税 字
44162519870308572503号，现声明作废。

■鹤山市日信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市顺
风纺织品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发票代码：4400174130，发票号码：
21292109，特此声明。
■中山市宏计灯饰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及法人：周榆健的私章，各一枚，现声明
作废。
■北京东联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遗失保
利（中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怡方
花园四期首开区智能化工程履约保证金收
据，号码：572081，金额：伍万元，现声明作
废。
■中山市固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合同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现声明作
废。
■梁梅英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
证，身份证号：440620196109080022，有效
期限：2005年06月09日-2025年06月09
日，声明作废。

■中山市固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030017441901；遗
失银行印鉴二枚，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南区寮后老年人活动中心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030007216104，
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神农谷食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 赖 莹 遗 失 就 业 报 道 证 ，编 号 ：
11540030030，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东凤镇麦觐朝面包店遗失国税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粤 国 税 字
44062056062542200000号，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航安水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已填开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
扣联）1份，发票代码：4400173130，发票号
码：33730937，特此声明。
■中山市烨丽宾馆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030001281802，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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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金创美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注册号：442000000492879
住所：中山市民众镇锦标村隆丰围锦安路20号B
座一、二层之二
法定代表人：陈武洲 清算组负责人：陈武洲
清算组成员：邹小元；邵军涛；陈武洲
联系人：陈武洲 电话：13825614868

公 司 清 算

名称：中山市古镇一束光灯饰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4WD9LW49
住所：中山市古镇曹一东兴路（古镇东兴汽车检测中心右侧）厂房4楼
经营者姓名：舒诚
核准日期：2017年04月05日
成立日期：2017年04月05日
副本编号：1003319451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坦洲镇致君药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577878870K
住所：中山市坦洲镇十四村泰湖路13号
投资人：廖建辉
核准日期：2016年06月07日
成立日期：2011年06月14日
副本编号：1002207782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小榄镇伍栢饮食店
注册号：442000603323419
住所：中山市小榄镇荣华北路32号首层1-5号铺（东区物业A010号6村观龙楼A
幢1-5号铺）
经营者姓名：伍柏均
核准日期：2014年10月21日
成立日期：2014年10月21日
副本编号：1000687753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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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岁男孩被困卧室
消防破门解救时，其吸着奶

瓶表现淡定

本报讯 （记者 王伟 通讯员 谢淑媛
阮瑛珞）近日，民众镇民安路一住户一岁的
小孩被困在卧室内，消防破门进入卧室后
发现小男孩正淡定地拿着奶瓶喝水，让在场
人员都哭笑不得。

到场后，消防队员仔细观察现场，发现
无法从外面进入里面。征得小男孩父亲同意
后，消防队员先后利用铁梃、开门器等工具
对房门进行破拆。5分钟后，房门被顺利打
开，消防队员立即进入卧室将婴儿抱出，此
时小男孩没有哭闹，而是淡定地拿着奶瓶在
喝水。

据小男孩父亲讲述，当时小男孩独自一
人在卧室睡觉，他在饭厅吃饭，突然听到小
男孩的哭闹声，才发现房门不知什么时候被
关上了，即使用钥匙也无法打开，自己多番
尝试依然无法开门，只好拨打“119”求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