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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长假期间，每天有超
过 6000人次的游客选择来到我
市三角镇迪茵湖生态旅游度假
区观光休闲。度假区内最有特
色、最有看头的节目，非马术特
技表演莫属。每次马术表演，可
以容纳 1000人的看台上都座无
虚席。

为了保证表演效果，骑手
敖日格乐和他的同事们每天早
上 6点钟就起床，到马房清洁卫
生，为心爱的马匹洗澡、喂食，
之后到马场操练，与它们建立
良好的关系，好让马儿在表演
的时候呈现最佳状态。

敖日格乐生于 1992 年，来
自于内蒙古通辽 。他们家乡的
人从小和马接触，从自家的蒙
古包去到亲友家的蒙古包，二
三十里地都要骑马前往。他
2012 年开始接触马术表演，并
且在上海、北京地区举行的一
些马术赛事活动中取得过障碍
赛的一些奖项，2018 年来到迪
茵湖景区开始马术表演工作。

每天两场的马术特技表
演，不仅考验着骑手的驾驭能
力，更考验着人马配合的熟练
程度和默契配合。“日常我们还
需要给自己的马匹进行互动交

流，由于春节期间游客多，马匹
活动频繁，消耗大，除了保证每
天 6餐的正常摄入外，我们还会
喂些胡萝卜给它们增强营养。”
敖日格乐温柔地抚摸着马脸
说，“它们就像我们的亲人朋友
一样。”

9日上午 11时许，敖日格乐

和其他 7 名骑手驾驭着高大威
猛的骏马，为观众带来了“马上
拉哈达”“马背倒立”“马背反
转”“单腿挂环”“单马双人”“叠
金字塔”等绝伦无比的马术盛
宴。骑手们在奔驰的骏马上或
站、或蹲，辗转腾挪，犹如在马
背上跳舞。

观众席中不断发出喝彩声
和掌声。“虽然春节不能回家过
年，但看到观众和游客那么开
心，我们心里也感到美滋滋
的。”敖日格乐表示，“每次表演
完看到观众的热烈反响，感觉
一切都是值得的。”

文/图 本报记者 张倩

本报讯（见习生 戴子熙
记者 张倩 摄影报道）本周四
就是西方情人节，每到这个时
候最畅销的就是玫瑰花了。昨
日记者在东区、石岐区等多家
花店看到，花店摆满了比平时
更多的玫瑰花。多家店主表
示，玫瑰花的价格将开始大幅
上涨，估计情人节当天红玫瑰
达到一枝10元，甚至更贵。

东区库充市场附近花风
尚花艺坊内，红色、粉色的玫
瑰铺满了半个店面。“玫瑰批
发价格‘一天一个价’，比去年
同期上涨两三成。”花店老板
坦言，“平时国产红玫瑰、粉玫
瑰 5元一枝，现在涨到 8元一
枝，明后天至少要 10元一枝。
大年初五一束 18-20 枝的玫
瑰拿货价60元，现在拿货价则
要100元，预计明后天会更高。
现在只有百合花的价格下降

了，之前 10元一枝的现在 6元
就可以买到。”

“玫瑰上涨原因或与天气
有关，云南、贵州等地都下雪
了，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加之
情人节到来全国各地的鲜花
需求比较大，现在玫瑰供应不
足，保守估计明后天每支花上
涨 3至 5元”。记者随后询问了
石岐区民族路几家花店，了解
到情人节预计一枝红玫瑰售
价 8至 12元，一枝蓝玫瑰售价
20至 25元，一束由 16至 19枝
组成的玫瑰花束将比平时贵
100元左右，多家花店已经开
始接受电话或者微信预订。

“相比去年，今年的进口
玫瑰花（厄瓜多尔红玫瑰）更
多，可选择的花色品种更多，
花束包装也更为简洁、时尚”。
民族路一家花店的朱老板告
诉记者。

情人节未到
玫瑰价已涨

预计情人节当日一枝红玫瑰售
价8至12元

本报讯（记者 李玮玮）记者
从猫眼专业版 app 上了解到，
2019年春节档电影 6天（初一到
初六），中山共计有 17.7万人次
走进电影院，共花了2379万元观
影，其中《流浪地球》高居榜首，
票房达790万元。

比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中
山票房略微减少 300多万元，观
影人数比去年减少 2万人次，说
明今年电影票的均价同比上
涨。

据金逸影院相关负责人张

军介绍，今年总票房不如去年有
多种因素，首先是中山人过年的
方式多元化，越来越多人选择出
游方式过年；其次，今年票补减
少，电影票价格略涨，会流失少
部分对价格敏感人群；三是观众
对影片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高票价再加上前期营销造势，
观众对影片的心理预期不断被
抬高，但今年春节档影片的整体
口碑基本与去年持平，因此在一
定程度上加剧了观众的心理落
差。”

本报讯（记者 黄凡）2月11
日，春节长假后首个交易日 A
股“开门红”，中山板块股票实
现全线飘红。

11 日 ，上 证 指 数 报 收
2653.90点，上涨 1.36%；深证成
指报收 7919.05点，上涨 3.06%；
个股全线普涨，仅少量下跌。

中山板块 5只股票涨幅超
4%。明阳智能以涨停领涨，报收
11.26元，上涨 9.96%。奥马电器
报收 3.55元，上涨 5.03%。联合
光电报收 22.92元，上涨 4.80%。
华帝股份报收 10.46 元，上涨
4.70%。智慧松德报收 4.40 元，

上涨4.51%。
3只股票涨幅超 3%。木林

森报收 12.07元，上涨 3.69%。通
宇 通 讯 报 收 32.98 元 ，上 涨
3.65%。大洋电机报收 3.54 元，
上涨3.51%。

8只股票涨幅超 2%，从高
到低分别是：全通教育、江龙船
艇、中山金马、乐心医疗、和胜
股份、中顺洁柔、皮阿诺、长青
集团。

此外，香山股份、依顿电
子、中山公用、中炬高新、棕榈
股份涨幅均超 1%。顶固集创继
续停牌。

本报讯（记者 夏亮红）2
月11日农历年初七，记者走访
城区洗车店发现，洗车价格仍
未回落，洗车一次费用为 60
元-80元不等，是平常的两至
三倍，预计元宵节后才恢复正
常。

节后首个工作日，不少返
工的市民都准备为自己的爱
车“洗个澡”。当天下午，记者
来到东区起湾道的一家洗车
店，只见门前停满了待洗的汽
车。刚花了17个小时从湖南驾
车返回中山的张先生告诉记
者，老家在农村，有不少泥泞
路，再加上在高速公路上折腾
了10多个小时，车子里里外外
都是泥巴，回到中山第一件事
就是来洗车。

记者了解到，该洗车店从

1月 16日起，已停止使用洗车
优惠卡（包年卡除外）至今，洗
车一次的价格维持在 80元左
右，是平常的两倍多。记者走
访了城区多家洗车店，发现大
多洗车的价格都在 60元-80
元。其原因有二：一是部分洗
车店还没有正式开工；二是已
经开工的洗车店人手紧张，部
分工人还没有返回。

来自广西梧州的洗车工
人李师傅表示，他春节前后上
班这段时间，洗车店给他们发
1500元奖金。如果没有奖金，
他肯定会在家里呆到元宵节
后才返回中山开工。

据多家洗车店负责人表
示，预计到元宵节工人全部
返工后，洗车价格将恢复正
常。

内蒙古小伙敖日格乐在我市一景区表演马术特
技，虽然不能回家过年，但他称——

“能让游客开心，再辛苦也值得”

节后洗车
仍是“过年价”

一次费用为60元-80元不等，
预计元宵节后恢复正常价

节后首个交易日A股“开门红”

中山板块全线飘红

春节头六天中山人花了2380万元看电影

《流浪地球》
以790万元领跑

敖日格乐和他的爱马。

■中山市传奇地产投资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农业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030032242301，特此声明。

■中山市蓝水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
号：442000000460727，现声明作废。

公 司 减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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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内，向本公司办理清偿债务事宜。
名称：中山市路畅道路救援服务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2000MA4WGQN75Q
住所：中山市港口镇港口大道6号二楼之一
法定代表人：陈誉宏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80万元减至人民币10
万元
联系人：陈誉宏 电话：1501619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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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中山市古镇创能灯饰配件门市部
注册号：442000603182224
经营场所：中山市古镇七坊工业区文兴南一路
3号首层第11卡
经营者姓名：何立能
核准日期：2019年01月28日
成立日期：2014年06月19日
正本编号：0000226155
副本编号：1000221155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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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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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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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顺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657134247

住所：中山市西区中山一路103号

法定代表人：龚云强 清算组负责人：龚余红

清算组成员：林君召；陈建球；龚余红

联系人：龚云强 电话：1353200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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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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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烨动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398176769U

住所：中山市东区新村兴文路新环街4巷9号

首层

法定代表人：洪家顿 清算组负责人：洪家顿

清算组成员：洪家顿

联系人：洪家顿 电话：13928183348

“春风行动”
公益招聘会预告

“春暖民心·服务民生”，中山市2019年

“春风行动”就业服务系列活动于2月至3月

陆续举行。其中，2月14日（年初十）起连续

10日在市汽车总站、火炬开发区广场(中山火

炬职院北校区右侧)、小榄汽车站、南朗汽车

站等地设点举办免费招聘会，现场提供就业、

维权等咨询服务，欢迎广大群众参与！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2月

关于中山市大涌镇广晟介木厂因中山市大涌镇广晟介
木厂“9·8”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被行政处罚一案申请听证，根
据《广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二十二条
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我局定于2019年2月20日9时30分
在石岐区民生路 38号市政府民生办公区七楼中山市应急管
理局701会议室公开举行听证会。

特此公告。
中山市应急管理局

2019年2月12日

行政处罚听证公告
关于深圳市中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因中山市坦洲镇环

洲南路“5·17”一般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被行政处
罚一案申请听证，根据《广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
第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我局定于 2019
年2月26日10时在石岐区民生路38号市政府民生办公区七
楼中山市应急管理局701会议室公开举行听证会。

特此公告。
中山市应急管理局

2019年2月12日

行政处罚听证公告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9035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5、7、5
“排列五”中奖号码：5、7、5、6、0
兑奖时间从2019年2月11日起至2019年4月12日止。

“超级大乐透”第19015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02、05、10、13、30、04、06
兑奖时间从2019年2月11日起至2019年4月12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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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南粤风采”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035期
开奖结果如下:
基本号码：（05）、（09）、（15）、（27）、（28）、（36）
特别号码：（21）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035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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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5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21）、（猴）、（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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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刮千金好运来：即日起，在市内福彩投注站购
买“一刮千金”刮刮乐即开票，只要中得5000元、
1000元和500元奖级，即可立享奖金翻倍，50万
元奖金派完为止。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