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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兜温泉”
中山开巡展

古兜温泉小镇坐落于风光旖旎的古兜山下，
靠山面海，自然风光优美。为了推广江门旅游形
象，吸引更多游客，2019中国侨都江门古兜温泉
小镇珠三角巡展（中山站），于近日在中山利和广
场一层中庭拉开帷幕。

据了解，本次巡展全方面呈现了古兜温泉小
镇的风貌，通过路演、宣传资料介绍，让中山市民
提前了解古兜温泉小镇。古兜温泉小镇负责人介
绍，中山离古兜仅一小时交通直达，古兜温泉好
温泉品质游也是中山短途旅游的首选地。此外，
巡展还向中山市民呈现了古兜温泉小镇于 4月
开展的一系列活动。

据悉，4月 27日山泉水世界以“粉暴‘泉’世
界”为主题开启夏日旅游新模式，届时有水上大
型气模滑道、儿童游乐池、水面冲关、丛林王国水
城堡、变形金刚水城堡、狂欢冲浪池、泡泡池等，
还有各种水上特色气模设施供游客游玩。当天，
一年一度的“新会崖门古兜水蟹文化美食节”也
将开幕，在 4月 27日至 6月 15日推出“水蟹美食
之旅”，游客可以品尝到各种水蟹菜式以及原只
水蟹，品鲜崖门古兜温泉水蟹宴。

据了解，古兜温泉所在地是新会崖门东岸银
洲湖出海口一带。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咸淡水交界
区域，水蟹是最嫩、最好吃的。崖门水蟹味道异常
鲜甜。每年4-6月，是食水蟹的最佳时节。

水蟹节期间，雍雅轩中餐厅特别推出特色水
蟹宴，有原只水蟹、水蟹粥、崖门水蟹焖老鹅公、
水蟹煲、鱼虾蟹等多款菜式可供选择。 闫莹莹

在黄圃镇的观仙路，有着广东沿
海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大规模的海
蚀遗址之一——石岭山海蚀遗址。走
到尖峰山的东坑大冈山脚一带，这处
占地范围在 2500亩左右的海蚀遗址
便呈现于眼前。据了解，它属于 5000
年前地壳变化而形成的古海地貌，属
白垩纪红砂岩砾石地质，其海蚀洞、
海蚀崖、海蚀平台等在珠江三角洲现
存海蚀遗址中，是最完整的地质标
本，有着非常独特的科学价值和美学
价值。

走进石岭山海蚀遗址景区，所见
到的这片遗址也是为数不多的保存完
整的海蚀遗址，不仅是黄圃作为广东
四大古海镇之一的力证，也是黄圃几
千年沧海桑田的见证。据中国科学院
广东地理研究所已故中山籍地理专家
何大章等考证，该遗址是中山境内尚
存二处（另一处为狮山海蚀遗址）海蚀
遗址之一。

放眼望去，海蚀遗址颇为开阔，地
势也不高，海拔仅为29.4米。在长期海
水的侵蚀下，区域中岩洞几乎随处可
见，裸露在外的山岩形成了以河卵石
为主的岩层和山体奇观，在山脚下就
有着一个巨大的岩洞。当地传说，八仙
之一的吕洞宾还曾在此云游时，就在
岩洞中住过。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传说，在清光
绪二十年（1894年），村民们在岩洞处
建了座仙庙，来供奉吕洞宾像。岩洞上
还刻有“玉泉洞”三字。而庙内的一块

“松风水月”的木匾也颇有些来历，是
清光绪甲午年(1894年)科举人彭炳纲
(圣狮人、中山著名教育家和书法家)
的手书，笔力挥洒自如，让人叹服。而
在庙门的不远，还有一摩崖石刻，距地
面约 10米，刻在长 5.3米、宽 3.3米的
岩石上，为清代宝安叶颂苏书，字为

“滴水岩”，笔力遒劲。两处书法家的遗
作顿时让海蚀遗址中的人文气息变得
浓郁起来。

虽然因地处黄圃，位置较为偏僻，
鲜少有人来此探访这千百年来“沉默
是金”的海蚀遗址，但这里处处可见岁

月沧海桑田的痕迹。
海蚀地形连续出现在玉泉洞以北

东面的山脚下，走近仔细看海蚀崖面，
常可以在崖面上找到蜂窝状的小洞，
这是古时候的海浪将砾岩层中的一些
砾石淘走留下的痕迹。

在玉泉洞沿环山古道向北走，
分别有姻缘石、情侣石、八仙石、浴
日池、好运洞、钓鱼台、群仙会、天狗
岩、飞来石、滴水岩、洞门石等奇景，
这些景点的名字像一颗颗珍珠，串
起了关于遗址的种种故事与人们对
它的寄愿。

浴日池位于玉泉洞四周，常年满
水，池水清亮见底，喝起来甘甜可口。
穿狗径位置在海蚀遗址东坑大冈山
脚，是山岩石经海浪长期冲击而成，

中有一洞，人们俯身可由洞的一头穿
到洞的另一头。继续往前走，一块石
头忽然悬空而立。离地 20 多米高的
岩石，美妙地镶嵌在大岗山东坡的古
海蚀崖上，是海蚀遗址内的胜景之
一。由于它外形有如一个大大的鼻
子，故又俗称“仙鼻石”（飞来石）。不
知从哪个年头开始，逢年过节时，到
仙庙观光的人们都会到此石底，用铜
钱掷向它，如能击中，就合掌许愿，听
说相当灵现，此习俗相传至今。

本报记者 闫莹莹

澳门举行意大利
文艺复兴素描展
大英博物馆馆藏意大利文艺复兴素描展近

日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开幕，同时也拉开了澳门大
型国际综合文化艺术盛会“艺文荟澳”的序幕。

据悉，该展览按人物、运动、光线、服饰、自然
界和故事分为 6个主题，展期为 4月 12日至 6月
30日，共展出42位15至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
时期大师所创作的 52件素描佳作，呈现文艺复
兴艺术的变革与创新。

除被誉为文艺复兴画坛三杰的达·芬奇、米
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作品外，还有米开朗基罗的
老师基兰达奥、对后世巴洛克与洛可可风格有极
大影响的柯勒乔，以及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人物提
香的素描作品，均为首次在澳门展出。

据介绍，素描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的
基石。此类草图的传世表明它们具有经久不衰的
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也得以让观众一窥文艺复
兴时期意大利画家的工作方式。该活动由澳门艺
术博物馆和英国大英博物馆主办，此外，活动还
将举办一系列延伸环节，包括策展人导赏、3D打
印技术及体验、素描绘画工作坊和课程，让观众
从更多角度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 新华

据记者从业内了解，这种“大
交通+自驾”的组合模式在业内被
称为落地自驾。

因为出游时间和线路相对自
由，“自驾游”自兴起以来一直颇受
欢迎，但受时间和驾驶员疲劳程度
的影响，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
自驾游限制在300公里范围内，而落

地自驾则以全新的组合方式，突破
了全程自驾在地域上的局限性。

记者采访我市通天下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灿生时，他
表示，现在异地租车正逐渐增多，
而游客对于中长途旅行的需求越
来越多。“周边游或者省内游，多以
周末游或者四到五天的短途游为

主。现在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我
们也开始考虑在‘五一’小长假期
间，增加一些落地租车线路，让游
客到达更多的地方。”

据了解，广西、福建是四至五
天自驾游较为成熟的线路，而到贵
州、云南等地，或者到成都、重庆，
或者再往川西自驾的话，线路现在

多以“高铁+自驾”的形式开展落地
租车自驾。“像前段时间前往贵州
看花的线路，我们就推了高铁加落
地自驾的形式。”据了解，这种轻松
自驾的方式得到越来越多家庭游
客的喜爱，尤其像以往一些自驾线
路成熟的目的地，又有便利的高铁
为前期交通工具，即享受了现代大

交通的便捷，又享受了“小交通”自
驾的自由和挑战，更是拓宽了时
间、年假紧张的工薪阶层的出游选
择，这也是目前越来越时兴的中长
途自驾出游的方式之一。

据了解，高铁交通在六小时左
右的范围内，“高铁+自驾”成为最
受欢迎的自驾出游组合。

联合主办：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http://www.zs.gov.cn/zslyj/index.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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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的“沧海桑田”就在身边

“大交通+自驾”模式助游客越走越远
“五一”小长假旅行社相关线路受追捧

提起近几年来一直高频出现在朋友圈的“自驾”，特
别是全程自驾，早成为许多有车家庭周末出游或者小长
假周边游选择的基本出游方式。但记者在近期的采访中
得到越来越多的市场反馈，随着国内航空和高铁网络的
快速发展，以及“大交通+小交通”的紧密衔接，落地自驾
正成为自驾游的优选方案之一，以更便捷和经济的方式
吸引着越来越多消费者青睐。这一交通组合的出现，不仅
帮助游客“越游越远”，也让他们尝到更多旅游乐趣。

本报记者 闫莹莹

再往西北方向走，一些让自驾
游客梦寐以求的线路，比如环游青
海湖、穿越戈壁滩，穿越无人区、穿
越大西北沙漠等线路，以往动辄需
要大半个月甚至数月时间的“奢侈”
自驾线路，在“飞机+自驾”的落地
租车自驾模式开启后，时间也大大
缩短。比如飞兰州后租车自驾青海

湖，飞抵西安的黄河沿线自驾，飞抵
乌鲁木齐的大美新疆自驾等等，时
间在 8天到 12天左右。像出发前往
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自驾游，
或者穿越西藏等区域的线路，都是
颇受欢迎的落地租车自驾线路。这
些“飞机＋自驾”的落地租车自驾项
目，大大缩短了出游的时间。

如果说国内中长线的旅游已经
有了许多成功的先例，那么飞抵异
国在当地租车自驾的出游形式，也
让游客们的境外游形式变得更多样
起来。相较于随团出游的“大众”线
路，异国租车自驾的市场受众群还
属小众。以往都是一些游客的自发
行为，随着市场的成熟，细分市场的

到来，旅游公司开始为这一“小众”
市场提供着越来越全面而细致的服
务，以满足市场越来越多样化的需
求。据了解，目前东南亚的落地租车
线路、非洲的草原自驾游线路，都颇
受市场青睐。

对于市场成熟度高的东南亚线
路来说，出游线路陈旧，游玩内容无

新意，成为许多游客的抱怨点，自驾
游的加入无疑让游客们找到了新的
角度和亮点来完成自己的东南亚之
旅。而非洲草原自驾游，由于专业化
程度高，需要沟通的环节较多，耗时
长（大约21天），成本高（每人近3万
元），成为目前落地自驾线路中较为

“奢侈”的黄金线路之一。

“高铁游+自驾”拓展西南市场

“飞机+自驾”让出游线路更丰富

石岭山海蚀遗址景区石岭山海蚀遗址景区

■中山市横栏镇老袁灯饰店遗失国税、地税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号 码 ：粤 国 税 字

51230119631118149701 号 、 粤 地 税 字

51230119631118149701号，特此声明。

■冯建明遗失中山星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购七星奥林园房款收据壹份，收据编号：

0003308，特此声明。

■中山市东区尼龙采商行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号

码：粤税中字36232119860319333001号，现声明

作废。

■中山市东区尼龙采商行遗失食品药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编号：JY24420030275027，特此声明。

■张燕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

专用）的第五联，号码：（151）粤地现10653401，特

此声明。

■中山市业子五金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中山春源货运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030015390602，现声明作废。

■唐冬花遗失中山市南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收款

收据（租赁定金、商业街 9 幢 A 座 A1），号码：

0015516，金额：2400元，特此声明。

■中山市老渔夫木制品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030015835102，现声明作废。

■中山恒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何清燕遗失中山市南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收款

收据2份（租赁定金、商业街9幢C1、C2），号码：

0018161，金额：1320 元；号码：0009160，金额：

6600元，特此声明。

声 明
中山市宝丽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是位于中山

市西区康健路28号三层306卡的房屋产权人，于

2016年08月23日与中山新启点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中山

新启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烨），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3151688609的经营场

所。现声明解除与中山新启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

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收回该房产的使用权。特此声

明。

声明人：中山市宝丽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声 明
中山市宝丽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是位于中山

市西区康健路28号三层310卡之三的房屋产权
人，于2016年09月20日与卓湖彬签订了房屋租赁
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中山市西区云拾惠信息
咨询服务中心（经营者姓名：卓湖彬），注册号：
442000604077015的经营场所。现声明解除与卓
湖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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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宝丽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声 明
中山市宝丽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是位于中山

市西区康健路28号三层310卡之六的房屋产权
人，于2018年01月30日与卓湖彬签订了房屋租赁
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中山市西区中云企业咨
询服务中心（经营者姓名：卓湖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42000MA51C0AN42的经营场所。现声
明解除与卓湖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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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宝丽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声 明
柳小燕是位于中山市东区岐关西路39号维景

湾7座7卡的房屋产权人，于2012年02月29日与
林宗浩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
中山市东区蜜悦芝恋甜品店（经营者姓名：林宗
浩），注册号：442000602404784的经营场所。现声
明解除与林宗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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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小燕

遗 失 声 明
中山市世光创建置业有限公司遗失位于中山

市三乡镇大布村“高园”畔山悦景花园（二期B）28-
32幢、垃圾收集站、地下室工程的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正副本，编号：442000201712072601，特此声
明。

声 明
中山市宝丽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是位于中山

市西区康健路28号三层310卡之七的房屋产权
人，于2018年03月07日与娄新峰签订了房屋租赁
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中山市西区中迪企业咨
询服务中心（经营者姓名：娄新峰），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42000MA51FG3A3M的经营场所。现
声明解除与娄新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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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宝丽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声 明
中山市宝丽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是位于中山

市西区康健路28号三层310卡之八的房屋产权
人，于2018年03月07日与娄新峰签订了房屋租赁
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中山市西区中峰企业咨
询服务中心（经营者姓名：娄新峰），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42000MA51DAW684的经营场所。现声
明解除与娄新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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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宝丽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声 明
中山市宝丽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是位于中山

市西区康健路28号三层310卡之一的房屋产权
人，于2015年07月31日与卓学宜、卓湖彬签订了
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中山市云联惠
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卓湖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20003519071222的经营场所。现声
明解除与卓学宜、卓湖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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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宝丽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声 明
中山市宝丽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是位于中山

市西区康健路28号三层310卡之九的房屋产权
人，于2018年04月02日与赵存雄签订了房屋租赁
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中山市维尼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存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MA51K0GM8Q的经营场所。现声明解
除与赵存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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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宝丽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声 明
李健铭是位于中山市小榄镇兴成路2号阳光

美加花园金榈湾1-3幢 33卡的房屋产权人，于
2017年05月10日与周培淦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中山市万鑫信用担保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陈习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MA4WXLJ28X的经营场所。现声明解
除与周培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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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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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展能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36199569A

住所：中山市石岐区东盛花园东康庭6座B8号

铺位

法定代表人：梁国煊 清算组负责人：梁国煊

清算组成员：苏佩贞；梁国煊

联系人：梁国煊 电话：13326916866

名称：中山市小榄镇优涂喷涂机械销售部
注册号：442000603719941
经营场所：中山市小榄镇小榄大道南17号地铺
之二
经营者姓名：罗东海
核准日期：2015年10月23日
注册日期：2015年10月23日
副本编号：1001051740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速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MA4WWQ7L5X
住所：中山市三角镇高平大道103号综合楼101
号
法定代表人：王小华
核准日期：2017年07月26日
成立日期：2017年07月26日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正本编号：000514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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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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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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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鸿和照明有限公司
注册号：442000001012047
住所：中山市古镇冈南工业大道中1号6楼西区
之4
法定代表人：唐勇奇 清算组负责人：唐勇奇
清算组成员：唐勇奇
联系人：唐勇奇 电话：1893338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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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莉嘉食品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2000MA529UAC0W
住所：中山市南区日华路36号星汇云锦花园3
期1幢4卡
法定代表人：陈焕桃 清算组负责人：陈焕桃
清算组成员：陈焕桃
联系人：陈焕桃 电话：1392499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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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钲颂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2000MA4W2H342H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中山港怡景花园（一
期）铺位怡泰阁42卡
法定代表人：邓伟裕 清算组负责人：邓伟裕
清算组成员：潘小兰；邓伟裕
联系人：邓伟裕 电话：1370303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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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广东京湾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1QJ73XW
住所：中山市三乡镇平东村金昌路1号新盛世花
园北苑10幢106号
法定代表人：王妃寿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0万元减至人民币100
万元
联系人：王妃寿 电话：13923357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