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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中山市横栏镇轩雅理发店
注册号：442000601544833
经营场所：中山市横栏镇裕祥西路98号首层第一卡
经营者姓名：彭飞莲
核准日期：2014年04月16日
注册日期：2010年03月08日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火炬开发区袁秀娟商店
注册号：442000600657192
经营场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小引商业街66号房屋
底层西边第二卡
经营者姓名：袁秀娟
核准日期：2011年10月25日
成立日期：2008年05月16日
正本编号：8004189423
副本编号：8402995392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石岐区良华猪肉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51CJA405
经营场所：中山市石岐区莲峰延龄路延龄市场（第1
层YL1D0081卡）
经营者姓名：骆良华
核准日期：2018年03月01日
成立日期：2018年03月01日
正本编号：0004959673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华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84476252P
住所：中山市三角镇翠苑街1号102室
法定代表人：林文科
核准日期：2016年03月14日
成立日期：2009年02月26日
正本编号：0000849319
副本编号：1001013319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小榄镇爱清包装食品商店
注册号：442000601883943
经营场所：中山市小榄镇北区市场C区5号
经营者姓名：刘爱清
核准日期：2014年09月04日
成立日期：2010年10月28日
正本编号：0000676776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东区丽金肉食档
注册号：442000600636542
经营场所：中山市东区华柏市场地下
经营者姓名：彭丽金
核准日期：2011年11月08日
成立日期：1998年03月01日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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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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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宝意电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1XFEX7C

住所：中山市黄圃镇祥安南路3号后排厂房之五

法定代表人：潘三兵 清算组负责人：潘三兵

清算组成员：潘三兵、周红萍

联系人：潘三兵 电话：13751500888

公 司 清 算

■黄创华遗失《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授予医师
资格申请表》一份，特此声明。
■中山市黄圃镇正巧五金制品厂遗失已开具的
广 东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一 份 ，发 票 代 码 ：
4400184130，发票号码：12300564，已盖发票专
用章，特此声明。
■中山市烟洲楼宇实业有限公司翠景体育俱乐
部遗失于2014年5月28日办理的高危险性体育
项 目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44200020140402，现声明作废。
■中山华工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中山市沙溪镇好韵百货贸易商行遗失国税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粤 国 税 字
46000619760901522501 号；遗失地税税务登记
证正本，粤地税字 46000619760901522501 号，
现声明作废。

■王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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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13811，特此声明。
■中山市铭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遗失支票两张，
开户行广发银行中山市东凤支行，支票号码：
3060443018745289、3060443018745291，现 声
明作废。
■中山市小榄镇泗涌食店遗失国税税务正副本，
号码：粤税中字 45242319810328382301 号，现
声明作废。
■中山市沙溪镇发艺煊发廊遗失国税税务登记
证 正 本 ， 号 码 ： 粤 国 税 税 字
43282319850903085901号，特此声明。
■中山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证 IC
卡，证件号码：002192614，现声明作废。
■朱成名遗失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证件编号：
ⅠⅧ10114440，特此声明。

■中山市横栏镇明少堂干货店遗失食品药品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4420090248589，特此声明。
■中山市民众镇资产经营公司不慎遗失广东增
值税普通发票第二联三份；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
第一联三份。发票代码 4400174320，发票号码
72643853-72643855；发票代码044001900517，
发票号码 00095110-00095112。车架号：LBEX
DAFB9AX917767，发动机号：AB203398；车架
号 ：LBEXDAFB3AX913276，发 动 机 号 ：
AB193544；车架号：LFMGJ272X8S214523，发
动机号：5727646。特此声明。
■石家庄宏创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增
值税专用发票1份（记账联、抵扣联），发票号码：
08604792，发票代码：4400174130，特此声明。
■中山市智科车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遗失电子
营业执照，号码：10015080007361，现声明作废。

协助调查处理公告
2019年5月7日，市公安边防支队在横门水道

与洪奇沥水道交汇水域查获一艘“三无”铁质船只，
现场未查获涉案嫌疑人，船内发现装载有无合法手
续冻品一批。限上述案件当事人，物品持有人、利益
相关人及物品所有人自公告之日起七日内到边防
支队（东区兴桂路9号）接受调查或者配合处理，逾
期无人认领，自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后将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联系人：辛警官，联系电话：0760-
23188971。

中山市公安边防支队

2019年5月14日

声 明
陈合冰是位于中山市南区悦秀路8号朗悦居

商住楼1幢04卡的房屋产权人，于2017年7月16

日与陈文昌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

作为中山市国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关 国 洵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2000MA4X1T5E5C的经营场所。现声明解

除与陈文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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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合冰

声 明
谢廷昌是位于中山市东区富湾新村月湾路5

巷11号的房屋产权人，于2005年4月15日与陈寿

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中山

市东区亮亮包子店（经营者姓名：陈寿春），注册号：

442000601420930的经营场所。现声明解除与陈

寿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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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廷昌

●报警电话：110
●火警电话：119
●医疗急救：120

●天气预报：12121
●交通事故：122
●价格举报：12358

●消费投诉：12315
●产品质量投诉：

23326557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王蓉）记者 15日从市博爱医院获
悉，一名刚出生两天的男宝宝日前
被遗弃在中山某个镇区的公园里，
后被热心市民发现，报警及时送到
镇区医院。由于病情严重，新生儿
当天被紧急送到市博爱医院救治。

市博爱医院新生儿科、儿外科
医务人员经过一系列检查，发现这
名宝宝患有先天性膈疝。据介绍，
正常的宝宝胸腔和腹腔由膈肌分
界，先天性膈疝是指腹腔内脏器通
过先天性发育不全的膈肌缺损处

进入胸腔成为先天性膈疝，按发生
的部位可以分为胸腹裂孔疝、食管
裂孔疝和胸骨后疝。由于腹腔的脏
器进入胸腔，压迫肺脏出现呼吸困
难，这几种疝发生后首先出现的症
状是呼吸困难、缺氧等。

博爱医院医生及时为这名宝
宝做了微创手术，术中发现宝宝
肺发育不良，膈疝缺损很大，术
后经过精心护理，恢复得很好。
宝宝出生后 22天，已能一次吃奶
55毫升。目前该宝宝已经送至市
福利院。

本报讯（记者 柯颂 通讯员 陈
静文 张变) 5 月 15 日，记者从三角
镇获悉，该镇一名 80 岁的老人跳河
轻生，三角公安分局沙栏派出所的
巡防队员及时将其救起，并送医院
治疗。目前，老人已得到家人的陪
护，身体各方面情况均已恢复正

常。
事发在 5月 13日中午 12时许，三

角公安分局接群众报称，其80岁的哥
哥走失。接报后，三角公安分局立即
派员迅速赶赴现场。经了解，这名失
踪老人是一名姓张的老爷爷，其家人
在中午吃饭时，左等右等不见其踪

影，随后在周围寻找并询问邻居仍然
无果，怀疑其失踪，于是报警请求援
助。接报的巡防队员根据报案陈述特
征，沿着其家门口河边路段进行寻
找。

当天中午13时左右，三角公安分
局又接到群众报警，称在三角镇东南

村一河段内发现有一男子漂浮在河
面上。情况紧急，三角公安分局立即
派沙栏派出所附近巡逻辅警携带救
援装备迅速赶赴现场，并向附近居民
借到了一艘小木船，拼命划向落水
者。在没有任何救生措施的情况下，
两名巡防队员毫不犹豫跳下河中，将

老人托上木船救起。经医生现场急
救，老人逐渐恢复神志，经确认正是
失踪老人张某。

经询问，老人自称患有抑郁症，
想跳河轻生。民警对老人进行了心理
劝导，稳定其情绪后，通知其家属到
医院陪护。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
员 刘颖清）指使他人多次到企业
闹事，赔偿企业获得谅解后居然出
手报复证人，陈某为自己的行为付
出了代价。5月 14日，市中级法院
通报该起犯寻衅滋事罪、打击报复
证人罪案的终审判决，陈某被判两
罪并罚被执行有期徒刑1年半。

2017年2月25日至3月9日期
间，陈某指使许某等 3人（均已判
刑），多次到黄圃镇横档工业区某企
业闹事，几人持砖头砸向该司生产
车间的监控设备和电闸，致使企业
两次停电无法正常生产。当年9月，
陈某被抓获归案。案发后，陈某赔偿
企业经济损失5万元，并获得谅解。

2018年1月15日零时许，陈某
因阿军（化名）在他上次寻衅滋事

案中作证而怀恨在心，遂找到阿军
实施威胁，并用手打了阿军的头部
几下后逃离现场。次月，陈某被警
方抓获归案。经鉴定，阿军的损伤
程度未达轻微伤。案发后，陈某赔
偿阿军1.5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陈某结伙任意
损毁公私财物，情节严重，构成寻
衅滋事罪。同时，陈某在取保候审
期间当众对证人实施恐吓及殴打
行为，虽证人受到的伤害较轻，但
陈某殴打证人的行为对证人的人
身安全产生极大威胁，也严重妨碍
了正常的司法活动，他的行为还构
成打击报复证人罪，应依法数罪并
罚。近日，法院结合案情，终审维持
判决，陈某被执行有期徒刑 1 年
半。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又是一年毕业季。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2015级艺术设计学院287名毕业生的设计展，目前正分两批在中山
市文联文艺家活动中心和中山学院校内进行展出。此次展出的毕业设计作品来自该校视觉传达、动画、环境艺术、
工业设计以及产品设计五个专业的毕业生。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学生设计出未来概念快递车、健身器材等。本次毕
业展上，不少毕业作品还展现了不少“本土”元素。如学生们为“四大百货”设计了推广海报，还搭配有中山本土特色
的抱枕、明信片等文创产品。 本报记者 文波 唐益 通讯员 张远秀 摄影报道

无证焊接作业
引发起火事故
相关企业被罚5000元，责

令限期改正
本报讯（记者 梁东麒 通讯员 程晓铭）企业

未取得焊接特种作业资格私自开工，引发施工现
场着火事故。昨日，市应急管理局公布一起特种
作业违法违规活动，并对企业作出相应行政处
罚。

据介绍，市应急管理局五桂山分局近期群众
举报称，五桂山长命水在建工地枫林绿洲一期一
幢3楼施工现场发生着火事故，现场有人员从事
焊接特种作业。市应急管理局五桂山分局工作人
员抵达现场调查后发现，现场发现了不少乙炔
瓶、氧气瓶、软管均有烧焦痕迹，所幸未造成大的
过火面积和人员伤亡。但在现场调查过程中，工
作人员却发现施工人员冯某无法提供焊接作业
相关资格证件。在执法人员按照安全生产“四
不原则”对大城公司进行调查后另外发现，施
工方大城公司在进行动火作业时并未经审批，
应急演练预案也不切合实际。

在对企业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
后，市应急管理局五桂山分局决定对大城公
司进行立案查处。在启动立案调查程序,对大
城公司副总经理焦某明（法定代表人授权）、
大城公司现场管理员谢某坤、大城公司员工
冯某和孙某义进行调查后，市应急管理局五
桂山分局认定，大城公司冯某东未取得相应
资格进行焊接特种作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多项规定，决定对大城公司作
出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人民币 5000 元罚款的
行政处罚。

以为交警上午不查车
酒驾上路被逮个正着

神湾镇一男子被行政拘留
本报讯（记者 夏亮红 通讯员 刘洪希 赖

兴仪）不要以为交警上午不会查酒驾，就大胆驾
车上路。日前，神湾镇一名男子吃早餐竟然喝酒，
酒后还驾车上班，结果被交警逮个正着。

针对群众举报有人早餐喝酒还大胆驾车上
路的情况，5月 14日早上，神湾公安分局交警大
队组织民警在辖区苏家荣牌坊路段执勤，严查各
类交通违法。9时许，民警发现一男子没有佩戴
安全头盔驾驶摩托车朝执勤点驶来，遂指令驾车
男子停车接受检查。没想到当事男子反而加速往
古神路口方向逃跑。民警随后在古神公路将当事
男子截停。

期间，民警发现当事男子有酒后驾车嫌疑，
当即对其进行酒精呼气检测。数据显示其呼气酒
精含量达 190毫克/100毫升，涉嫌醉酒驾车。民
警随后将当事男子带往神湾医院抽血备检。经核
查，当事男子叫郭某，神湾镇人，41岁，曾申领摩
托车驾驶证，但已于2005年被注销，所驾摩托车
已达强制报废标准。

据郭某交代，当天早上他在神湾旧市场某早
餐店吃早餐时喝了不少白酒，之后驾驶摩托车前
往某工地上班，结果走了还不到一公里就遇到民
警查车。因担心酒后驾车受到严处，因此抱侥幸
心理驾车拒检。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由于郭
某存在无证、醉驾报废车等严重交通违法，在被
处行政拘留之后，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讯（记者 王伟 通讯员 刘洪
希）昨天下午 2点多，大涌镇华星南路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泥头车行驶
中突然失控，连撞道路两边停放的8台
小车后冲进一家布行才最后停下，现
场一片狼藉。

昨天下午 3点 16分，接到市民刘
先生的报料后，本报记者紧急赶往现
场。只见事发现场已被交警围住，泥头
车整体已经冲进路边一家布行，把两
家店铺之间的隔离墙都撞开了，有市
民在围观拍照。

据一名目击街坊称，事故发生在
当天下午2点多，泥头车沿着华星南路
向东行驶，走到事发地点上突然先是

左拐撞向停在人行道上的两辆宝马、
一辆奔驰、一辆大众、一辆三菱和一辆
面包车后，然后又向右边呈“S”状快速
开去，撞向了路边的一辆奥迪和林肯
后，冲入路边一名叫立盛的布行才停
下。“把布行外墙都撞烂了，我看到布
行老板被吓得不轻，救护车都来了 2
次。泥头车司机卡在车内，腿部受伤，
流了很多血，不过没有生命危险。”这
名目击者称，事发时天气炎热，幸好路
上没有行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看到，被撞的8台车中5台是
高级轿车，包括 2 辆宝马、1 辆奔驰
LM350、1辆奥迪A6、1辆林肯SUV，此
外还有 1台三菱 SUV，1台大众途观也

价值不菲，另外有 1台面包车。有围观
市民说，这些车大多是附近布行老板
的车，比较高档。其中一台宝马越野车
司机告诉记者，他的车价值 90万元左
右，当天中午他来这里看望朋友，就把
车停在路边，吃完午饭后正和朋友在
店里喝茶，突然听到砰砰的响声，赶紧
出门一看，发现自己的车被撞飞了七
八米远。

交警表示，泥头车失控撞了 8台
车，撞入布行后司机卡在里面腿部受
伤，没有其他人伤亡。泥头车司机表
示，事故是他操作不当引发。具体原因
还需要查看监控录像，再作进一步调
查。（报料人：刘先生 报料奖金：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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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人跳河轻生 巡防队员奋力施救
被救老人身体已恢复正常

新生儿因病被遗弃
热心人将其送医院

寻衅滋事还报复证人
一男子被判刑1年半

案件承办法官介绍，我国法
律中关于证人保护的相关规定
证人保护，是国家在履行证人作
证义务的同时所给予的人身及
财产方面的法律保障。我国《宪
法》第 41 条规定：“对于公民
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
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

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
复。

而打击报复证人罪，是指对
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行为。对此
我国《刑法》308条规定，对证人
进行打击报复的，处3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
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打击报复证人最高可被判刑7年以 案 说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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