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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中山市南朗镇蒋华强杂货店
注册号：442000600169132
经营场所：中山市南朗镇第二工业区南合路侧
经营者姓名：刘佐龙
核准日期：2007年10月31日
成立日期：2007年10月31日
正本编号：8000960661
副本编号：8400808661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小榄镇精煜织带厂
注册号：442000600695997
经营场所：中山市小榄镇盛丰悦胜村
经营者姓名：段云华
核准日期：2008年06月05日
成立日期：2008年06月05日
正本编号：8003191313
副本编号：8402968313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东区爱敏食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52YU5N5R
经营场所：中山市东区华苑大街2号之一（3卡）
经营者姓名：高爱敏
核准日期：2019年03月12日
成立日期：2019年03月12日
副本编号：4400819106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石岐区楷琪美食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2000MA526W1N27
经营场所：中山市石岐区方基冲大街1号（首层第九、第十卡）
经营者姓名：戴武龙
核准日期：2018年08月28日
注册日期：2018年08月28日
遗失项目：营业执照副本
现声明作废。

名称：中山市东凤镇四星电子电器厂
注册号：4420003126646
经营场所：中山市东凤镇同安村同安大道东
经营者姓名：邓德然
核准日期：2006年01月11日
成立日期：2006年09月21号
正本编号：8000764162
副本编号：840092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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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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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伟华盛业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75176485U

住所：中山市三角镇金鲤工业区白里口沿海路1号第J幢楼

法定代表人：王文雄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0万元减至人民币100万元

联系人：王文雄 电话：1352826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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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合伙企业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企业清

算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人申请其债权，逾期不
申报者，视为放弃债权。
企业名称：中山伯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W6YKF9A
住所：中山市南朗镇大车村第六工业区东方工业园第A栋2
楼2卡
执行事务合伙人：薛由道
清算人：雒文斌；张翔；徐火根；彭春明；刘晓斌；刘亨杰；

黄付娥；白宇；薛由道（负责人）
联系人：薛由道 电话：1392379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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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好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911970990

住所：中山市黄圃镇大雁工业区圃灵路42号

法定代表人：徐春华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3000万元减至人民币500万元

联系人：徐春华 电话：13432122467

■中山市统战系统工会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030005389704，特此声明。■蔡家炜遗失交强险保单 2013 版（AEDZAA
2013Z00)，单证流水号：44001900065241，特此声
明。■黄杏玲遗失中山富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销售收据，房间：中山佳兆业大都汇三期4幢
1709，定金收据号码：XSZS0006518，金额：20000
元，特此声明。

■郭绮琦遗失中山市古镇镇曹一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收款收据，收据号码：0000195（诚意金），金额：
80000元，特此声明。■中山市东凤镇四星电子电器厂遗失国、地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证号：442821197007036075，现
声明作废。■中山光谷茂和激光加工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030005915704，现声明作
废。

■中山惠通之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机动车销
售统一发票，发票代码：144001924560，发票号
码：00283249，特此声明。■中山市诚佳时尚纺织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涂静奎遗失中山富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销售收据，房间：中山佳兆业大都汇三期4幢
1708，定金收据号码：XSZS0006519，金额：20000
元，特此声明。

■吴照恒遗失粤TNH627车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正本，号码为：442000079826，现声明作废。■袁锦伦遗失粤T709X6的中国大地财产保险有
限 公 司 的 保 险 单 ，号 码 为 ：PDDG2019
44012211000955，商 业 险 单 证 流 水 号 ：
211000180205071130，保 险 卡 单 证 流 水 号 ：
811100180204076994，特此声明。■中山市赛格达金属电子有限公司小榄分公司遗
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030008178401，现声明
作废。■中山金悦达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值税专用
发票1份（二联）,发票代码：4400191130，发票号
码：46037614，特此声明。■吴家辉遗失《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授予医师资格
申请表》，特此声明。■中山市裕丰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值
税专用发票（中文中三联）的第二联、第三联，发票
代码：4400191130，发票号码：46156433，现声明
冲红作废。■中山心博照明电器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030014947701，特此声明。■中山市东顺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营运证4份，
证 号 ：002128583、002593945、002554161、
002554155，特此声明。

声 明
杜锦泉、何惠意是位于中山市小榄镇民安北路

42号三楼的房屋产权人，于2014年08月27日与
赖坤兰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
中山市志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赖
坤兰），注册号：442000001054765的经营场所。现
声明解除与赖坤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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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锦泉、何惠意

声 明
杜锦泉、何惠意是位于中山市小榄镇民安北路

42号三楼的房屋产权人，于2013年02月26日与
彭培锋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
中山市融易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彭 培 锋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200006516409X4的经营场所。现声明解除与
彭培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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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锦泉、何惠意

声 明
曹绮玲是位于中山市东区起湾道北12号华鸿

水云轩1-4幢首层13卡的房屋产权人，于2015年
07月05日与李妙旋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
屋租给其作为中山市妙慧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法定
代 表 人 ：李 妙 旋），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2000351222465R的经营场所。现声明解除与
李妙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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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绮玲

声 明
杨君悦是位于中山市三角镇广兴北路8号101

卡的房屋产权人，于2018年09月18日陈妙芬与李
明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给其作为中山
市三角镇鸽哥食府（法定代表人：李明），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42000MA52B0WYXQ 的经营场
所。现声明解除陈妙芬与李明签订的房屋租赁合
同，收回该房产的使用权。特此声明。

声明人：杨君悦

据新华社电 受连续强降雨影
响，京广铁路在湖南省株洲市境内
的淦田至三门区间铁路桥底水位超
警戒值（水位超标 74厘米）。为确保
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对该区间
线路临时封锁警戒。

记者从广铁集团获悉，临时封

锁区间实行南往北线路封锁，北往
南线路限速运行。由于南往北方向
列车暂通过北往南线路借道通行，
造成途经该区段的南往北方向多趟
普速列车晚点。

铁路部门表示，该区间将在水位
下降到安全值以内恢复正常通行。

据新华社电 11日上午 10时许，伴
随着汽笛声响起，“海峡号”高速客滚船
搭载 700多名乘客，从平潭综合实验区
澳前码头解缆起航，驶向台湾高雄港。

平潭至高雄航线总里程 178海里，
单次海上航程约 4.5小时。该航线开通
后，根据客运市场和气候海况执行不
定期航班，届时将及时把航班信息对
外公布。

福建海峡高速客滚航运有限公司
业务部经理张思炜说，因台湾本岛的交
通工具主要集中于北部，南部旅客的交
通工具选择少，尤其客船更少，开通高
雄至平潭航线对于台湾南部旅客是一
大福音。此外，台湾南部为农渔产品生

产重地，主要经由高雄出口，新航线的
开通将有助于提升冰鲜农渔产品出口
时效。

继 2011 年 11 月首航台中、2013 年
10月首航台北之后，“海峡号”于2019年
5月 26日获批开辟平潭直航高雄新航
线，从事两岸海上客货滚装运输。至此，
平潭至台湾北部、中部、南部高速客滚
直航航线实现全覆盖，进一步凸显平潭
两岸“黄金通道”功能，将大大促进两岸
商贸和人员往来。

据介绍，平潭至台湾海上高速直航
航线常态化运营已近 8年，客运量累计
突破90万人次。

福建平潭至高雄
海上客运航线首航

据新华社电 我国第一艘自主
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

“雪龙2”号11日在上海交付，并将于
今年底首航南极，我国极地考察现
场保障和支撑能力取得新的突破。

当天，在红白相间、雄伟靓丽的
“雪龙2”号上，自然资源部举行了媒
体通气会。据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
办公室主任秦为稼介绍，“雪龙2”号

建造工程由自然资源部所属的中国
极地研究中心组织实施，按照“国内
外联合设计，国内建造”的模式，由
芬兰阿克北极有限公司承担基本设
计，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七〇
八研究所开展详细设计，江南造船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建造。

“雪龙 2”号船长 122.5米，型宽
22.32米，设计吃水 7.85米，设计排

水量 13996吨，航速 12-15节；续航
力2万海里，自持力60天，具备全球
航行能力；能满足无限航区要求，
可在极区大洋安全航行，能以 2-3
节的航速在冰厚 1.5米+雪厚 0.2米
的条件下连续破冰航行。

据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科技委主任胡可一介绍，“雪
龙 2”号融合了国际新一代考察船
的技术、功能需求和绿色环保理
念，采用国际先进的船艏船艉双向
破冰船型设计，具备全回转电力推
进功能和冲撞破冰能力，可实现极
区原地360°自由转动。

秦为稼表示，“雪龙2”号装备有
国际先进的海洋调查和观测设备，能
实现科考系统的高度集成和自洽，在
极地冰区海洋开展物理海洋、海洋化
学、生物多样性调查等科学考察，今
后将成为我国开展极地海洋环境调
查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平台。

“雪龙 2”号交付后，将加入我
国极地考察序列，开展船载科考设
备调试等工作。在今年下半年我国
开展的第 36 次南极考察任务中，

“雪龙 2”号将与“雪龙”号一起编
队，共同奔赴南极中山站。

据新华社电 针对长江中下游洞
庭湖及鄱阳湖部分水系发生超警以上
洪水、黄河上游和珠江流域西江发生
洪水，水利部11日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江西、湖南、广西等10个相关省区和社
会公众须注意防范。

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受近期强降雨影响，黄河上
游发生2次编号洪水，目前干流兰州段
流量超过警戒流量；珠江流域西江发
生 2019年第 1号洪水，目前洪峰正由
武宣江段向梧州江段演进；长江中下
游洞庭湖及鄱阳湖部分水系发生超警

以上洪水，预计 12日长江中游干流九
江至鄱阳湖湖口江段将超过警戒水
位，这将是今年汛期长江干流首次出
现超警戒水位。

水利部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青海、
甘肃、宁夏、内蒙古、广西、广东、江西、
湖南、安徽、江苏等相关省区和社会公
众须注意防范。

据了解，针对汛情，水利部 7月 10
日已将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提
升至Ⅲ级，在前期派出4个工作组的基
础上，已加派 3个工作组赴湖南、江西
指导防御工作。

去年全国资助
各类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近1亿人次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1日从教育部

在兰州举行的以“落实全教会、奋进迎
华诞”为主题的教育奋进之笔“1+1”新
闻发布采访活动上获悉，2018年全国资
助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近 1亿人次，
我国基本做到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
助尽助”。

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
学业，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
策。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赵建军说，多
年以来，我国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
的、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具
有中国特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经过
多年发展，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政府财政
投入为主，学校和社会资金为重要补充
的经费筹措渠道，构建了政府主导、学
校和社会广泛参与的学生资助投入格
局，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关心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

据教育部财务司介绍，2018年，教
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做好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
见》，第一次从制度上全面规范了各教
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
工作原则、工作依据和工作程序等，为
精准认定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实际工作
中，各学校通过系统比对、调查走访、大
数据分析、同学评议等多种手段，建立
完善认定机制，多措并举精准认定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

据新华社电 浙江首个提供“先离
场、后付费”便捷泊车的城市大脑停车
系统近日在杭州上线。目前，这个系统
已覆盖杭州所有区县市，接入26万余个
泊位，实现“一次绑定、全城通停”。

杭州市民可通过市民卡、支付宝
等 30余种途径，开通便捷泊车服务，绑
定后，就可在全市范围开放性的停车
区域享受“先离场、后付费”体验，即

“一次绑定全城通停”，避免了现在遇
到的“多个停车区域、多个系统、多次
注册”的困扰。

据了解，目前停车场库的所有数据
实现了与政府各部门的共享共通：与交
警共享，可让动态交通做出及时合理的

调整；与建委等部门共享，促进停车场
库建设合理布局；与城管部门共享，进
一步优化城市管理。

除了“先离场、后付费”功能，今后
城市大脑停车系统还将实现停车诱
导、反向寻车、车位预约、共享泊位等
特色停车应用场景，为车主们提供更
多便捷的服务。同时，也将结合商场等
各大公共停车区域，自主开展各类停
车优惠服务。

“下一步，杭州要建立线上线下一
体化城市的静态交通服务体系，将其打
造成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帮助
城市缓解停车难问题。”杭州市钱江新
城投资集团董事长朱云夫说。

据新华社电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取得成效。据初步统计，目前全国80%
以上行政村开展了清洁行动，11个省区
市通过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整省验收。

这是记者 11日从农业农村部举行
的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农业农村部社会事业促进司司长
李伟国在会上介绍，2018年以来，中央
农办、农业农村部积极发挥牵头抓总作
用，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印发一系列文
件、召开多次会议，对学习推广浙江“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村庄清
洁行动等进行专项部署。各有关部门协
同配合，安排70亿元中央财政资金实施
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奖补政策，中央
预算内投资 30亿元支持中西部省份整
县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并且对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的 19个县给予

激励支持。
李伟国说，针对一些村庄环境脏乱

差问题，2018年底中央农办、农业农村
部等18个部门联合印发《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半年来，先后
打响了春节战役、春季战役和夏季战
役。全国 80%以上的村庄已经开展了清
洁行动，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4000多
万吨、村沟村塘淤泥 3000多万吨，清除
村内残垣断壁400多万处。

李伟国表示，各地因地制宜、真抓
实干，广大农民群众积极行动、全面参
与。2018年全国完成农村改厕1000多万
户，农村改厕率超过一半。2019年上半
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农村生活垃圾处理
设施5万多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8
万多座，新开工农村户厕改造1000多万
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项重点任务正
在稳步推进。

7月11日，衡东县机关干部及爱心人士联合红十字会在霞流镇一处安置点搬
运救援物资。7月10日，洣水湖南衡东霞流镇段发生两处河堤决口，衡东县委县政
府及时在霞流镇设立多个安置点，对受到影响的洣河村、洋塘村、杨梓村、大村湾
村四个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 新华社 发

7月11日，“雪龙2”号停靠在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码头。新华社 发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成效

11个省区市通过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整省验收

先离场后付费

杭州上线“城市大脑”停车系统

洪水黄色预警发布
10省区须注意防范

水利部加派
工作组赶赴湖南
江西指导防御工作

京广铁路湖南部分区间
水位超警戒值实施临时封锁

我国首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交付

“雪龙2”号年底将首航南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