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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站侧花坛成垃圾堆
昨日，记者来到了城区中山一

路的中山一桥公交站，这里的花坛
被市民报料投诉，称被丢弃了大量
的杂物。

早上九点，上班早高峰刚过，记
者现场看到，公交站侧的 5个种植着
绿化树的花坛内，确实丢弃了大量的
垃圾。垃圾当中以各种饮料瓶、食品
塑料袋为主，还有用于烧烤的竹签。

“每天早上都会丢很多垃圾在花坛
里。”紧挨着公交站一个小区的保安
小吴告诉记者，这些垃圾大多是赶公
交车上班的人丢弃的，垃圾多时还会
吹到小区里面来，他们也经常帮忙清
理这些垃圾。

让小吴不解的是，公交站一旁就
设了垃圾桶，这些花坛最远的距离垃
圾桶也不过20米，但有人就是不愿意
多走这几步。

记者随后从负责清理该路段的
环卫工人处了解到，该路段每天早晚

都会清理两次，但无奈垃圾始终清不
完。为此整个路段不足 200米的距离
就设了3个垃圾桶，密度很高，虽然减
少了部分乱丢的垃圾，但早晚高峰时
候的垃圾仍比较多，目前只能有针对
性地加密对这些花坛的清理次数。

■城区多个路段花坛被堆垃圾
中山一桥公交站的情况是否个

别呢？记者随后走访了城区多个主要
干道，发现多个路段花坛被堆垃圾，
且多靠近公交站。

在城南立交桥公交站旁的一米
多高的花圃内，记者同样发现了大量
被遗弃的食品袋和废旧衣物。据附近
居民反映，隐秘的树丛内经常会见到
一些被丢弃的物品，虽然经常被清
理，但很快又会出现新的垃圾。有些
时候被丢弃物品会发出恶臭，严重污
染周边空气。

在东区紫马岭公园北门的公交
站对开路段，记者也在路旁发现了不

少的食品垃圾。此外，在康华路、勤学
路等路段，也都发现了花坛内被丢垃
圾的情况。

目前，市城管执法部门已介入
相关路段的调查，并将处理各路段

存在的垃圾问题。市城管执法部门
同时呼吁，在这些公交站附近都配
备了足够的垃圾桶，希望群众还是
能把垃圾送进垃圾桶，共同维护良
好的城市环境。

本报讯（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林
茹珠）昨日上午，完成白内障手术几周
的王阿婆到市人民医院眼科复查，现
在她的视力已经恢复到 0.5，看东西很
清楚了。据了解，这是该院目前为止完
成的最大年龄的白内障手术患者。今

年上半年，市人民医院眼科已经接诊
20多名90岁以上白内障患者。

102 岁高龄的王阿婆，近几年眼
睛一直看不清，生活诸多不便，在家
人的支持下来到市人民医院检查，被
诊断为左眼老年性白内障，要改善只

能通过手术治疗。在详细的全身及
眼部检查后，该院为其施行了白内
障超声乳化手术，手术用时 10 分钟
顺利完成。

王阿婆手术后第一天视力恢复
到 0.4，她说：“本以为年龄大了，眼睛

再也看不见了，没想到自己又能重见
光明。”

高龄老人得了白内障，有没有必
要冒着风险去做手术？该院眼科主任
李乃洋表示，只要眼底情况好，高龄的
老年患者完全有恢复视力的希望。

本报讯（记者 夏亮红 通讯员 刘
洪希 吴慧婷）8 月 19 日下午，东升镇
男子陈某驾驶物流车在港口镇阜港
路的路边停车睡觉时，被港口交警大
队民警截查，结果发现陈某所持驾驶
证竟然是假证。在询问过程中，陈某
承认了自己通过朋友介绍购买假证
的事实。

当天下午 16 时许，港口公安分局
交警大队民警在阜港路港口镇公平市
场对开路段开展路查路检工作。其间，
民警看到一辆粤T号牌物流货车违规
停在路边，影响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
序。民警走近后，发现当事司机正在车
里睡觉，于是将司机叫醒要求出示相关
证件。

当事男子陈某随即向民警出示了
准驾车型为 A1E 的驾驶证，但民警细
看后发现陈某出示的驾驶证颜色及字
体存在异样，当即通过警务通系统进

行核查比对，结果证实陈某曾申领准
驾车型为 A2E 的驾驶证，但目前已处
于注销状态。

在询问过程中，陈某对自己花钱购
买驾驶证的事实供认不讳。经查，陈某
系中山东升人，现年40岁。据陈某交代，
他曾申领准驾车型A1E驾驶证，后因连
续 3个周期没有按规定年审被注销，后
来也没去参加学习；所驾货车是自己
的，一直挂靠在小榄镇某物流公司从事
货物运输。驾驶证被注销后，因害怕无
证驾驶被交警查，于是经朋友介绍，今
年 3月份花 3500元在广西梧州购买了
A1E类驾驶证。

民警随后依法暂扣车辆，并将相关
案件移交港口公安分局大南派出所作
进一步调查处理。记者从港口交警大队
获悉，因陈某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
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依据《刑法》已
于8月20日被处刑事拘留。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刘
颖清）曾因寻衅滋事被判 10个月，几年
后又因此“二进宫”。8月21日，市中级法
院通报一起寻衅滋事案判决，湖北宣恩
县石某因在宵夜埋单时抚摸收银员脸
部而遭斥责并追打，后率人返回宵夜店
打砸。石某终审被判犯寻衅滋事罪，获
刑1年10个月。

2017年 3月 4日 22时许，石某在横
栏镇贴边村一砂锅粥店吃完宵夜后打
算埋单，他在支付餐费时抚摸收银员陈
某的脸部，后被店老板斥责并被店内人
员追打。为了报复，石某于次日凌晨2时
许，指使李某（均已判刑）等5人，手持长
刀、棒球棍等工具打砸粥店内桌椅、冰
箱、餐具等物滋事。

过程中，几人砍伤在粥店吃宵夜的
被害人周某左手后逃离现场。同年9月8
日，石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经鉴定，
周某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砂锅粥店内
受损物品均未能核价。法院查明，石某
并非首次犯案。2012年 8月 15日，他因
犯寻衅滋事罪被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
院判刑10个月，2013年刑满释放。

法院一审对石某判刑 1年 10个月，
石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今年4月23日，
市中级法院二审该案。石某在法庭上辩
称，被害人一方对引发案件存在过错，
被害人陈某和周某等人在纠纷发生后
对他实施追打，他与同伙是出于防卫目
的才砍伤被害人周某；此外，他在打砸
粥店前已向同伴明确表示不能伤害他
人，请求法院从轻处罚。

市中院审理认为，该案是石某抚摸
收银员脸部的行为而引发，被害人一方
虽然对他进行斥责和追打，但这并非刑
法意义上的过错。相反，石某事后结伙
报复打砸砂锅粥店，并导致被害人周某
受伤，显然并非出于防卫目的。即便他
曾明确表示不能伤害他人，但明知同伙
携带刀具、棒球棍等工具前往打砸粥店
和殴打他人时并没有阻止，足见他对

“持械殴打他人”持放任态度，石某作为
打砸团伙的组织者，应当对参与的全部
犯罪负责，包括对被害人周某受伤后果
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市中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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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圣元泰吉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1KPBQ7J

住所：中山市沙溪镇云汉村青云东路1号507房

法定代表人：石二俊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万元减至人民币0.41万元

联系人：石二俊 电话：13518405141

公 司 分 立
经甲方：中山佳维电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21162229A）于2019年8月19日经

股东决定，甲方：中山佳维电子有限公司拟分立为甲方：“中山佳维电子有限公司”和乙方：“中山艾菲科技有限

公司”，分立形式为续存分立，甲方续存，乙方新设。甲方分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续存公司全额承担。分立

前，甲方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00万元，分立后，甲方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乙方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万元。

本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将视为有关债权人放弃要求公司提前偿还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

特此公告

中山佳维电子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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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三乡雅居新城十期2区47-
48卡商铺1楼2楼共382平方米，
13802663843林生。

商铺出售

■中山新能源巴士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证正、副
本，证号：002720074、002753480，特此声明。
■中山市南头镇优必大五金机械配件厂（普通合
伙）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杨文龙遗失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证书
号：1864003006510421，特此声明。
■黄港君遗失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证书
号：1864003006510428，特此声明。

■中山市恒南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合同专用
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富丽华房地产物业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证号：61812660-9，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爱德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
专用章及法人：赵红锐的私章，各一枚，现声明作
废。
■中山市富丽华房地产物业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证号：442000618126609，现声明作
废。
■中山市三乡镇三乡市场思荣光鸡档遗失国税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粤国税字440981198307258635
号，现声明作废。
■中山市民众镇义仓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79461591-1，声明作
废。
■中山市小榄镇西区社区工会联合委员会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030019138301，现声明
作废。
■中山市晓雯音乐培训中心遗失民办学校办学许
可 证 正 本 及 办 学 批 文 ，证 号 ：教 民
144200070001021号，特此声明。

声 明
黄津容、周競良是位于中山市沙溪镇岐江公

路云汉路段4号4卡的房屋产权人，于2018年3月

1日与伍俊鸿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该房屋租给

其作为中山市沙溪镇星港湾茶餐厅（经营者姓名：

伍 俊 鸿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2000MA51H5FK20的经营场所。现声明解

除与伍俊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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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津容、周競良

解除租赁合同声明
谢向华：你所承租位于中山市东区博爱六路

大鳌溪商业楼第3栋811、813卡写字楼，因拖欠租

金水电费经多次催缴、沟通未果，特登报声明如

下：1、正式解除我方与阁下于2016年4月16日签

订的《租赁合同》；2、请于刊登声明之日起10日内，

向我方清偿所拖欠的租金管理费、水电费；3、请阁

下于刊登声明之日起10日内，缴清上述所欠费用

后按合同约定将租赁物内属阁下可搬迁、腾退的

物品搬离，并与我方办理书面移交确认手续。逾

期，视为阁下放弃放置在租赁物内可搬迁、腾退物

品的全部权利。特此声明！

邓志恒、胡国英、王泽明、崔国权

2019年8月20日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9226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3、9、6
“排列五”中奖号码：3、9、6、1、8
兑奖时间从2019年8月21日起至2019年10月21日止。

“超级大乐透”第19097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10、17、20、30、35、10、12
兑奖时间从2019年8月21日起至2019年10月21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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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26期开
奖结果如下:
基本号码：（04）、（09）、（16）、（23）、（30）、（36）
特别号码：（13）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226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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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26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13）、（鼠）、（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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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彩3D、“南粤风采”800万元大赠票：8月15日至
11月 30日，凡在省内（不含深圳市）福彩投注站购
买3D或“南粤风采”游戏指定投注方式，单张彩票
中奖金额小于1万元（含1万元）的，兑奖时立即赠
送12元的好彩1机选彩票1张，800万元赠票金额
送完即止。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中国福利彩票。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8月21日

物流公司专职司机
竟使用假驾照

当事男子因涉嫌买卖国家证件已被依法刑拘

“调戏”收银员被追打
男子伙同他人打砸店铺获刑

102岁老人成功完成白内障手术
成为在市人民医院完成白内障手术的最高龄患者

鲜花坛成“垃圾堆”
执法部门呼吁市民共同呵护城市卫生文明

文图/本报记者 梁东麒 实习生 黄诗婷

花坛原本是城市的美好面，却因为人们图一时方便，变成了抹

黑城市文明的污点。连日来，记者走访城区各主要路段，发现不少路

段的花坛长期被当做垃圾桶，堆砌了大量垃圾，严重影响市容市貌，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个别群众的不良习惯。

乱扔垃圾影响市容市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