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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文物藏品丰富多样
彰显地方文化丰厚底蕴
典藏文物，浓缩历史。以政府建管为主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的文物馆藏业在广东中山大放异彩。目前，中山有政府建管的博物
馆（分馆）8 个，社会力量兴办的博物馆及收藏、陈列场所 10 多个。
丰富多样的历史文物及藏品，彰显文明中山的文化底蕴。

物馆被广东省侨务办、广东省文化厅、
广东省旅游局选定为全省首批
“中华文
化传承基地”
。
中山·中国收音机博物馆
已收藏各时期各类收音机近2000台，
其
中具代表性的收音机有熊猫牌1501、
牡
丹911、
红灯711－2等。

本报记者 魏礼军

■挖掘地方文化与特色产业
也是中山博物馆藏的一大亮点

■中山博物馆是馆藏文化
的主力军

陶圈足盘、
彩陶碗等是珠江三角洲地区
小榄民俗博物馆是一所展示民
较有代表性的彩陶器，
为研究珠江三角
俗物品、民俗风情的博物馆，于 2006
洲地区古代文化面貌提供了宝贵的实
年 10 月 1 日正式开馆。该民俗博物馆
物资料。馆藏文物以地方出土文物为
现有馆藏物品 490 件，代表展品有龙
主，
主要有陶器、
瓷器、
铜器、
名人字画、 骨水车、风柜、石臼、茧箔、饼印、织布
华侨历史文物等几大类。
机、磁石电话机等。馆内展品造型古
几个分馆也很有特色。
香山商业文
朴、淳厚实用，荟萃知识性和历史感
化博物馆是我国首家商业文化专题博
于一体，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往昔
物馆，
该馆于2006年1月17日建成并正
代代相沿、辈辈相传的小榄地方特色
式对外开放，是一座融参观、休闲、旅
的 民 俗 实 物 。广 东 龙 泉 博 物 馆 作 为
游、
纪念为一体的全方位现代化的专题 “广东省十大民间收藏馆”之一，多年
博物馆。2007 年 12 月香山商业文化博
来致力于古灯具收藏，其馆藏和当地

该馆成立于 1984 年 9 月 28 日，是
中山市一所地方综合性博物馆。
现设有
4个分馆，
即中山美术馆、
香山商业文化
博物馆、
中山·中国收音机博物馆、
中山
漫画馆。
中山博物馆成立后，开展了对
中山境内的文物普查、
征集和发掘等工
作，先后发现了龙穴遗址、白水井遗址
等一批新石器时期、
商周、
战国、
汉代的
文化遗存和遗物点，出土了一批彩陶
器、
夹沙陶器、
石器等珍贵文物，
其中彩

第 26 届北京国际图书
博览会开幕

聚焦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
据新华社电 第 26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暨第 17 届北京国际图书节 21 日在京开幕，吸引
95 个海外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 30 个，罗马尼亚担任主宾国；海内外参展
商达 2600 余家，展示中外精品图书 30 多万种。
本届图博会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科学技术
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作家协
会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承办。展
览总面积达 10.68 万平方米，再创历史新高。其
中，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精品出版物展”通过精品图书展、进出口精品
出版物展、精品期刊展、新中国图书版本展四大
板块，
营造庆祝祖国华诞的浓厚气氛。
与本届图博会同期同地举办的第 17 届北京
国际图书节设置 70 周年出版成果展、实体书店
街主题展区、世界园艺自然主题展区、
“ 一带一
路”出版物国际展区、传统文化体验展区等十余
个主题展区，并将开展名家大讲堂、
“百家千场”
系列阅读活动、
“云畅读”主题活动、图书节进社
区等主题活动，
让读者感受阅读之美。

灯饰产业密切结合、相辅相成。其巨
龙分馆设在三乡镇巨龙古玩城，馆内
展出了上百件从中国上古到民国时
期的民间陶瓷精品。以红木产业为依
托，中山大涌镇在红博城建立“千年
走一回”博物馆群；以灯饰产业为依
托，古镇镇在灯饰大厦建立古镇灯文
化博物馆。位于中山市金沙新城汇展
中心的蝴蝶博物馆，则是中国目前最
大的蝴蝶、昆虫展览馆。近期，中山市
又有存储历史博物馆、板芙水乡博物
馆、黄圃镇私人“家庭军事博物馆”建
成开放。

版画制作体验也让大家在绘制和复印
中感受版画艺术的魅力。
与此同时，多
个展览也分别在美术馆、博物馆举行，
“红色经典——古元艺术精品巡回展”
展示了 60 多幅古元版画精品，让观众
领略古元不倦发掘生活之美的艺术精
神。中山市美术馆每年举办临时展览
20 多个，观展人数近 10 万，今年 5 月
份举办的“创承与创新——张少华书
画作品展”
，带给观众诗书画合璧的作
品 100 幅。
今年春节期间，香山商业文化博
物馆里人头攒动，不少市民利用假期
到博物馆
“充电”
，通过回答《孙中山与
粤港澳》
答题互动活动领取春节福袋。
■用活馆藏文物，
让市民感
据统计，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头两天
受文博生活
已接待市民 10200 人次。市博物馆人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当
气更旺，该馆举办的《坭豚瓦趣——中
天，中山市博物馆开展了
“动手捕捉声
国陶谷·石湾贺年生肖陶艺大赛巡回
音——收音机制作体验活动”，15 组
展》，初一初二两天共接待了 26148 人
亲子家庭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动手
制作一台专属的收音机。而在 19 日， 次市民与游客。

中山摄影师大理办展
讲述“光阴十年”

天才钢琴家黄家正做客中山用钢琴讲述如戏人生

“我们终会与自己重逢”
》
》
》用音乐指导人生

2009 年，一部来自香港
的纪录片《KJ 音乐人生》横
扫第 46 届台湾金马奖，摘得
最佳剪辑、最佳音效以及最佳
纪录片三项大奖。这部由香港
本土导演拍摄的纪录片，横跨
六年时间，用镜头连接了 11
岁的香港音乐神童黄家正与
17 岁的孤傲青年黄家正，为
观众呈现了一段跨越时空的
对话。8 月 20 日，由中山市文
化艺术中心与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联
合主办，特别邀请《KJ 音乐
人生》主角、香港著名青年钢
琴家黄家正举办《人生如戏》
钢琴音乐会。音乐会打破钢琴
独奏会的传统模式，以“启航、
迷失、重聚”三个阶段，通过古
典音乐，带领观众品味人生中
的五味杂陈、悲欢离合，同时
分享其音乐历程和人生感悟。
演出前，黄家正接受了本报专
访，畅谈纪录片后他的
故事。

记忆里的黄家正，
尚停留在2009年
由导演张经纬拍摄的电影《音乐人生》
里：
戴着
“天才”
帽子，
桀骜不羁、充满争
议。
“我其实很少提到我的这个纪录片。
”
黄家正对我说。
坐在我面前的他，
目光谦
和，
神态笃定。
在那个片子拍摄完之后，
黄家正负笈美国，
直到2013年才回到香
港。
“纪录片是我过去的人生的记录，
代
表过去，
其实我是一个向前看的人。
”
弹钢琴是为了什么？11 岁的黄家
正一直思考的这个问题，
17 岁时他终于
有了答案。
“不是要演出一场赚几百万，
而是要坚持我读音乐的原因：
用音乐指
引我人生，
做有意义的人。
”

黄家正在演奏。

黄家正也曾经失落迷茫过，然而
时光流逝，在经历过人生的追问之后，
黄家正走出了迷茫，与世界和解，与自
我“重逢”，他不再问音乐是为了什么，
“音乐就是音乐本身，我拥有音乐很快
乐，每天早晨弹着柔和的曲子醒神，我
是幸福的。用音乐和全世界其他人交
流，我也是幸福的，所以这就是音乐的
意义。
”
黄家正说音乐是不会骗人的。
演奏
音乐时就仿似一面镜子，
反映着演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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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注[2019]-7 号

证 2019-17 号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批准，因终止
现予以公告：

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榄中心支行
机构编码：B0149S344200147
许可证流水号：00361887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批准，换发《中
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紫马岭分理处
机构编码：B0149U344200023
许可证流水号：00367717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3 年 06 月 07 日

现实生活中，学音乐的人不计其
数，但学音乐是为了什么？或许是觉得
音乐好玩。好玩就想去弹好，弹好了就
要去比赛，赢了这次，还要赢下一次更
大的比赛。
又或许是家人的提倡和社会
的影响，当学有所成之时，颐养精神的
音乐才华成为了炫技的资本，
迎来的是
众人的赞叹，
得到的是虚荣心的满足。
黄家正不为这些，他热爱音乐，音
乐是他表达自己的方式，音乐更是他
看世界、看人生的桥梁。他从音乐中体
会到世界人生的种种魅力，这不都是
美好的，但这是丰富的、迷人的，让他
充实，
给他快乐。

》
》
》走出迷茫与自我“重逢”

文/本报记者 冷启迪
图/本报记者 孙俊军

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批准注销日期：2019 年 7 月 22 日。

本报讯（记者 李玮玮）8 月 17－18 日，2019
第八届大理国际影会 17 日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
治州大理市大理古城举行，其中，来自中山的摄
影师于涛在大理国际影会展出自己的系列作品，
分别为《光阴·十年》达盖尔银板印相&《珠江》影
展，这也是他花费十年创作的达盖尔银版摄影作
品首次对外展出。
银版摄影的材质传统上为镀银铜板，而于涛
的特别之处在于使用纯银板来制作照片，制作一
副银版摄影作品要两三天时间，仅一块银板本身
的价值就高达数千元，造价不菲。
于涛介绍，他从 2009 年开始用银版摄影法
创作，
“ 十年过去，我们所处的时代、信息与观念
都在急剧变化，今天的郑重其事，明天就会无足
轻重，摄影也是这样。”他谈道，如今摄影的门槛
和成本越来越低，沉浸于数码时代的年轻人很少
会将照片打印出来，遗失了数码产品，也许会永
远失去那些宝贵的影像。
“在时光的长河里，
‘ 照片’是能够证明我们
存活过的证据，在特殊的时刻与气氛下，我们的
感动与情绪都凝结于其中。”于涛说，希望用这种
缓慢、复杂、昂贵的工艺与仪式，让每张照片都是
唯一，
不让时光碎片被随意丢弃。
于涛的第二个主题展览为《珠江》。
他从 2011
年 5 月份开始，历时 3 年，从珠江入海口溯河而
上，经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个省，直到云南曲
靖市马雄山珠江源头，在每个城市记录下珠江的
模样。

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3 年 06 月 07 日

的内心。
这些年黄家正做了许多主题音
乐会，
每一场演出都蕴藏着他内心的想
法。黄家正的演奏独特之处，就是让观
众听一场演奏会，
不纯粹在演奏厅内欣
赏经典曲目，
而是透过音乐与演奏者交
流。本次音乐会，这位钢琴天才特别挑
选了《给阿丽娜》
《魔鬼的阶梯》
《镜中
镜》
《C 小调帕萨卡利卡》等曲目，它们
代表的正是他眼中人生的
“启航、迷失、
重聚”三个阶段，
“到最后，我们终会与
自己重逢。
”
黄家正表示。

中山市瑞保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业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处置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中山市瑞保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处置建设项目
（一期工程）
建设单位：
中山市瑞保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中山市神湾镇外沙村
项目具体建设内容可见本项目征求意见稿。
2、征求意见稿网络连接：
https://pan.baidu.com/s/1KpuaBp0prj5OBIiRz5lPeg 提取码: j3d8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项目周围的居民，任何关心本项目建设的专家、学者、
政府职员、普通群。

遗失声明
兹有黄带娣住宅工程遗失建设工程规划
许 可 证 正 本 及 附 件 ，编 号 ：
081212016110006，土 地 证 号: 中 府 集 用
（2012）第 3300184 号，建设位置：中山市坦洲
镇同胜村拾围，建设规模：42.40 平方米，特此
声明注销此证。
2019 年 8 月 22 日

迁坟通告

因公共利益需要，现对槎桥土名“娘奶坳”高压线以南“猪山、杉林山”一带
土地实行征收，
需要对所有坟墓、地上物进行迁移。根据市政府《中山市殡葬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请上述范围内的所有坟主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前携带身份
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到所属东区槎桥经联社登记，并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前
由坟主自行搬迁完毕（不允许就地或在周边土地再作深埋处理）。逾期不迁的，
作无主坟处理，
由该项目施工单位负责全面清理坟岗工作。
特此通告。
登记地址：
槎桥经联社
登记联系人：
唐华亮，
电话：
88922193
中山市土地储备中心
2019 年 8 月 20 日

资产租赁项目公告
买卖资产就上中山产权交易网！

一、受委托，
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挂牌出租：
中山市港口镇下南公平原砖二厂用地，出租面积：88.567 亩；用途：农业用地，交易底价：107000 元/
年；
租赁期限为 15 年，
租金每三年递增 10%。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境内依法注册、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境内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可参与受让本项目标的。
三、公告起止日：
2019 年 8 月 22 日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
四、请有意向的投资者登录中山产权交易网：
http://www.zhshcq.com/了解该项目的详细内容和下
载相关表格。联系人：
黄先生，
电话：
0760-88226231。
中山市港口镇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中山市港口镇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
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2 日

住所：中山市小榄镇升平西路 133 号之一、二卡

住所：中山市东区中山五路 48 号英联时代广场 101 卡之二

邮政编码：528415

邮政编码：528400

电话：0760-22258151

电话：0760-8831449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

山市瑞保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包先生；联系电话：0760-88202895；邮箱：

发证日期：2013 年 06 月 15 日

发证日期：2019 年 08 月 15 日

djq7487@126.com）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

关于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关于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关于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关于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注[2019]-9 号

注[2019]-11 号

注[2019]-10 号

注[2019]-8 号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批准，因终止

4、公 参 意 见 表 请 在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下载。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批准，因终止

5、公众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中

6、公参期提出意见起止时间为信息公示起 10 个工作日。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批准，因终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批准，因终止

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批准注销日期：
2019 年 7 月 22 日。

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批准注销日期：
2019 年 7 月 22 日。

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批准注销日期：
2019 年 7 月 22 日。

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批准注销日期：
2019 年 7 月 22 日。

现予以公告：

现予以公告：

现予以公告：

现予以公告：

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沙阜城支行

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乡泰兴分理处

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区西郊商场分理处

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榄埒东支行

机构编码：
B0149S344200095

机构编码：
B0149U344200005

机构编码：
B0149U344200051

机构编码：
B0149S344200134

许可证流水号：
00367583

许可证流水号：
00361917

许可证流水号：
00367416

许可证流水号：
0036187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

所列的为准。

所列的为准。

所列的为准。

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
2013 年 06 月 07 日

批准成立日期：
2013 年 06 月 07 日

批准成立日期：
2013 年 06 月 07 日

批准成立日期：
2013 年 06 月 07 日

住所：
中山市阜沙镇阜建路 1 号天盛花园 23 幢 77-80 卡

住所：
中山市三乡镇泰兴楼 1 幢 1 座 9、10、11 卡

住所：
中山市西区岐沙路 289 号 3-5 卡

住所：
中山市小榄镇东宝北路 95 号

邮政编码：
528434

邮政编码：
528463

邮政编码：
528401

邮政编码：
528415

电话：
0760-23407282

电话：
0760-23387328

电话：
0760-88612849

电话：
0760-22245084

发证机关：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

发证机关：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

发证机关：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

发证机关：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山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
2015 年 12 月 25 日

发证日期：
2013 年 06 月 15 日

发证日期：
2013 年 06 月 15 日

发证日期：
2013 年 06 月 14 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