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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健康公益讲座健康公益讲座

外耳道进异物的危险
耳朵进入异物，会对人体造成

各种伤害。如何对进入异物后的
耳朵进行有效的处理，请参加本期
由刘秀玲医生主讲的《外耳道异
物》讲座。
主讲人：耳鼻喉科 刘秀玲
时 间：2020年1月17日

上午 9：00~11：00
地 点：二号楼1楼大堂健康教育学校
提 示：听健康讲座 送健康检查

▲ 张 婷 丽 （ 身 份 证 ：
445381198509050463）与麦展
健 （ 身 份 证 ：
440107198603110013）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在佛山市存量
房预签约系统中进行房屋网
签，该房产位于：佛山市南海
区大沥镇岭南路 83 号保利
公馆 3 栋 1 梯 2704，房产证：
0200669754.此次网签是不以
买卖为目的进行的， 故现将
该合同 （Y201703290108）进
行撤销，特此公告！

▲佛山市神旺科技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605MA4WCKDL8P） 经
股东会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
本， 拟由原注册资本 800 万
元人民币减少至 10 万元人
民币。 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天内，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
告。 联系人：王子豪，联系电
话：18775154398， 联系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崇南涌
口村伟业综合楼四层 4033
号铺位

佛山市神旺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 1 月 15 日

公告类

专业生产环保袋
www.gdwfdb.com，13528920910
厂电 QQ：907752335，质优、价
平、起货快

环 保 袋

遗失声明

减资公告

公 告

▲本人黄密芬遗失和丰置业
（佛山） 房地产有限公司收
据两张： 和丰明苑 2 区 468
汽车位款， 金额 100000 元，
收据编号：20150189； 和丰明
苑 2 区 528 号汽车位款，金
额 120000 元 ， 收 据 编 号 ：
20150190，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烟南
村民委员会遗失南海区九江
镇集体组织收据 （电子）第
二联共 3 份 ， 收 据代 码 ：
D440605121214， 号 码 ：
0011789、0010880、0012273，
现声明作废。
▲梁成灿 （佛山市公安局南
海分局） 遗失人民警察证，
号码 186043，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泰坤门业有限公司

（法人：陈东荣）遗失发票专

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烟南
村民委员会遗失南海区九江
镇村（居）集体组织收据第
二 联 共 33 份 ， 号 码 ：
1709901-1709933， 现声明作
废。

小贩占道经营
城管快速处置

珠江时报讯（记者/周钊泷 通

讯员/袁炽濠）近日，西樵镇智慧城

市管理指挥（应急）中心（下称“数

字中心”）接到市民投诉称，氹仔市

场附近有商贩占用公共区域违规

摆卖，阻碍交通，希望相关部门跟

进处理。

数字中心接报后立即将案件信

息反映至辖区中队，中队执法人员

立即前往现场核查情况，发现该处

确有小贩占用斑马线摆卖经营导致

交通阻塞，影响周边居民正常出

行。执法人员现场责令当事人停止

占道摆卖行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数字中心提醒，占道经营、乱

摆乱卖的无照经营行为违反了《无

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一经发现

将由相关部门依照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若法律、行

政法规对无照经营的处罚没有明

确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为有效遏制氹仔市场周

边无照经营乱象，西樵城市管理局

将加强对该路段的巡查，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同时，若市民发现无证

无照经营行为或其他违反城市管

理条例的行为，可拨打数字城管热

线12319进行投诉反映。

珠江时报讯（记者/黎小燕

通讯员/卢浩帆）春节期间历来

是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旺

季，也是烟花爆竹领域安全事故

高发期。为切实做好重点时段

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

制事故发生，近日，南海区危险

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联

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开展烟花爆

竹打非治违联合执法检查，暂未

发现非法经营烟花爆竹行为。

当日上午，由南海公安分

局、南海生态环境分局、区应急

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交通

运输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检查

组前往桂城街道东二社区内的

新村农贸市场检查，重点检查

商户持证、亮证经营情况，以及

是否存在非法经营、储存烟花

爆竹行为。“你们这里有没有售

卖烟花爆竹？平时有无收到相

关宣传单张？”检查组每检查一

家商户都仔细提问，并提醒商

户要守法经营，南海区禁止售

卖和燃放烟花爆竹，不要为了

蝇头小利忽略安全，特别是售

卖香烛纸钱的商户，更要注意

防火安全。

经全面的排查，暂未发现

检查区域内存在烟花爆竹经

营、运输、燃放等行为。接下

来，区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

安全监管联席会议办公室将继

续督促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加

强对重点时段烟花爆竹违法行

为打击力度，并对有关违法行

为依法从严从重惩处，全力确

保重点时段安全稳定。

据悉，根据《佛山市公安局

关于禁止和限制燃放烟花爆竹

的通告》要求，南海区全辖区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据介绍，全

区总体情况良好，但仍存在零

星、分散的销售和燃放烟花爆

竹违法行为，其原因在于部分

市民没有完全根除陋习。有关

部门呼吁广大市民弃陋习、树

新风，做不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的践行者、宣传者和监督者，为

营造全区安全和谐的环境贡献

力量。

南海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违联合执法检查

暂未发现非法经营烟花爆竹行为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右

通讯员/何俊杰 摄影报道）

2020年1月14日，狮山镇查

治部门联合该镇城管、国土、公

安、消防及当地村（居）委会等多

部门共出动110多人次，对狮

山镇小塘社会管理处内的3宗

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合计拆除

违建面积约2500平方米。

昨日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

位于狮山镇小塘社会管理处唐

边村唐边工业园内的一违法搭

建厂房处。现场，只见警戒组在

厂房周边拉开警戒线，工程人员

开动多台专业拆除机械和切割

装备进入厂房内实施拆除。

“此处违建拆除面积约

1500平方米，2019年被列为

南海区卫星图斑两违案件。”狮

山镇小塘查治办常务副主任郑

国辉介绍，对该违建，前期狮山

镇小塘查治办已约谈相关业主

及发放整改通知书，并多次到现

场 催 促 其 尽 快 进 行 整 改 。

2020年1月8日，狮山镇召开

2020年第一次督查未完成整

治两违任务工作会议（下称“两

违督查会议”），狮山镇副镇长麦

永维会后来到现场督促业主整

改，但业主一直没有整改迹象。

为此，狮山镇小塘查治办按照两

违督查会议的要求对其实施拆

除。

当日下午，狮山镇小塘查治

办还拆除了位于狮山镇小塘社

会管理处小塘社区北江干流边

的2宗餐饮企业（农庄）违建。

前期，狮山镇小塘查治办已约谈

相关业主并发放整改通知书。

经过多次政策解释工作后，业主

也已认识到违建的危害和不良

后果，承诺自拆违建，但自拆进

度缓慢，未能按期完成。据悉，

两家餐饮企业合计拆除面积约

1000平方米，在有序指挥和执

法人员专业警戒下，拆除行动顺

利完成。

“自拆违建可以最大限度地

降低违建业主的拆违成本。”郑

国辉提醒，逾期未实行自拆而最

终由执法部门实施拆除的，违建

业主将被追缴拆除费用，并被列

入诚信黑名单，其日后贷款、出

行等都将受到影响。“希望违建

业主提高思想觉悟，自觉实施自

拆。”

经过全天奋战，3宗违建被

顺利拆除。下阶段，狮山镇小塘

查治办将继续加大力度整治“两

违”行为，加强对“两违”行为的

日常巡查与监督，严格落实南海

区“两违”整治精神，对“两违”行

为绝不姑息。

狮山镇小塘查治办联合多部门拆除小塘违建厂房1宗、餐饮企业违建2宗

多部门铁腕整治 拆违2500平方米

▶执法人员拆除唐边工业园

的违建厂房。

珠江时报讯（记者/孙茜 通

讯员/潘健君）1月14日，狮山

镇召开党委工作会议，提出

2020年要坚持党建引领，围绕

“四个攻坚”，把狮山建成大湾

区先进制造业高地和高质量发

展标杆。

会上，狮山镇党委书记林

健作《不负重托 攻坚克难 努

力开创狮山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镇委工作报告。2019年，

狮山镇委围绕“一个引领、三个

示范”，新引进腾讯工业互联网

粤港澳大湾区基地等24个超

亿元项目，博爱新城、佛山西站

枢纽新城、南海大学城“三城”

规划蓝图初现，区镇乡村振兴

示范村活力迸发，连续三年居

全国千强镇第二名。

南海区委对狮山未来发展

寄予厚望，要求狮山打造制造

业创新核心区，成为大湾区先

进制造业高地，为全区高质量

发展扛起大旗。2020年狮山

镇工作总体要求是，坚持党建

引领，围绕“四个攻坚”，为把狮

山建设成为大湾区先进制造业

高地和高质量发展标杆而努力

奋斗。

林健提出，要坚持党建引

领，凝聚干事创业合力。第一

个“攻坚”是攻坚深化改革，再

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第二个

“攻坚”是攻坚村级工业园改

造，凝聚高质量发展动能。“要

把清拆工作作为今年村级工业

园改造的首要任务，确保完成

区下达的7000亩拆除任务，争

取完成1万亩。”林健要求。

第三个“攻坚”即攻坚乡村

振兴，打造城乡融合发展典

范。要落实区“一轴一核两带”

的空间规划，抢抓机遇融入佛

山中心城区，加快建设博爱路

西延线，尽快启动狮山有轨电

车和慢行系统建设。

第四个“攻坚”即攻坚改善

民生，筑牢社会安全稳定底

线。要落实南海全国乡村治理

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加快推进

交通路网、学校、体育中心和区

人民医院新院区等重点配套建

设，让80多万狮山人民共享发

展成果。

会上，狮山镇镇长黄伟明

作狮山镇经济形势分析报告。

2019年狮山镇预计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1129.25亿元，预计

实现社会工业总产值3840.4
亿元；预计实现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 3657.3亿元，同比增

长6.53%，占全区54.13%。

狮山镇党委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建设大湾区先进制造业高地和高质量发展标杆

“四个攻坚”打造制造业创新核心区
桂城三山
拆除三处违建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麦玮

炘通讯员苏国邦）1月14日上午，

桂城街道查治办联合国土、城市管

理等相关职能部门，对三山中区社

区长江两侧的3处“两违”用地开展

三清三拆整治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据悉，三山长江路目前正在进

行扩建路面工程的施工，但在福誉

广场路段有三处违法用地，被长期

用于非法搭建建筑物、种植植物等，

不仅严重影响三山长江路扩建工程

进度，还对周边居民生活环境造成

一定影响。

上午9时，行动工作组在现场

拉起隔离警戒线，3辆大型破拆机

械及拖挂车、施工货车、泥头车等陆

续进场。执法警戒组在现场做好维

稳工作，拆除组利用专业器械进行

拆除，行动有序开展。

10时30分左右，约500平方

米“两违”用地全部被依法强制拆

除，清走“拦路石”后，将进一步加快

长江路工程进度。对于本次行动，

村民表示理解。

连日来，桂城街道查治“两违”专

项工作组保持高压治违态势，铁腕拆

除多处违法建筑，进一步推进“三清

三拆 三整治”行动，配合乡村振兴工

作部署。桂城街道查治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接下来查治办将继续加大宣

传、巡查和整治力度，做到有报必查、

有报必核、迅速行动，敢于担当、敢于

碰硬，坚决刹住违建之风，切实形成

查违拆违的强大震慑力。

■昨日，狮山镇党委工作会议召开。 珠江时报记者/刘贝娜 摄

■执法人员检

查商家是否有

非法销售烟花

爆竹行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