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水泥地板漆
绿涤环境公司提供
适用于厂房、球场、汽修厂。 特
性：防尘、油污、静电。 联系电
话：13326718383

护 理 仪
卧床大小便护理仪
自动感应收集， 自动清洗烘
干。 梅林生物 :13709601548 崔

防水专家不漏收款
天面外墙卫生间 13929175558

防 水 补 漏

▲佛山市浩瀚商务资讯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4733128917M）， 经 股
东会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
本， 拟由原注册资本壹仟万
元人民币减少至壹佰万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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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联系人：吴芳，联
系电话：18933814325，
联系地址： 佛山市禅城区同
济西路 12 号永丰大厦 A 座
24 层自编之二。

佛山市浩瀚商务资讯有
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14 日

减资公告

▲2020年 1 月 27 日， 在广东
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
里官路一环桥底发现一具尸
体。 死者男性， 尸长 163 厘
米，发长 4 厘米，年龄 40 岁
左右。 死者上身由外至内着
一件黑色棉服， 一件黑色长
袖 T 恤衫， 下身由外至内着
一条灰色休闲裤， 一条深蓝
色内裤， 足着一双深蓝色布
鞋。 知情者请与佛山市公安
局南海分局刑侦大队联系
（联系电话：0757-86332391）

2020 年 2 月 14 日

寻死者家属

▲梁国遗失公安交通管理行
政强制措施凭证一份，号码：
4406153003373721，现声明作
废。

▲谭泳娴遗失佛山市南海区
桂城街道保障性住房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填开的 《广东
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
算票据》第二联 1 份，票据号
码：AZ13845298， 现声明作
废。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人民
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遗失财
务专用章两枚 （印章编码：
4406059990986、
4406059990987）， 现声明作
废。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白沙
桥村第六股份合作经济社的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正副本不
慎遗失，证号为 69646849-5，
现声明作废。

昨晚，狮山城市管理局罗村

城管中队联合狮山镇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罗村餐饮店进行整治，对

违反《佛山市南海区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公

告（第7号）》（下称《公告》）文件精

神的3家餐饮店进行查封。

随着抗疫工作的深入开展，

复工复产进程的逐步推进，罗村

城管中队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个别

餐饮店不顾《公告》规定，仍顶风

作案。对此，昨晚6时许，罗村城

管中队中队长关伟军带队，联合

狮山镇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餐

饮店进行整治。

检查组重点对中南市场周

边、中心城区等路段20多家餐饮

店进行检查，发现2家餐饮店存在

违规为客人提供堂食。检查组立

即劝离堂食的市民，即刻给涉事

店铺张贴封条，并对其下发停业

整改通知书。此外，检查组还对

北湖一路一处违规占道的大排档

进行查封，并取缔了佛山大道旁

一处流动乱摆卖摊档。

这是罗村城管中队20天来

奋力战“疫”的缩影。

部门合力整治黑点
2月11日起，根据狮山镇罗

村社会管理处防疫要求，罗村城

管中队派出党员在中心城区夜间

10时至次日上午8时设岗，检查

进出人员及车辆。其中，南海区环

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狮山分局罗

村工作办公室党支部（下称“罗村

城管中队党支部”）书记白涛强身

先士卒，带头报名值守第一班岗，

其他党员纷纷响应，分成7班参加

中心城区夜间疫情防控值守工作。

同时，1月 30日至 2月 12
日，为严厉打击野生动物贩卖行

为，该中队联合工商、市监等部门

开展农贸市场和餐饮店的反复督

查工作，要求商户严格执行相关防

控规定。此外，1月27日至2月1
日，该中队协助交警、医院等部门

开展联合行动，分四班轮岗24小
时不间断在高速路口设卡查车，

测量过往车辆司乘人员的体温。

2月1日，该中队协同狮山城

市管理局、罗村农办等部门开展

沙口水闸黑点整治行动，共出动

50人次，暂扣小汽车等贩卖工具

共3辆，暂扣了家畜一批并送往肉

联厂进行无害化销毁。在日常工

作中，该中队安排专人加强对主

次干道、农贸市场及周边道路、乱

摆卖黑点等重点区域的巡查，及

时制止乱摆卖等违法违规行为。

据统计，1月24日至2月13
日，该中队共出动执法人员620
人次，210车次，清理活禽乱摆

卖、占道经营160宗，劝离活禽乱

摆卖、占道经营295宗。

筑牢社区“防疫墙”
除开展好日常工作外，罗村

城管中队党支部还成立以党员和

积极分子为队员的共27人的先

锋队，分别对狮山镇招大社区、党

建联盟成员狮山镇罗湖社区进行

援助，筑牢社区疫情防控墙。

战“疫”初期，该中队巡查发

现小部分市民防疫意识淡薄，出

门不戴口罩。于是，党员志愿者

走上街头以送口罩、派传单、播放

大喇叭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疫宣

传，提升群众防疫意识。1月31
日至2月7日，该中队共出动党员

志愿者135人次，派发口罩300
多个，派发《新时代南海家书——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特辑》等宣

传资料1500多份。为规范管理，

该中队还为狮山镇罗湖社区小区

的8个检查点增设了34个水马。

随着复工复产的逐步推进，

该中队驻点狮山镇联星社区的直

联团队防疫压力骤增。为此，该中

队除捐助200个口罩以解燃眉之

急外，另增派6名党员及9名特勤

协助开展驻点工作。主要工作包括

协助联星社区各检查点开展工作、

劝退走亲访友的村民、对复工复产

企业的软件和硬件进行核查等。

截至目前，该中队累计劝退

探亲访友1058人。该中队还协

助张贴防疫宣传画38000张，悬

挂横幅420条，派发宣传单张等

16727张，发送防疫宣传短信

6818条等。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

名干部就是一座灯塔，一个支部

就是一个堡垒。在战“疫”中，罗

村城管中队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和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妥善有序

推进各项工作。

文/珠江时报记者马一右

通讯员/舒彩新

他们既是家人亦是抗疫战友
南海党员民警耿庆环一家三口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抗击疫情

2月12日上午11时许，下起

了毛毛细雨，南海公安分局黄岐

派出所巡警中队中队长耿庆环照

例来到广佛路联合检疫检查点，

带领该所新成立的女子抗疫先锋

队队员开展检查工作。

在此次抗疫阻击战中，耿庆

环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从大年初二起，全身心投入到

工作中。他的护士妻子，以及辅

警女儿，也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

抗击疫情。一家三口一条心，舍

小家为大家。

“我们当不了英雄，但也绝不

当逃兵。”耿庆环说。这句话虽不

是豪言壮语，却质朴而坚定地表

达了一名党员、一名退役军人的

铮铮誓言。

耿庆环是黄岐派出所的党员

民警代表之一。自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黄岐派出所坚持发展“枫

桥经验”，通过建立女子抗疫先锋

队、加强协作推动联防联控等举

措，举全所之力打好疫情防控阻

击战。

2小时投用
一群人合力建起检查点

“每天24小时，除了睡觉、吃

饭，就是干活。”当问及耿庆环的

抗疫日记时，他是这样说的。

因为毗邻广州，黄岐是许多

广佛追梦人的安居之地。正因人

口流动性大，新冠肺炎发生后，为

守好这一佛山“东大门”，耿庆环

和他的队员们始终冲在前线、守

在一线，神经时刻紧绷，丝毫不敢

松懈。

作为巡警中队中队长，除日

常检查工作外，耿庆环还要确保

黄岐辖区内5个联合检疫检查站

的正常运转，包括各检查点的设

置及人力、物资的调配。最快的

时候，耿庆环仅用2个小时，就通

过协调各方力量，让一个检查站

运作起来。

原来，根据指令，除在广佛高

速泌冲出口、广佛路等4个现有的

护城河执勤点设检查点外，黄岐

派出所还需在乡府路设置一个临

时检查点。“当日上午10点左右

接到通知，中午12点就要有人上

岗。”耿庆环说，缺乏物资，各检查

点匀一匀就有了，但因所有警力

都已派出，要在短时间内调配人

手，是最难的。

接到指令后，耿庆环立即与

黄岐社区民警中队副指导员冯岸

凛到黄岐社区居委，与社区、城管

等单位开协调会。最终，各单位分

别派出1名城管工作人员、1名医

护人员、2名社区党员志愿者和2
名休班民警到乡府路检查点执勤。

短短2小时内，耿庆环是如

何找到两位休班民警补位的？耿

庆环说：“我和冯岸凛2人先站第

一班岗，然后我再去调配轮岗的

警辅人员。”

群雁高飞头雁领。在耿庆环

看来，领导以身作则起好步，民警

们自然跟得紧，“我们所的党员民

警、军转警民警占大多数，纪律意

识非常强，只要带好头，其他人就

会毫无怨言地跟上。”

自年初六起，黄岐辖区内各

检查点逐渐迎来返程人流小高

峰，检查点执勤人员压力倍增，却

也摸索出更高效的检查方法。

目前，各检查点实行四班三

轮转，警辅人员上岗8小时，可以

休整24小时，这样便能确保每个

人在充分休息后，以饱满的精神

状态上岗。在各巡查点的交接班

时段，耿庆环也会到场，“这一方

面是监督，另一方面也是鼓励。”

2次相遇
一次擦身而过一次并肩作战

“爸爸，这段时间您一直坚守

岗位，辛苦了！”2月9日上午，耿

庆环正在广佛路检查点执勤，他

的女儿耿晖突然出现，送上一个

“隔空拥抱”。

事实上，疫情发生后，耿庆环

一家三口都主动放弃休假，站在

了抗疫最前线。其中，耿庆环的

妻子郑国梅是南海区第六人民医

院急诊科护士，耿晖是黄岐派出

所六联社区民警中队辅警，如今

还是该所女子抗疫先锋队队员。

“我和我爱人都是有30多年

党龄的老党员，都是退役军人，女

儿也是在部队长大的，做出这种

选择，对我们来说都太正常了。”

耿庆环表示。为避免交叉感染，

从大年初二工作开始，一家人约

定暂不碰面，只是每天在家人群

里打卡报平安。

不过，就在上周末，耿庆环分

别与妻子女儿相遇过一次，“跟妻

子碰面确实偶遇，女儿就是她自

己要过来见我。”

2月8日，耿庆环正在广佛高

速泌冲出口的检查点执勤，一辆摩

托车停在他面前，他发现摩托车车

后坐着的正是他的妻子郑国梅。

原来郑国梅和同事正在出外

勤支援另一个检查点，经过广佛高

速泌冲出口时，她的同事发现耿庆

环就在前面，便故意将车停在耿庆

环面前，等他进行体温测量。“我就

问了妻子：周末不休息吗？妻子回

了句不休息。”耿庆环说，夫妻俩借

机聊了几句，就分开了。

就在耿庆环偶遇妻子的当

晚，耿晖得知，次日她将与父亲并

肩作战。当晚，女子抗疫先锋队

队长陈瑞贞通知耿晖，女子先锋

队将于2月9日到广佛路检查点

支援。耿晖知道，父亲当日就在

该检查点执勤，但她没有向父亲

透露这一消息，准备来个惊喜会

面，这才有了上述一幕。

不过，因当时正值返程车流

高峰，父女俩见面后并未多聊，耿

庆环匆匆叮嘱耿晖要注意防护、

注意安全后，两人相互“隔空拥

抱”，便又回到了各自的岗位上。

时至今日，耿庆环一家三口，

仍各自奋战在抗“疫”一线。

文/珠江时报记者杨慧

通讯员 蔡健斌

整治违规餐饮援助社区防控
罗村城管中队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党员先上，全员奋战在抗疫一线

■耿庆环在执勤点检查车辆及乘车人信息。 实习生/廖明璨摄

▲2月11日晚，狮山罗村城管中队党员先锋队在外滩开展抗疫检查

工作。

2月12日晚，罗村城管中队联合狮山镇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餐

饮店进行整治。 通讯员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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