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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高明区社会组织法人登记公告

信用代码 名     称 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备注

51440608
MJL680381Y

佛山市高明区
高层次人才

促进会

佛山市高明区
西江新城滨湖路
文化中心五楼

杨德慧
成立
登记

52440608
MJL686409D

佛山高明区
荷城街道明瑞
熙乐幼儿园

佛山市高明区
荷城街道仁德路

81 号
钟美珍

成立
登记

52440608
MJL686396P

佛山市高明区
德睿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佛山市高明区荷
城街道高明大道
东 362 号 154

李焕玲
成立
登记

51440608
MJL680410A

佛山市高明区
射击协会

佛山市高明区
荷城街道富湾
文德路 1 号

关广亮
成立
登记

51440608
MJL6804297

佛山市高明区
白蚁防制协会

佛山市高明区
荷城街道竹园路

31 号首层
黄钜明

成立
登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现将近期在我局办理的社会组织
法人成立登记的相关信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名称、住址、法定
代表人等情况）予以公告。

佛山市高明区民政局                                                                           
2021 年 4 月 8 日

▲佛山市南海区东恒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406052005539，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南海区海刚袜厂（经营者：张海刚）遗失公
章一枚，印章编码：4406051435752，现声明作废。
▲陈大欣遗失佛山市创越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
越秀星汇云锦广场一区二层 B202 铺物业保证金收
据，号码：0028766，金额：6360 元；租赁保证金收据，
号码：0371485， 金额：42518 元； 水电保证金收据，号
码：0028767，金额：3975 元。 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门窗业协会遗失广东省社会团体会费统一
票据第二联，号码：GC27672877， 金额：2000 元，现
声明作废。

“我们曾有几位病人，妈妈

患了乳腺癌，三个女儿在二十多

岁时也都患上了乳腺癌。做了

基因检测后，才发现她们都是携

带同一种致病基因的遗传性乳

腺癌患者。”在广东省人民医院

南海医院（下称“省医南海医

院”）乳腺科，省医专家张国淳告

诉记者，乳腺癌有明显的家族遗

传倾向，市民应对遗传性乳腺癌

提高重视，并在“符合条件”的情

况下，完善有关检查，及早采取

预防措施。

进行基因检测
可知患遗传性乳腺癌风险

遗传性乳腺癌，通常指病人

携带可增加罹患乳腺癌风险相

关的基因突变，可以通过显性遗

传的方式，从父系或母系传递给

后代，其中最常见的是突变基因

BRCA-1和BRCA-2。“根据我

国流行病学调查发现，5%~
10%的乳腺癌都和遗传有关，

且其中突变基因 BRCA-1和

BRCA-2导致的乳腺癌就约占

遗传性乳腺癌的三分之一。”张

国淳表示，遗传性乳腺癌不可忽

视，可通过进行基因检测并采取

措施及早预防。

一般来说，家族中一级亲属

（指本人的父母、子女以及兄弟

姐妹）、二级亲属（指本人的叔、

伯、姑、舅、姨、祖父母、外祖父

母）有BRCA1/2或相关遗传性

易感基因突变的，就属于遗传性

乳腺癌患者的高危人群，可以考

虑做基因检测，进行精准的医疗

干预。

当然，也不是所有乳腺癌患

者的亲属都需要进行基因检测，

我们可以根据个人史和家族史

来预测自己携带致病基因的概

率，若该概率较高，可以考虑进

行基因检测。“一般来说，家族中

有年轻乳腺癌患者(≤45岁)；
三阴性乳腺癌患者(≤60岁)；
双侧乳腺癌或多发病灶者(≤50
岁)；合并乳腺癌、卵巢癌、胰腺

癌患者；有二次恶性肿瘤患者

的，家族成员患遗传性乳腺癌的

风险较大。”张国淳介绍。

尽早采取措施
可降低发病风险

如果基因检测后发现自己

确实是乳腺癌遗传性易感基因

携带者，我们该怎么办呢？“携带

BRCA1/2基因等有害突变的

人群，应该尽早进行肿瘤监测或

适当采取有效降低发病风险的

手段，除了常规体格检査、乳腺

超声或钼靶检査，建议每年增加

一次乳腺核磁共振检查，有利于

及时发现早期微小的病变，或进

行乳房预防性双侧切除手术，可

大幅度降低发病风险。”张国淳

表示。

一位著名影星在身体健康

的情况下，选择了乳房预防性双

侧切除手术，就是预防遗传性乳

腺癌的典型例子。她的“战癌”

之路分三步：乳腺癌遗传咨询、

基因检测、根据检测结果采取措

施。遗传咨询结果显示，这位影

星的母亲是卵巢癌病人，她的外

婆和一位姨妈也死于癌症，因此

这位影星有明确的肿瘤家族

史。而经过基因检测，不幸证实

她确实带有有害的BRCA1基

因，这种基因缺陷也是遗传性乳

腺癌或卵巢癌的最常见原因。

经遗传概率分析，这位影星患乳

腺癌的机会是87%，患卵巢癌

的机会是50%。如不采取任何

措施，她很可能在50岁以前就

患上这些癌症。得知这个结果

后，在已有6个子女的情况下，

2013年5月，年仅38岁的她宣

布已做了“预防性双侧乳腺切

除”；不足两年后，她又在没有癌

症存在的情况下做了“预防性双

侧卵巢和输卵管切除”，从而为

自己换来了几十年的有保障的

生命和精神上的轻松。

乳房重建术
可让女性重拾自信

“现在的医疗技术已经有很

大的进步，即使做了双侧乳腺切

除手术，也可以再做乳房重建手

术，帮助患者重塑乳房体态，甚

至保留乳头和乳晕，让女性的美

不至于因为切除乳房而丧失，影

响生活质量。”张国淳表示，依托

国内乳腺专科诊疗实力排行榜

“第一梯队”——省医乳腺科的

强大实力支撑，患者在省医南海

医院也能享受与国际接轨的乳

腺医疗服务。目前，科室已能同

质化开展省医乳腺疾病诊疗常

规技术以及学术前沿的新技术，

为患者带去乳腺癌最新的精准

化综合治疗理念等。

此外，逢周三晚开播的《廖

宁教授周三见》线上直播，更是

搭建起国际乳腺癌基因分子会

诊平台（MTB），由省医廖宁教

授携手全球乳腺癌领域专家对

疑难病例进行免费国际会诊，为

患者制定国际上较先进的治疗

方案。上周三，该直播就邀请了

国内专家畅谈“乳腺癌的精准医

疗”，研讨遗传性乳腺癌防治的

有关技术，让遗传性乳腺癌患者

在省医南海医院乳腺科也可以

享受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治疗。

文/珠江时报记者邹韵斯

通讯员黄壮裕

基因检测提前做降低乳腺癌风险
省医南海医院乳腺科支招遗传性乳腺癌的防治策略

丹灶成立首支
新市民志愿服务队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泳通讯员/

杜嘉雯）近日，仙岗社区新市民志愿

服务队正式成立，这是丹灶成立的首

支新市民志愿服务队。丹灶镇“安全

宜居∙融和发展”高质量共建共治共

享社会治理行动项目亦同步启动。

新市民志愿服务队的成立，将进一步

拓展新市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和

方式，加速新市民融入社区。

“希望通过融入服务活动，帮助

有需求的新市民。”新市民志愿者刘

先生表示。据介绍，目前该志愿服

务队由10位新市民志愿者组成，未

来计划以仙岗社区出租屋服务为切

入点，结合社区举办的各项活动，逐

步推进新市民融入本地生活。

培训会后，新市民志愿服务队

队员跟随驻仙岗社区流管站的流管

员陈振邦，来到仙岗社区内的出租

屋进行流动人口登记和消防演练。

现场，陈振邦为队员讲解入户登记

流动人口需要注意的事项，灭火器

的使用期限以及灭火器、消防软管

的使用方法，并让新市民志愿者亲

自操作如何正确使用。

“虽然现在服务队人数不多，但

希望在日后的发展中能吸引更多新

市民志愿者加入，助力建设安全宜

居的仙岗社区。”仙岗社区两委干部

叶德明表示，希望通过该志愿服务

队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出租屋

管理，提升出租屋管理以及治理水

平，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格局。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讯员/叶自丰摄影报道）4月7
日下午，南海公安分局九江派出

所联合九江镇综治办、镇党建

办，举行九江镇警民共建党建联

盟暨无诈骗村（居）创建启动仪

式，启动九江首个区级创建无诈

骗（村居）示范点，组成党建联盟

护航平安（大谷）志愿服务队，发

动群众力量探索村居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的全新模式。

村警结对
共建无诈骗村（居）

“当前，在刑事发案量大幅

下降的趋势下，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逆势上扬，保持高位运行，成

为群众平安诉求的痛点和社会

治理的顽疾。”活动中，九江镇党

委副书记杨标汉指出，此次警民

共建党建联盟创建无诈骗村

（居）活动，旨在进一步增强广大

群众对电信网络诈骗的识别能

力和防范意识，从中培养出一批

反诈宣传员，配合深入村居开展

宣传，确保宣传全覆盖、无死角，

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蔓延的

势头。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种类

多、演变快、挽损难，给老百姓造

成了极大伤害。”九江镇党委委

员、派出所所长杜兆保介绍，此

次活动是派出所深入开展“百年

芳华 奋进先锋”系列宣传，积极

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的一项重要举措。而与派出

所结对的大谷社区、朗星社区、

新龙社区分别位于九江镇儒林、

沙头、洛口三个社区民警中队辖

区内，希望通过此次警民共建党

建联盟，更有效地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力量，将反

诈宣传深入村（居），全方位宣传

提高群众反诈知晓率和“免疫

力”，打造平安先锋“新样本”。

活动现场，联盟单位共同签

订了《九江镇警民共建党建联盟

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联盟单

位将按照“党建引领、优势互补、

共享资源、联动共赢”的总体思

路，开展村警结对共建活动，通

过“队伍联建、活动共办、发展共

谋”形式，齐心推动党建联盟成

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红色引

擎”，共创“平安九江”。

全民发动
掀起反诈热潮

由“单打独斗”转变为“群策

群力”，从连接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到“最后一毫米”，九江反诈

工作延伸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

最末端。作为区级创建无诈骗

（村居）示范点，大谷社区率先组

建党建联盟护航平安志愿服务

队，通过来自各行各业的反诈志

愿者开展多层次、全覆盖、针对

性宣传，实现以点带面的扩散效

果。

现场，杜兆保向党建联盟护

航平安（大谷）志愿服务队授旗，

还专门为宣讲员们派发了“反诈

礼包”。“反诈礼包”内包括党建

联盟马甲、反诈二维码、定制反

诈海报和《致九江镇全体居民及

新市民的一封信》，供宣讲员派

发，让他们将反诈知识传递到村

居各处。经过平安南海大巡讲

首席讲师、南海公安分局公关科

民警古嘉强的现场反诈培训后，

服务队立即开展行动，分别走进

出租屋、村内市场、商铺、厂企等

开展反诈宣传活动。

在大谷社区内一家企业，

志愿服务队队员邓勇成带着民

警找上企业负责人普及反诈知

识，并在出入口张贴了防骗海

报；在居民家里，服务队将《一

封信》发给孩子们，并要求跟父

母一起签名学习……“为了防

止老百姓上当受骗，九江派出

所什么‘手段’都用上，防范宣

传‘铺天盖地’，很上心！”九江

大谷居民梁女士说，志愿服务

队的成立让她对防范诈骗充满

信心，也会将自己所听所学传

达给亲朋好友。

九江发动群众力量探索村居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全新模式

打通反诈“最后一毫米”
爱国宣讲进校园
厚植红色基因

珠江时报讯（记者/邓施恩通讯

员/钟依停）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思

想道德建设，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

教育，4月7日，佛山市关工委“五

老”宣讲团到里水中心小学开展宣

讲活动。

活动上，南海区关工委常务副

主任张顺前以“中国民族站起来、富

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为题进

行宣讲，通过丰富的图片、文字和视

频，向学生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

历程，以及在党的带领下国家所取

得的辉煌成就，让学生深入了解红

色基因的孕育发展和时代价值。

张顺前说，青少年是祖国的未

来，应该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争当

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要认真学习科学

文化知识，为将来报效祖国打下基

础；牢固树立爱党、爱国情操，充分认

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

理，将爱家和爱党、爱囯统一起来，从

小事做起；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学生小恒说，此次宣讲让他深

感自己作为祖国未来的责任担当，

将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更加积极

进取，为报效祖国而奋发图强。

“五老”宣讲团是由老干部、老

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

的，依托“五老”人员见识多、阅历

广、实践经验丰富、积极发挥余热的

独特优势，面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

生群体，广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接下来，佛山市关工委“五老”

宣讲团将分别于4月14日、15日，

走进里水镇旗峰小学、和顺中心小

学开展主题宣讲活动，引导学生将

红色基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共同

画出传承红色基因的同心圆。

■大谷社区率先组建党建联盟护航平安志愿服务队，队员现场宣誓。

■省医乳腺科专家廖宁教授带领团队开展手术。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