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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根据法院送达的（2016）粤

0402民初8241号、（2017）粤0402
执 9433号文，原产权人林楚群名
下坐落于香洲安宁路4号 302房
（权证号码：C3500329），已裁定过
户。限原产权人自登报之日起十
日内将上述房地产权证交回我中
心，逾期不交，上述房地产权证声
明作废。特此通告。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二日

注销声明
珠海德昊水族有限公司，注册

号 ：440400000564734，公 司 自
2018年 1月12日起停止经营，请
债权人自本公司声明之日起45天
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
后，本公司将向登记机关依法申请
注销登记。

注销声明
珠海市奥威斯卡服饰有限公

司，注册号：440400000213289，公
司自2018年1月4日起停止经营，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声明之日起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
权，逾期不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
结束后，本公司将向登记机关依法
申请注销登记。

注销声明
珠海宇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
7911892322，公司自2018年1月8
日起停止经营，请债权人自本公司
声明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
小组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放
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
登记机关依法申请注销登记。

注销声明
横琴月明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
MA4UW0CTXN，公司自2017年
12月31日起停止经营，请债权人自
本公司声明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
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
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
向登记机关依法申请注销登记。

注销声明
珠海通衢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7
40389931，公司自2018年1月10
日起停止经营，请债权人自本公司
声明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
小组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放弃
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登记
机关依法申请注销登记。

注销声明
珠海横琴西岭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440003000065523，公司
自2018年1月3日起停止经营，请
债权人自本公司声明之日起45天
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
后本公司将向登记机关依法申请
注销登记。

通 告
根据法院送达的（2017）粤 0402 执恢 147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及

（2017）粤0402执恢14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原产权人王渝剑、沈芯华名
下坐落于情侣北路11号（每一间花园）8栋1001房（权证号码：粤房地权证
珠字第0100239346、0100239347号），已裁定过户并注销抵押登记（权证
号：粤房地他项权证珠字第0100136097号）。限原产权人王渝剑、沈芯华
及抵押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分行自登报之日起十
日内将上述房地产权证、房地产他项权利证书交回我中心，逾期不交，上述
房地产权证声明、房地产他项权利证书作废。特此通告。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0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出租小汽车营运牌
有偿牌号1057产权公示

现有出租小汽车持牌人朱灼锋持有营运牌照有偿牌号为1057，产权
证号分别为2611，所对营运车牌号码为粤CR3277，拟在本中心进行产权
转让，有异议者，于本公示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书面异议资料送
达本中心，期满无异议，本中心将依法给予办理相关手续。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红山路288号国际科技大厦二楼窗口
联系电话：0756-2538098 联系人：王先生
市交通运输局监督电话：0756-2519838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1月13日

遗失声明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收费标准：标题90元，内容5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遗失声明
珠海市唐家有家石麿肠粉

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4076000785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全兴出租运输有限
公司车牌为粤CQX750遗失《道
路运输证》证号为粤交运管珠出
字002805105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大漠情商行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850009171601， 编 号 ：

5810030793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
司珠海市分公司遗失已填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
10份，发票代码：4400172130，
号码：04922434-04922443，已
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威派塑胶模具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奥威斯卡服饰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400000213289，声明作废。

黎杰遗失全国计算机信息高
新技术考试合格证书，证书编号：
201603240613780，声明作废。

个人证件遗失声明遗失 声明

爱心企业家向15名贫困学子发放助学金。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1 月 9 日
下午，高栏港区召开河长制工作专
题会议。会议传达了全省全面推行
河长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确
定了该区 2018 年河长制工作重点
和南水沥、十字沥、连湾涌、平塘涌、
海皮沟等 5条河道的整治重点。

据了解，高栏港区确定今年河
长制工作的重点和目标包括：春节
前将完成全区河流的水质和底泥检
测工作，并对河流清淤工程效果出
具对比报告；春节前拟定“一河一
策”方案涉及的项目治理方案；年内
完成主要污染源的摸底排查工作，
并做好台账；先行启动南水沥、十字
沥、连湾涌、平塘涌、海皮沟等 5 条
河道整治工作，高标准抓好连湾涌、
平塘涌示范段河道整治工作，其中
连湾涌示范段力争春节后正式动工
建设；年内完成城乡生活垃圾收集、
运输和处理全覆盖；上半年完成河
道岸线清理和保护工作，今年内完
成南水沥和十字沥河道“一河两岸”
整治工作；全面实施河网水系科学
调度，尽快制定出台科学有效的河
网水系调度方案；全面实施河库水
质和底泥检测；结合“厕所革命”，将
加建厕所工作纳入河长制工作体
系，在该区旅游区、乡村地区和居民
区加建公共厕所。

其中，南水沥、十字沥河道整治
工作重点为河道清淤、清障和河道
景观提升；连湾涌、平塘涌河道整治
工作以“水清”为亮点，重点进行截
污纳管和岸线景观整治工作，将连
湾涌整治项目与游艇主题公园项
目、平塘涌整治项目与台创园的乡
村旅游相结合，做好河网旅游的高
端策划，并做好连湾涌跟平塘涌连
通工程；海皮沟河道整治工作重点
为清淤、截污和景观提升。

高栏港区召开
河长制工作专题会议

确定5条河道
为今年整治重点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1
月 12 日，南水镇召开中小学
森林防火专项紧急会议，传
达《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大
中小学森林防火教育工作的
紧急通知》的文件精神，加强
学校森林防火安全教育，落
实主体责任，切实做好教育

系统森林防火工作，坚决遏
制森林火灾发生。全面部署
南水镇学校“小手拉大手”
森林防火工作进校园的各项
工作。

会上，有关部门部署辖
区各校发放《致家长的一封
信》。信中提醒家长要加强

对孩子日常的管理，尤其节
假日外出带孩子从事上坟、
游玩等活动，要特别注意对
火源的监管，严禁未成年人
用火种燃放鞭炮、烟花、焚烧
荒草等违章用火行为。筹划
在各校开展校园森林防火讲
座，动员学生把学到的森林

防火知识带回家，通过学生
向家长、邻居们进行宣传安
全防火常识，达到教育一个
学 生 ，带 动 一 个 家 庭 的 效
果。并开展森林防火主题
的班会、张贴森林防火专栏、
举行森林防火知识趣味问答
比赛等，引导学生参加趣味
学习，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相
关部门已向南水镇各中小学
共派发 3520 封《致家长的一
封信》给学生们。

南水镇向3500多名学生家长发出一封信

大手拉小手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本报讯（记者王帆）1 月
12 日，珠海市关爱协会举行

“2017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
现场不仅表彰了表现突出的
会员单位，还为 15 名贫困学
子捐赠 45000 元助学金，并
通过慈善义拍活动，为“大病
救助关爱基金”筹得 13.65 万
元善款。

据介绍，2017年，珠海市
关爱协会团结会员及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在对口扶贫帮
困、大病救助、敬老助残、捐
建“关爱图书室”、关爱外来
工群体等方面，做了成效显
著的工作，全年累计捐赠款
物 170 万余元。值得一提的
是，2017年，市关爱协会共捐
建关爱图书室 4个，向珠海市
对口帮扶地区累计捐赠总价
值 41 万余元的款物，同时会
员 积 极 与 贫 困 学 子 结 对 帮
扶，帮扶金额达 23.96万元。

在会上，市关爱协会还
组织爱心企业家为 15 名家
庭贫困、急需帮助的学子，举

行了现场资助仪式，为他们
每 人 发 放 了 3000 元 助 学
金。随后，开展了义拍环节，
对 12 件书画艺术品、手表等
拍品进行了无底价竞拍，所

得 善 款 全 部 纳 入 关 爱 协 会
“大病救助关爱基金”，用于
救助珠海市罹患大病而无钱
医治的贫困人群。

市关爱协会会长崔云介

绍，接下来协会将继续汇聚更
多的爱心力量，更精准地扶贫
帮困，为需要帮助的群体送去
实实在在的温暖，为幸福和谐
珠海的建设尽绵薄之力。

珠海市关爱协会举行总结表彰大会

15名贫困学子获捐赠45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