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UJIANG
责任编辑:梁晓华

都市

BUSINESS

2020年6月29日 星期一

A7

电话:22216558

版式:王叶进 林春梅 校对:胡志腾

欢乐海岸 PLUS 举行 2020 安全生产月综合应急演练

防暴防火防溺水 景区安全要确保
珠江商报讯 记者胡露报道：
昨日，欢乐海岸 PLUS 内上演了一
部“大片”，作为区旅游景区的代
表，欢乐海岸 PLUS 举行 2020 安全
生产月综合应急演练，170 多名各
部门有关人员参加了演练，大良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余厚坚，顺德区文
广旅体局综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谭
可权，顺德华侨城董事长、总经理
冯晖等人全程观摩了演练。
演练的内容包括防暴、防溺水
以及防火，演练过程中，欢乐海岸
安排了安全管理部、工程设备部、
物业服务部等各个部门的人员参
与。模拟现场突发事件发生后，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并报警，对溺水游
客进行救援并疏散突发事故现场的
游客，对游客进行安抚解释工作。
“这次的安全演练各个环节做得
都很到位，体现出较强的安全意识
和应急能力，充分体现了大企业对
安全生产的落实到位。”余厚坚表
示，希望欢乐海岸 PLUS 能抓住安
全生产牛鼻子，确保无重大事故发
生，打造顺德旅游品牌。
观摩完整个演练过程后，冯晖
表示，虽然顺利完成了演练，但还
是在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细小的不
足，欢乐海岸 PLUS 会定期举行不
同内容的安全演练，在实践中不断
总结经验，才能在遇到突发事件时
迅速处理，保障游客安全。
据了解，近期，全区上下已经多
次组织各个行业的应急演练活动。6
月 15 日，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举
办 2020 年顺德区游泳安全培训和救

珠江商报讯 记者谢意 通讯员李慧锶报
道：近日，均安镇南浦村组织村内 30 多名出
租屋主召开租户会议，借此机会，均安派出所
宣讲团成员给在场出租屋主开设了一场禁毒防
诈宣讲，提高租户们的防诈禁毒意识。
宣讲团成员以“看清电信诈骗 营造天下
无骗”以及“佛山市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为主题，通过 PPT、讲解案例等形式，向租户
们讲解防诈知识。“相信大家平时玩手机也会
看到一些投资 APP 的广告，处处都显示着赚钱
很容易只要投资够数千乃至数十万不等的金
额，就可以拿到丰厚的投资回报。”考虑到在
场出租屋主大部分年纪较大，可能会遇到“投
资 APP”诈骗的情况，宣讲民警结合近期发生
在均安镇的真实案例，提醒租户们识别其中圈
套，“这些所谓的投资 APP，一旦投钱进去，
就没办法取出来了，不管是投资诈骗还是街头
的拾金平分诈骗，利用的都是人们的一个
“贪”字。
”
活动现场，联众社工还摆设了毒品仿真模
具供出租屋主们直观了解毒品种类，学习禁毒
知识。本次宣传共向群众派发了宣传单张 60
多份，屋主们纷纷表示，会将宣传单张带回
去，将防诈、禁毒知识分享给租客们，将安全
防范意识传递给身边朋友。

昨日，华侨城欢乐海岸 PLUS 进行旅游景区安全演练，图为演练中工作人员指挥警犬帮忙制服暴徒。
/珠江商报记者朱德文摄
生应急演练（第一场），并陆续在容
桂、乐从举行接下来的两场，针对游
泳安全管理知识和溺水救生相关应
急措施进行相关人员培训。

“这次的安全演练针对旅游景
区，希望通过这次演练提高各企业
的安全责任意识。”谭可权表示，下
一阶段，区文广旅体局将结合现阶

段的防疫工作和安全生产工作，对
准备开业的电影院、网吧，KTV 等
娱乐场所进行严格的监管，确保各
行各业安全生产。

职业精英分享“职场心经”

顺德白领英语沙龙组织“职业经理人之夜”沙龙活动
珠江商报讯 记者李芸报道：随
着顺德城市化进程加快，高层次人
才和职业经理人队伍也在不断壮
大。6 月 27 日，顺德白领英语沙龙
组织了一场顺德“职业经理人之
夜”沙龙活动，邀请优秀职场精英
分享疫情下如何应对职场路上的困
难和职业规划，为职场人士带来思
维的交流与碰撞。
这场活动也是顺德白领英语沙
龙连续三年组织的赢在职场系列活
动之一，5 位来自国企、民企和外企

开设宣讲课提高
出租屋主禁毒防诈意识

的职业经理人代表，用中英文两种
语言分享了各自的从业经验：其中
既有顺德金融界最年轻的银行行长
分享“数据”对于经理人决策的重
要性；也有 90 后海归讲述自己从外
资银行跳槽到本土民企的职业规
划：那就是年轻应该去“职场前
线”而非求稳；疫情期间身在以色
列为顺德积极采购医疗物资的女白
领分享了职业经理人的爱国情怀，
还有从企业高管成功转型为创业者
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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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线城市，类似的职业经理
人交流活动是一种常态，我希望在
顺德也能够形成这样的氛围。”Cliff
作为早期的海归曾经留学澳大利
亚，他组织英语沙龙已经有 12 个年
头。Cliff 表示，顺德白领英语沙龙
会员也以职业经理人居多，随着顺
德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顺德高层
次人才和职业经理人群体也不断壮
大，受关注程度越来越高。“2020
年，受疫情影响，各行业都遭受不
同程度的冲击。对于企业而言，职

遗失声明

业经理人的作用更加突显，如何迎
难而上，与企业共渡难关，关乎到
职业经理人的职业尊严和生存空
间，允许职业经理人试错、失败的
几率越来越小，他们只能步步为
营，把握好每一次机会。
”Cliff 说。
同时，当晚参加职业经理人之
夜活动的还有本地知名企业家、企
业合伙人和企业高管与职业经理人
一起，共同探讨当前形势下企业层
面的应对措施，这也是一种互助和
碰撞。

佛山市顺德宇红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召开临时股东会议通知书

●顺德区企业（车主）佛山市顺德区宏铿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尊敬的麦顺明先生、麦莹聪先生、麦顺礼先生、
失车牌为：粤 X38354（黄）色货车道路运输证（纸质版/IC
李广兵先生、郑文彬先生：
卡），证号：佛 003013223，现声明作废。
经持佛山市顺德宇红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龙潭股份合作经济社（冲元
70%表决权的股东商定，
本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组），不慎遗失《收款收据》一份（第二联：交对方），编号：农
No0302625，内容摘要：梁自安缴交 19 号塘 20%的合同定金， 31 日下午 2 时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议，
届时将表决如下事宜：
现声明作废。

医者仁心助健康
爱心体检送温暖

珠江商报讯 记者谢意 通讯员刘玲报道：
以“6·26”国际禁毒日为契机，在顺德区伍仲
珮纪念医院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大良禁毒办组
织辖区内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开展免费健康体检
活动，进一步提高戒毒康复人员个人健康意
识，并传递社会与政府对他们的关爱。
6 月 18 日下午，社工对每一个前来体检的
人员先进行体温检测并“亮码”，通过后进行
相关疫情防控期间的个人信息登记，再由专业
医生进行抽血、问诊、内科、心理咨询等检
查，过程分工明确且简单高效。
活动中，不时有服务对象向医生提出疑
问，或对曾因滥用药物导致身体存在隐疾顽疾
感到担忧，或害怕失去维系亲情、融入社会的
机会。对此，医生们耐心诊断，并给予心理疏
导，帮助服务对象扫除内心阴霾。
此次体检活动共有 13 名戒毒康复人员参
与，不少学员表示，能够享受如家门口似的贴
心体检服务，既便利又实用。此次活动提供了
专业的健康检查和疾病预防咨询服务，同时倡
导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进一步提高
了社区戒毒康复学员的健康水平。社工以及医
务人员用真心真情细致的服务赢得了学员的好
评。

三、辞去麦顺明先生的法定代表人职务，改
选佛山市顺德宇红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
四、修改公司章程。
现本公司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股东准时出
席会议，并征求意见。请各股东自收到本通知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书面答复本公司，具体回复
包含如下内容：

一、是否同意上述股东转让股权，若不同意
一、股东麦莹聪先生、麦顺礼先生、麦顺明
●广东工业设计城发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转让的，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是否
证一本，证号：建字第 440606201223448 号，建设项目名称： 先生转让持有本公司的全部股权，具体转让情
行使优先购买权。
广东工业设计城设计广场（一期）项目，发证日期：2012 年 11 况如下：
二、是否同意辞去麦顺明先生的执行董事
月 26 日，现声明作废。
1、麦莹聪先生将持有佛山市顺德宇红纳米
职务，改选佛山市顺德宇红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有限公司 8%的股份，以 40 万元的价格对
的执行董事。
外转让；
三、是否同意辞去麦顺明先生法定代表人
2、麦顺礼先生将持有佛山市顺德宇红纳米
注销登记公告
职务，改选本公司法定代表人。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北河托儿所（登记证号：顺托临 科技有限公司 30%的股份，以 150 万元的价格
四、是否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1090802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606MJL66375XF） 对外转让；
若逾期书面回复本公司的，视为放弃对转
3、麦顺明先生将持有佛山市顺德宇红纳米
经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北河托儿所理事会会议纪要注销该社
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且对股东会议商讨的事
会组织，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北河托儿所将依法向佛山市顺 科技有限公司 32%的股份，以 160 万元的价格
宜，均放弃其表决权。
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申请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对外转让。
特此通知。
二、辞去麦顺明先生的执行董事职务，改选
注销联系人：
苏绮婷
通知人：佛山市顺德宇红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687408131
佛山市顺德宇红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的执行董
通知时间：2020 年 6 月 24 日
联系地址：顺德区杏坛镇河北八路北 11-12 号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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