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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公告声明■公告·声明
广告热线：22232030
刘生：18038725203
陈生：18033202158

为方便办理刊登遗失声明、公告,我报在以下地址设立代办点:
容桂：容桂汇景路10号（联记饭店左侧直入50米） 电话：28316623
伦教：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北海东便坊46号 电话：27732632
北滘：北滘镇济虹路大满街25号 电话：26393283
陈村：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锦华路11号 电话：23332268
乐从：乐从镇新华村新华二街B36铺 电话：28859545
龙江：龙江镇南福新村路5号 电话：23393801
勒流：勒流街道勒流居委会龙升北路五巷十三号 电话：25563660
杏坛：杏坛镇环镇路莲安街26号 电话：22891031
均安：均安镇齐安路28号恒翠地铺8号 电话：25501622
服务热线：22200555

客户服
务专员
扫码快
速登报

●顺德区企业（车主）佛山市顺德区科艺物流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

证号：佛440600214532，现声明作废。

●顺德区杏坛镇裕记色母销售部不慎遗失《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注册号：

92440606MA508E3R8A，核准日期：2011年

3月2日，成立日期：2011年3月2日，现声明

作废。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华冠职业培训学校不

慎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壹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52440606MJL6651300，

核准日期: 二O二一年九月六日，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佛山市顺德区智联达印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号:91440606661508100P)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开始清

算。同意公司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为冯健萍、冯伟文共

2人。冯健萍担任本公司清算组负责人。请本公司债权人自

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在上述期限

内未申报债权的不列入清算范围。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依

法向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

本 公 司 清 算 组 联 系 人: 冯 健 萍 联 系 电 话:

13322836141

联系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三洪奇合成围工业区

特此公告。

声明
吴应森（男，1927年7月22日出生，于1993

年 9月死亡）的父母亲均先于其死亡，梁金弟

（女，1930年7月1日出生，于2017年1月11日

死亡，原公民身份号码：44062319300701162X）

的父母亲均先于其死亡。吴应森、梁金弟生前均

只结过一次婚，吴应森与梁金弟是夫妻关系，夫

妇二人共生育三个子女：吴雁彩、吴浩明、吴雁

平，无再生育或收养其他子女。

现吴浩明声明：上述内容均属实，如果虚假

或故意隐瞒，我吴浩明将承担一切后果和责任。

如有关权利人（或知情人）认为上述情况有

虚假，请及时联系（联系电话：22682335、

28386612）。

经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批准，受佛山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委托，本中心
现采用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网上挂牌
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
宗地位置：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涌口工业区SD-G-02-02-01-24、25、26、

28、30地块，宗地图号：163011-028，土地面积32323.71平方米，交易编号：
TD2022(SD)WG0041。地块分区的土地面积、土地用途、规划指标详见下表：

佛山市顺德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该地块其他规划设计条件具体见该地块的交易文件中所附的顺规条件
（2022）0239号-S《佛山市顺德区建设用地规划条件》。

二、竞买资格和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外，均可单独或联合竞买该地块。
（二）参加本宗地网上挂牌活动的必须使用数字证书。
（三）申请人存在下列违法违规违约行为的，在结案和问题查处整改到位

前，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不得参与本地块挂牌竞买活动：
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
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的；
3、因用地者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尚未处理完毕的土地使用权人；
4、被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列入《启动执行联动机制决定书》和《协助执行

通知书》内的失信被执行人；
5、列入顺德区违法建设失信联合惩戒管理的对象；
6、列入重大欠薪失信联合惩戒管理的对象；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采用增价方式进行报价，按照价高

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该宗地网上挂牌起始价为人民币：柒仟贰佰柒拾叁万元整（大写）

（￥72730000.00元），另设保密底价，增价幅度为人民币：柒拾万元整（大写）
（￥700000.00元）/次，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壹仟肆佰伍拾伍万元整（大写）
（￥14550000.00元）。

五、有意参与竞买者可于2022年 11 月 9 日后登录网上交易系统下载
TD2022(SD)WG0041 地块的《佛山市顺德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
让文件》。

申请人应于2022年 12 月 7 日 9时之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
请，选择银行，获得随机保证金账号，并向此指定账号一次性足额交纳竞买保证
金。竞买保证金须于2022年 12 月 7 日 9 时之前到达本中心指定账户后（提
示：竞买人须充分了解银行划转账的流程和时限，须跨省跨行支付的建议尽早
缴纳竞买保证金），申请人方获得竞买权限。申请人必须以自己的名义交纳保
证金，不得由他人代交，且保证金必须以人民币支付。

六、该宗地的公告期自2022年 11 月 9 日至2022年 11 月 28 日止；网上
报价期限为2022年 11 月 29 日 8 时 30 分至2022年 12 月 9 日16时止。

七、上述时间均以网上交易系统的服务器时间为准。具体的竞价规则见该
地块的交易文件。

八、需要到挂牌地块现场踏勘的竞买人请与佛山市顺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联系。

九、本次网上挂牌仅接受网上竞买申请和竞买报价，不接受书面、邮寄、电
子邮件、电话、传真、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

十、自本次公告起至网上挂牌截止期间，如有关于本地块网上挂牌文件的
修改、澄清、说明等将通过网上交易系统、佛山市顺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发布，请有意参与竞买者密切留意。其他未尽事宜，详见该地块的交易文件。

十一、联系方式：
（一）有意参与竞买者可登录佛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

易系统（下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jy.ggzy.foshan.gov.cn:3680/
TPBank/newweb/framehtml/onlineTradex/index.html）或佛山市顺德区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网址：http://www.shunde.gov.cn/ggzy/）下载本
网上挂牌文件。

（二）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中心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新城区观绿路4号恒实置业广场1号楼

裙楼
联系电话：0757-22837810（梁先生）、22837812（欧阳先生）

佛山市顺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 11 月 9 日

分区

一区

二区

三区

四区

五区

六区

七区

备注：

用地面积
（平方米）

11878.64

6318.07

2321.24

5522.33

929.42

549.49

4804.52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公园与
绿地

公园与
绿地

城镇村道
路用地

建筑密度

35%≤D≤
65%

35%≤D≤
65%

35%≤D≤
65%

35%≤D≤
65%

作防护绿地
使用

作防护绿地
使用

作道路用地
使用

容积率

3.0≤FAR≤
4.0

3.0≤FAR≤
4.0

3.0≤FAR≤
4.0

3.0≤FAR≤
4.0

作防护绿地
使用

作防护绿地
使用

作道路用地
使用

绿地率

≤20%（≥
10%）

≤20%（≥
10%）

≤20%（≥
10%）

≤20%（≥
10%）

作防护绿地
使用

作防护绿地
使用

作道路用地
使用

本宗地出让年限：50年，自交地之日起计算。

本宗地以“标准地”模式出让，需符合产业类型、总投资、固定资

产总投资、税收标准等方面的要求。

本宗地设有保密底价。

经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批准，受佛山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委托，本
中心现采用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
网上挂牌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
宗地位置：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龙眼工业区C区地块，宗地图号：

136069-069（版本号3），土地面积56155.90平方米，交易编号：TD2022
(SD)WG0042。地块分区的土地面积、土地用途、规划指标详见下表：

佛山市顺德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该地块其他规划设计条件具体见该地块的交易文件中所附的顺规条
件（2022）0240号-S《佛山市顺德区建设用地规划条件》。

二、竞买资格和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外，均可单独或联合竞买该地块。
（二）参加本宗地网上挂牌活动的必须使用数字证书。
（三）申请人存在下列违法违规违约行为的，在结案和问题查处整改

到位前，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不得参与本地块挂牌竞买活动：
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
2、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的；
3、因用地者自身原因导致土地闲置、尚未处理完毕的土地使用权人；
4、被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列入《启动执行联动机制决定书》和《协助

执行通知书》内的失信被执行人；
5、列入顺德区违法建设失信联合惩戒管理的对象；
6、列入重大欠薪失信联合惩戒管理的对象；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采用增价方式进行报价，按照

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该宗地网上挂牌起始价为人民币：壹亿贰仟肆佰壹拾柒万元整
（大写）（￥124170000.00元），另设保密底价，增价幅度为人民币：壹佰万
元整（大写）（￥1000000.00元）/次，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贰仟肆佰捌拾
肆万元整（大写）（￥24840000.00元）。

五、有意参与竞买者可于2022年 11 月 9 日后登录网上交易系统下
载TD2022(SD)WG0042 地块的《佛山市顺德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人应于2022年 12 月 7 日 9时之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
申请，选择银行，获得随机保证金账号，并向此指定账号一次性足额交纳
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须于2022年 12 月 7 日 9 时之前到达本中心指
定账户后（提示：竞买人须充分了解银行划转账的流程和时限，须跨省跨
行支付的建议尽早缴纳竞买保证金），申请人方获得竞买权限。申请人必
须以自己的名义交纳保证金，不得由他人代交，且保证金必须以人民币支
付。

六、该宗地的公告期自2022年 11 月 9 日至2022年 11 月 28 日止；
网上报价期限为2022年 11 月 29 日 8 时 30 分至2022年 12 月 9 日10
时止。

七、上述时间均以网上交易系统的服务器时间为准。具体的竞价规
则见该地块的交易文件。

八、需要到挂牌地块现场踏勘的竞买人请与佛山市顺德区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联系。

九、本次网上挂牌仅接受网上竞买申请和竞买报价，不接受书面、邮
寄、电子邮件、电话、传真、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

十、自本次公告起至网上挂牌截止期间，如有关于本地块网上挂牌文
件的修改、澄清、说明等将通过网上交易系统、佛山市顺德区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发布，请有意参与竞买者密切留意。其他未尽事宜，详见该地
块的交易文件。

十一、联系方式：
（一）有意参与竞买者可登录佛山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

上交易系统（下称“网上交易系统”，网址：http://jy.ggzy.foshan.gov.cn:
3680/TPBank/newweb/framehtml/onlineTradex/index.html）或佛山
市顺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网址：http://www.shunde.gov.cn/
ggzy/）下载本网上挂牌文件。

（二）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中心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新城区观绿路4号恒实置业广场1

号楼裙楼
联系电话：0757-22837810（梁先生）、22837812（欧阳先生）

佛山市顺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 11 月 9 日

分区

A区

B区

C区

备注：

用地面积
（平方米）

22753.52

24965.17

8437.21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城镇村
道路用

地

建筑密度

不低于
35%且不
高于60%

作道路用
地使用

容积率

不低于2.5
且不高于

3.5

作道路用
地使用

绿地率

10%—
20%

作道路用
地使用

本宗地出让年限：50年，自交地之日起计算。

本宗地以“标准地”模式出让，需符合产业类型、总投资、固

定资产总投资、税收标准等方面的要求。

本宗地设有保密底价。

白蚁防治

大良荣开白蚁防治所
40年经验老字号白蚁所
地址：大良甲子路51号·大良恒丰楼

18号·伦教荔村东苑15区65号
电: 22283351 13316317880

温馨提示:本版刊登信息内容仅供参考,买卖双方需遵从国家有关商业法

规,如有纠纷,可循法律途径解决,本报恕不负责。

君发物业君发物业 1370234678813702346788
1350027908813500279088

●东区单家可进车纯国有，交通便利，占地
83m2建四层，格局好，拎包入住，售318万
●华盖路步行街单家，两层建筑65m2，繁华地
段，可报建，可做民宿，售价78万
●美的擎峰435m2中层大户，顺峰公园景观一
览无余，售价1000万
●顺峰山公园附近别墅占地 220m2，建筑
350m2，坐北朝南，四边采光，仅售750万
●东区金地天玺高层靓景293m2，精装即住，正
南朝向，售950万

●永丰大路边单家，占地235m2，建筑560m2，
上居下铺，格局方正，仅售668万
●同晖路别墅式单家占地130m2建筑420m2，
三边路近公园超大车库，售660万
●天鹅湖双拼别墅，实用800m2，超大花园罕有
中空，毛坯送四车位，售1400万
●近良单家，占地93m2，全新建四层带电梯，门前
6米路有车库，全新未住售498万
●佛山纯国有工业用地23000m2，产权清晰，仅
售1350元/m2包过户

服务热线:
22232030

连 生：13302830270
陈 生：18033202158
吴经理：13531368398
何经理：18033202138

为方便办理刊登百姓资讯分类广告，我报在以下地址设立办理点：

百姓
资讯 分类广告物业

资讯

大良：大良沿江北路118号

电话：22212413

容桂：容桂街道汇景路10号（联记饭店左侧直入50米）

电话：28316623

伦教：伦教伦北路8号

电话：27732632

北滘：北滘镇居仁路5号Ａ座2号铺

电话：26393283

陈村：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锦华路11号

电话：23332268

乐从：乐从镇新华村新华二街B36铺

电话：28859545

龙江：龙江镇南福新村路5号

电话：23393801

勒流：勒流街道勒流居委会龙升北路五巷十三号

电话：25563660

杏坛：杏坛镇环镇路莲安街26号

电话：22891031

均安：均安镇齐安路28号恒翠地铺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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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商报讯 记者何婉
媚 薛紫琪报道：11月 7日
下午，英德市浛洸镇镇南村
村民刘翠丽、顺德区白蚁虫
害防制协会会长黄锦明等
代表来到珠江商报社，将一
面绣有“热心记者牵线搭
桥，真诚助力抗洪救灾”16
个字的锦旗送到本报记者
杜达雄手中，感谢他担起媒
体人的社会责任，为水灾援
助牵线搭桥。

一条陌生朋友的短信
“雄哥，早晨，我想打听

下在顺德有没有英德商
会？我家乡英德惨遭特大
洪水侵袭，村民的食物和饮
用水紧缺，我想找多些力量
帮忙支援。”时针拨回至今
年6月 22日，早上6时 47
分，杜达雄突然收到了朋友
刘翠丽发来的微信，同时还
有村庄被洪水围困的照片、
视频。

当时，英德遭遇严重水
灾，当地一些民房受浸，群
众生活受到影响，位于小北
江江畔、呈“c”字形的浛洸
镇镇南村受灾情况较为严
重。村庄被洪水围困，村民
刘翠丽寝食难安，想着如何
才能帮助到乡亲。情急之
下，她想到找寻帮助，四处

打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发
了一条信息给多年未联络
的记者杜达雄。

在杜达雄的印象中，刘
翠丽是其几年前在一个公
益活动上认识的朋友，但不
常联系。思考片刻，杜达雄
答复：“好像没有（英德商
会）。能否把情况写清楚一
些，看看能不能发动社会爱
心人士支持。”

记者职责使然，杜达雄
立刻联系了顺德区白蚁虫
害防制协会会长黄锦明，向

协会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
寻求帮助。

当月24日，黄锦明、佛
山顺基有害生物防治公司
的梁兆明以及来自中山洁
诚环境管理公司的尧小兵
三人将矿泉水、八宝粥、食
用油、大米、面等急缺救援
物资送到受灾村民手中，缓
解了燃眉之急。

“只要跑得动，我
可以一直在一线”

6 月 28 日，黄锦明带

领一支应急救援队再次赶
往英德浛洸镇镇南村对民
房、厕所、畜禽场舍、村道做
全面的消毒消杀，帮助村民
早日进行灾后复产重建，全
村上下也积极参与灾后大
清洁的行动中。杜达雄也
跟随到现场采访报道。

顺德世友地板总经理
谭艮嫦等人在看到新闻报
道后，也立即参加了援助活
动，运送一批应急食品来到
镇南村慰问村民，给村民送
上米、油、面等食品。“通过

杜记者的报道，我们带动了
更多的人参与到援助行动
中，感觉非常有意义。”黄锦
明说道。

“相隔7年之久才联络，
他 愿 意 帮 忙 ，我 真 的 感
激”。此次赠旗，刘翠丽是
代表村委会前来的，带来的
还有一封感谢信和家乡特
产，“这是村民专门寄过来
的，请一定要收下。”刘翠丽
真诚地对杜达雄说道。

“能够帮助到他人，我
自己也感到特别开心。”杜
达雄表示，从业27年，他
收到过不少电话、微信等
各种形式的求助信息，坚
持用耐心、同理心去对待
每一位求助者，“身为珠江
商报的记者，我们代表的
不是个人，要树立好记者
的形象，为报社添光加
彩，尽最大的能力帮助到
他人。”

因热爱而执着，为使
命而坚守，杜达雄用实际
行动践行记者的使命和担
当。多年来，他累计获赠
十几面求助者送来的锦
旗。还有4年将退休的他依
然希望坚守在新闻一线，

“只要跑得动，我可以一直
在一线，尽可能地帮助到
更多的人。”

镇域交流碰撞
打造卓越课堂

伦教、勒流联合开展课堂教学改
革研讨活动，打造优质教研氛围和卓
越课堂品牌

珠江商报讯 记者莫胜娜报道：为落实课程
核心素养，进一步贯彻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学改革，提高课堂
教学质量，伦教街道、勒流街道教育办公室联合
开展顺德区“卓越课堂·走进镇街”课堂教学改
革研讨活动，并于11月8日举行开幕仪式。

研讨活动中，伦教汇贤实验学校和勒流中
心小学代表围绕“落实课程核心素养，培育学生
高阶思维”这一主题，先后作了课堂教学改革经
验分享。华东师大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博
士生导师吴刚平还作了题为《素养导向的单元
学历案设计》的专题讲座。

据悉，今年伦教街道紧紧围绕教育“六大行
动计划”，通过抓队伍、强管理、提质量、创品牌，
全面深化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与教学改革。9
月份，伦教召开了街道中小学教研大会暨课程
与教学改革落实大会，开启了新学期的课改新
征程，以“试点学校”“试点学科”为龙头，探索

“单元学历案”的设计与实施，安排伦教各中小
学全体教师进行单元学历案研究的理论知识学
习；10月份，伦教又立足实践研究，要求各学科
开展学历案的撰写及课堂教学实践探索，街道
教研室通过邀请专家现场指导、组织学科研讨
课例展示、收集评比优秀学历案等形式推进单
元学历案的研究进程。目前，街道部分学科的
单元学历案已初步成型，教师的课堂教学理念
发生了明显转变。

顺德区教育发展中心自启动卓越课堂计划
以来，已经走进了多个镇街以及多间区属学校，
涵盖了中小学大部分学科，有超过250位区内外
名师参与其中。此外，今年上半年顺德还创新
开展2个镇街联合教研模式，加大了镇域间联合
教研的力度。

新闻老兵收到特殊礼物
第23个记者节前夕，英德群众向本报记者送来锦旗

英德群众向本报记者杜达雄（左二）赠送锦旗和感谢信。/珠江商报记者陈耀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