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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因遗失广东省非税收入（电
子）票据（POS）票，号码为
CJ98244770- CJ98244800，
特此声明作废。

▲东莞市富兴鞋材有限
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一 本 ，核 准 号 ：
J6020065379701，编 号 ：
5810-05875394，特此声明作
废。

▲东莞矽孚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

J6020045207301，编 号 ：
5810- 04020943，特此声明
作废。

▲九三学社东莞市委员
会，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东莞城区支行，账号：
44001778608051165080，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
号：J6020009321203，特此声
明作废。

▲兹有欧福华遗失万江
区集体经济组织收据一张，
号码：00409918，金额：贰万
贰千柒佰壹拾壹元，特此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我大队执勤民警在工作期

间不慎遗失以下《简易程序处罚
决定书》，文书号为：441927120
（104094、104095、104096、
104097、 104098、 104099、
104100）。长安交警大队2022
年01月12日

声明
兹有东莞仕博科技有限

公司原公章遗失，需重刻。特
此声明原公章作废。

减资公告
东莞市莞深长城地产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7911610298），经
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由
人 民 币 5000 万 元 减 少 为
1000万元，请债权人于见报
之日起 45 天内办理相关手
续，特此公告。东莞市莞深长
城地产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12日

减资公告
东莞市水务集团净水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5883433028，经股
东决定，拟向东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公司现有注册资本人民
币 333620.9441 万元，减少
100348.283203 万元。减少

后 的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233272.660897 万元。为保
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所
有与本公司有债权关系的企
业及自然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到东莞市
南城街道滨河路 100 号二
期 1号楼 101室东莞市水务
集团净水有限公司，申报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
请求。特此公告。东莞市水
务集团净水有限公司 2022年
1月13日

减资公告
东莞市石鼓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5883499150，经股
东决定，拟向东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公
司 现 有 注 册 资 本 人 民 币
234908.5458 万 元 ，减 少
97948.283203万元。减少后
的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136960.262597 万元。为保
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所有
与本公司有债权关系的企业
及自然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申报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
请求。特此公告 东莞市石
鼓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2022
年1月13日

寻死者家属启事
于2020年8月3日23时

45分许，在东莞市寮步镇寮
茶路维也纳3号酒店路段，发
生一宗一辆电动车与一货车
相撞，造成电动车司机受伤
（当事人现在受伤昏迷在寮
步医院 ICU抢救中）的交通
事故。电动车司机并于2021
年1月12日经寮步医院抢救
无效死亡。该电动车司机特
征：为男性，年约五十岁左
右，身高 165CM 左右，中等
身材，身穿黑色长裤，脚穿蓝
色拖鞋。请家属见报速与我
队联系。联系人：刘贺秋、袁
信辉 东莞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寮步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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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莞市企石镇铁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E01、E02街坊调整的批前公示

2021年9月，我镇完成了东莞市企石镇铁岗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E01、E02街坊调整草案。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的有关规
定，对规划调整草案进行公示，广泛征求公众意见。现
对相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规划调整范围
本次调整主要涉及到《东莞市企石镇铁岗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E01、E02街坊，位于企三路与江南大道交
汇处东侧，具体涉及控规E01街坊E01-01地块，调整范
围总用地面积31.26公顷。

二、规划调整内容
本次调整属于控规一般修改。
（一）坐标系转换：根据相关规定，将本次调整前后

用地规划图及图则转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
（二）片区界线调整：本次调整结合东部工业园（企

石辖区）控规界线对铁岗片区界线进行修正，将两片区
重合部分在铁岗片区中剔除。

（三）根据片区界线调整，重新梳理B01、B07街坊图
则，对涉及的地块重新编码。

（四）用地性质调整及地块细分：将拟调整地块由发
展备用地调整为一类工业用地，并结合增资扩产用地红
线及村界，将原控规E01-01地块细分为E01-01（E9）
和E01-02地块（M1）。

（五）控制指标调整：结合项目诉求，将E01-02地块
容积率调整为3.5，建筑密度50%，建筑限高60米。将
E02-02地块容积率修正为2.0，建筑密度50%，建筑限
高60米。

（六）禁止机动车出入口调整：根据《东莞市城市规
划管理技术规定》修正图则江南大道一侧禁止机动车
出入口。

（七）新增规划实施控制要点：新增海绵城市规划实
施控制要点和基础设施建设要求。

三、公示时间：2022 年 1 月 14 日至 2022 年 2 月

12日。
四、东莞市企石镇铁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E01、

E02街坊调整草案的具体内容，将通过以下方式公示：
（一）网上公示：东莞市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 nr.

dg.gov.cn）；
（二）现场展示：东莞市企石镇湖滨北路城建大楼

一楼。
（三）报纸：东莞日报；
（四）东莞电视台播放。
五、凡是对本次规划草案内容有意见与建议的，可

在公示期内，通过以下方式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放弃上述权利。有效的反馈意见，必须包括反对理由，
反馈者的真实姓名、有效的联系方式及身份证明（个人
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单位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
代理人提供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否则视为无效
意见。如果认为申请事项关系个人重大利益的，必须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有效的反馈意见，将作为规划审
批的参考。

（一）将意见表投入设在现场展示的意见收集箱；
（二）网站留言；
（三）发送电子邮件到qishighs@163.com（规划管

理所电子邮箱）；
（四）将意见表邮寄到“东莞市企石镇湖滨北路城建

大楼规划管理所”（邮编523500），信封表面须注明“东
莞市企石镇铁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E01、E02街坊调
整公示意见”。

（五）联系方式：企石镇规划管理所，联系电话
0769-86719003。

六、利益关系人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如需申请听证，
请于公示期内向企石镇规划管理所提出书面申请。逾
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东莞市企石镇人民政府
2022年1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埔海关驻常平办事处缉私分局

公告
埔常缉法公字[2022]01号

我局于2018年3月12日、2018年7月13日在东莞市常平
镇朗洲一队3号、东莞市塘厦镇林村东方红21号查获的下列车
辆，当事人不明。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
百三十三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请有关当事人于2022 年 7月
15日前与我局联系并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我局将对下列货物、
运输工具依法上缴国库。

特此公告。
二○二二年一月十五日

联系人：胡警官、湛警官 联系电话：0769－22005934
联系地址：东莞市常平镇东征路1号常平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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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

查获地点
东莞市塘厦镇林
村东方红21号

东莞市常平镇朗
洲一队3号

东莞市常平镇朗
洲一队3号

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公告

（2021）粤1973破7号
东莞市浩阳五金科技有限公司各债权人：

申请人周华峰申请被申请人东莞市浩阳五金科技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30日作
出（2020）粤19破申165号民事裁定书立案受理，并于2021年
12月7日裁定指定本院审理。本院经摇珠选定广东名道律师
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东莞市浩阳五金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2年2月
14日前向管理人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地址：东莞市南城区寰
宇 汇 金 中 心 7 号 楼 20 层 ，联 系 人 ：袁 鑫 ，联 系 电 话 ：
18200642716）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
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东莞市浩阳五金科技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22年3月1日上午9:30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会议方式和会议地点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二○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东莞市中浩光电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款领取公告

（最后分配）
未受领分配的债权人（陶绍清、刘杰、刘群英、胡臭、袁杨
陈、李文成、陆奎剑、文宜、全坤华、庄耀民、李潮彬）：

《东莞市中浩光电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经第五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经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8）粤 1973
破 45 号之五《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管理人已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将东莞市中浩光电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进行分配，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债权人陶绍清、刘杰、
刘群英、胡臭、袁杨陈、李文成、陆奎剑、文宜、全坤华、庄
耀民、李潮彬仍未受领。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债权人
未在分配公告规定的期限内受领破产财产分配额，自本
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
权利。

特此公告。
东莞市中浩光电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五日

本报讯（记者 周悦维）说好的
零团费旅游，在途中却被诱导在购
物点消费，不买甚至遭到导游言语
威胁。回家后，张女士越想越不
对，遂拨打东莞市12345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以下简称“12345 热
线”）维权。

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接
线后高度重视，当即抽调执法骨干
成立了专案组，开展调查摸排工
作。辗转粤闽，历时近3月，执法人
员成功帮张女士追回19999元经济
损失。2021年，市文广旅体局把信
访工作做细做实，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利益。

市民遭遇强制消费，执法
人员跨省查处

2021年3月初，热爱跳广场舞
的张女士和姐妹们在一次表演后被
人攀谈，邀请她们去厦门参加全国
广场舞比赛兼旅游。“拿不拿奖都有
500元，又能旅游4天3夜，还强调
全程零团费。”对方的话术，张女士
如今依旧记忆深刻。

现实却没有那么美好。途中，许
多景点走马观花甚至在车上路过，重
头戏则是乳胶店、药店、厨具店、床上
用品店及漳州市玉器店等五个购物
点。一进店，销售人员就对旅行团进
行“洗脑式讲课”，部分人被诱导花费
几千至几万元购买商品。

“他说这个玉手镯原价199999
元，我们有缘分，就卖59999元”，张
女士表示身上钱不够后，“他说一口

价19999元，还赠送生肖玉吊坠。”
优惠+赠品，一下让她动了心。回
到大巴车查询证书后，张女士才知
道自己被骗了。

不买不行。“导游说没有买东西
的就留下。”张女士告诉记者，没有
购物的游客甚至遭到导游的言语威
胁，“我们都很害怕”。

回莞后，张女士拨打12345热
线举报，希望讨回公道。

“‘不合理低价游’，我们一听就
知道有问题。”市文广旅体局执法科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线后他们当即
组织进行分析研判，并抽调执法骨
干成立专案组，开展相关工作。

2021年4月至6月期间，执法
人员屡次辗转于两省（广东、福建）
四市（东莞、深圳、厦门、漳州），进行
多方调查，细心甄别，克服重重困
难。实地走访了游客、司机、店长、
售后、旅行社负责人、导游、业务员
等共16人，并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
16份。

最终查明，2021年 3月初，叶
某和钟某在未取得旅游主管部门许
可的情况下，招徕组织共115人，为
其提供旅游服务，并从中获利。目
前，叶某、钟某已被行政立案调查，
将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2021年6月7日至11日，执法
人员赴厦门、漳州，协调当地有关部
门，责令涉事珠宝店退回张女士所
购买的玉器，成功帮助张女士挽回
经济损失19999元。

市文广旅体局在责任范
围内为市民保驾护航

2021年，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高度重视12345热线工作，
为广大市民举报投诉违规行为提供

高效服务。
据统计，2021年全年，共受理

举报745宗,全部按时办结。其中
卡拉OK歌舞厅67宗，电子游戏机
室37宗、非法演出13宗、网吧161
宗，电影院9间、出版物15宗、印刷
复制12宗，非法开展视频点播业务/
播放广播1宗、网络游戏209宗、版
权29宗、旅行社87宗、星级饭店1
宗、A级旅游景区6宗、游泳池58
宗、文物保护单位1宗，非法安装卫
星电视用户3宗，其他36宗。

“工作中常有跨省案件，带来了
一定的工作难度。”市文广旅体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他们也在执法过程中
积极解决跨省对象不配合等问题，开
展普法宣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与
当地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等。

回顾2021年，市文广旅体局根
据文化旅游体育市场执法特点，多
措并举，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把
信访工作做细做实，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利益。

一年来，市文广旅体局认真贯
彻执行《投诉处理办法》要求，及时
化解矛盾纠纷，制订并实施了《东莞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行政调解工
作制度》，通过受理、调查核实、协调
处理调解投诉纠纷，尽量做到“大事
化小，小事化无”。制订印发了《文
化市场投诉处理指引》《东莞市文化
市场巡查制度》等工作手册，举办多
样执法业务技能培训班，提升全系
统行政执法水平，健全文化市场长
效监管机制，有效加强了信访工作
处理能力。

接下来，市文广旅体局将认真
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大信访工作力
度，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为广大市民
提供便捷高效的信访服务。

市民零团费旅游遇强制购物
文广旅体局帮助其退货退款

走进12345
系列报道

本报讯（记者 赵浛锐 张喜林
范德全）1月14日，市文明办督导组
（以下简称“督导组”）兵分三路实地
走访检查了万江、谢岗、望牛墩、洪
梅、虎门、石排、茶山、石龙等多镇街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检查发现，通过
前期的文明督导和各镇街积极整改，
相关重点区域和场所文明程度均有
了一定提升。但部分镇街还存在“牛
皮癣”较多、有卫生死角、多处公益广
告残旧泛白未及时更新的情况。督
导组表示，各镇街要加大整改力度，
确保将文明创建工作落到实处。

万江、谢岗
“牛皮癣”问题仍存在

1 月 14日，督导组前往万江街
道、谢岗镇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检查发现，相关单位对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整改，但仍然有一些短板，要
加大整改力度，确保将文明创建工作
落到实处。

在万江街道盛世华南小区正门
口的广场，督导组看到广场边绿化带
有垃圾，广场上有地板损坏未维修。
在公交车站，有“牛皮癣”未清理干
净，马路边有机动车乱停乱放。在万
江新和社区办事大厅，未设置学雷锋
志愿服务岗位，缺乏便民药箱。

在谢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督导组看到厕所门口存在漏水现象，
未设置无障碍卫生间。谢岗镇政府
周边背街小巷有机动车辆乱停放，有

“牛皮癣”存在。谢岗花园大道谢岗
自然资源分局门口绿化带人行道有
小卡片及垃圾未清理。谢岗泰园社
区有不文明晾晒现象，谢岗泰园社区
市场路景观小品字体残缺。

望牛墩、洪梅、虎门
存在卫生死角未及时清理

督导组昨日走访了望牛墩、洪
梅、虎门等镇，对其镇政府周边、市
场、背街小巷等重点场所和区域文明
创建情况进行“回头看”。

在望牛墩，金牛路存在公益广告
被遮挡，镇政府周边公益广告破损、
泛白，花槽有垃圾。河西市场公益广
告被遮挡、破损，还发现占道经营和
进口处没有防疫岗等问题。

在洪梅镇政府周边，可见公益广
告破损。中心市场公益广告被遮挡、
破损，消防设备被遮挡，占道经营。

督导组来到虎门镇政府周边，看
到有烟头未清干净，还发现横幅破
损。商业街太沙路有“牛皮癣”，存在
垃圾乱堆放、积水未清、便民贴吧张

贴杂乱破损，多污渍。

石排、茶山、石龙
多处公益广告残旧泛白

督导组对石排、茶山、石龙等镇
的重点区域进行实地巡查督导，在反
复打磨中，上述镇文明创建工作已经
取得一定成效，但有一些区域的细节
方面仍存有漏洞，希望相关部门、社
区继续努力，保持状态。

督导组来到石排镇，在埔心村法
治广场发现有公益广告陈旧褪色，宣
传栏有破损等情况，需尽快更换维
护。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无应急救
援知识、传染病防治知识公益广告。
石排大道景观小品有破旧褪色现象。

茶山镇主次干道洁净，各类文明
城市创建的公益广告随处可见，文明
城市创建氛围浓郁，只是偶然可见公
益广告残旧泛白。

在石龙兴龙社区居委会周边，发
现有垃圾堆放，未及时清理现象。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卫生间未设置无障
碍求助电话。

督导组检查万江、谢岗、望牛墩等镇街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各镇街要加大整改力度

文明创建在路上

■石排镇埔心村法治广场公益宣传内容陈旧 本报记者 赵浛锐 张喜林 范德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