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巨汉广场一期项目
车位开售的通知

尊敬的巨汉广场一期业主：
本项目巨汉广场一期（推广名：卓越中寰）地下车位已

于 2022年6月8日起开始接受认购意向登记，并于2022 年
6 月23 日起开始销售，请有意购买车位的业主携带有效的
二代身份证件、本小区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或房屋《不动
产权证》原件到卓越中寰车位销售中心办理登记手续，本次
认购仅限已购买本小区房屋的业主，具体公告如下：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7月23日止，本组
团业主享有地下车位的优先认购权及优先办理使用权转让
权利。

二、自2022年7月24日起，仍有地下车位未被本小区
业主办理使用权转让的，我公司将有权处理未办理使用权
转让的车位事宜。

特此通知。
东莞市巨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关于《东莞滨海湾新区交椅湾中部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前公示

2022年06月，滨海湾新区完成了东莞滨海湾新区
交椅湾中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在报东莞市自
然资源管理委员会（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二十六条有关规
定，对规划成果进行公示，广泛征求公众意见。现对相
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编制区域位于滨海湾新区交椅湾板块中

部片区，北至广深沿江高速、西临沙涌、东至中海路（海
芯大道）、南至交椅湾新修测海岸线，规划总面积约2.32
平方公里。

二、公示时间：2022年6月20日至2022年7月19
日。

三、东莞滨海湾新区交椅湾中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的具体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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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一楼大
厅。

（三）媒体公示：东莞日报及东莞电视台至少连续三
天在黄金时段播出。

四、凡是对本次规划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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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内的意见收集箱；
（二）网站留言；
（三）发送电子邮件到bhwcsjsj@163.com；
（四）将意见表传真到0769-26889670，注明“东莞

滨海湾新区交椅湾中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五）将意见表邮寄到“广东省东莞市滨海湾新区湾

区1号（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城市更新局）”(邮编
523000)，信封表面须注明“东莞滨海湾新区交椅湾中
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意见”。

五、联系方式：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城市更
新局，联系电话0769-26889277。

六、利益关系人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如需申请听证，
请于公示期内向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城市更新
局提出书面申请。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
2022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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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尹金钟 通讯员 莞
消）6月21日早上，接到广东省消防救
援总队的增援命令后，东莞市消防救
援支队紧急出动12辆消防车，8艘舟
艇，70名指战员前往韶关抗洪。顺利
到达韶关集结点后，东莞支队迅速成
立抗洪指挥部，前往浈江区开展水域
救援工作。

在韶关市浈江区浈江南路一居民
楼有一名糖尿病老人需要紧急求医，
刚抵达韶关的东莞支队救援二组立刻
出动。在到达老人所在的居民楼后，
因老人无法跨越层层脚手架，救援人

员攀过脚手架，让老人平躺在木板上
并抬上皮艇，把老人安全转移至安全
区域。

在韶关市浈江南路2中教师楼内
共有4名人员被困，其中有1名病人
和1名残疾人，因水位太深，未能及时
转移到安全区域，东莞消防救援人员
迅速出动，利用橡皮艇成功把四名被
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

截至22日8时许，东莞消防救援支
队协助浈江消防处置警情75起，出动人
次373人，车辆62辆，舟艇105次，营救
疏散被困人员350人。无人员伤亡。

本报讯（记者 伍江 通讯员 覃
继雪）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韶关、清
远两市防汛救灾形势严峻。记者6
月22日从东莞蓝天救援队了解到，
首批赴韶驰援的东莞蓝天救援队队
员在执行完任务后，已于当天凌晨赶
赴清远英德，协助当地做好防汛救灾
工作。另外，22日下午，东莞蓝天救
援队再次派出7名队员赶赴清远英
德增援。

据介绍，21日深夜至22日凌晨，
赴韶驰援的东莞蓝天救援队队员主要
在韶关市浈江区湾头村协助转移群
众。22日凌晨1时55分，完成湾头村
转移受困群众的任务后，东莞蓝天救

援队听从指挥调度，迅速赶赴清远英
德执行新的救援任务。

凌晨3时35分，东莞蓝天救援队
队员抵达英德望埠镇，随后马上投身
参与当地救援工作。

记者22日上午连线了在英德执
行救灾任务的东莞蓝天救援队副队长
杨军。抵达英德后，他与同组队员完
成了多名群众的转移工作。他告诉记
者：“目前水面漂浮物比较多，加上部
分区域的水位还呈现上涨的趋势，这
给救援工作开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据统计，截至22日19时50分，
东莞蓝天救援队首批15名队员已安
全转移群众257人，转运物资2次。

石排 垃圾清运不及时问
题比较突出

督查组在走访石排镇时发现，部
分区域垃圾清运不够及时。在石排
镇政府周边，其绿化带存在垃圾不及
时清理现象。石排镇党建主题公园
的情况更严重一些，垃圾桶损坏、花
坛藏垃圾、停车场垃圾占道、人行道
垃圾成堆，存在建筑垃圾等问题均有
出现。在公园南路和横山综合市场，
都可发现不少建筑垃圾堆积。垃圾
一旦没有分类放好，不但不美观，放
置时间长还会散发异味，从而影响一
个地方的文明程度。因此，各单位以
及每位市民都应该自觉做好垃圾分
类和处置工作，做文明践行者。

横沥 市场显著位置未张
贴行业规范

督查组走访了横沥镇横沥中心
市场和田坑综合市场，发现这两个
市场都没有在显著位置张贴行业规

范，部分档主未按规范佩戴口罩。
同时，还存在堆放杂物、垃圾散落，
有积水，市场环境卫生有待提高。
田坑综合市场存在消防栓破损以及
公秤处提示牌掉落等问题。

在对横沥镇文明创建工作的检
查中，南铭购物乐园出现的问题相对
较多，分别有：商场禁烟标识不显著，
垃圾桶未做好分类工作，公共厕所里
杂物乱挂，无障碍厕所不能正常使
用。在商场走廊，垃圾肉眼可见，客
户服务中心也未按规定放置放大镜，
还有母婴室设备不规范等问题存在。

厚街、沙田 卫生环境还
需进一步提升

6月22日，督查组来到厚街、沙田
进行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检查。督导过
程中，督查组发现两镇文明城市创建
公益广告较多，公益宣传氛围浓郁，但
还存在一些短板需要加快补齐。

在厚街政府周边，督查组发现
大量垃圾藏匿在绿化带中，虽见到

有环卫工人在清洁路面垃圾，但对
绿化带里的垃圾却缺少关注；珊美
岳范山大路建筑材料没有做好围挡
以及杂物乱堆放，不文明晾晒较多，
卫生保洁还需要加强。

厚街广场周边绿化带大量的铁
马闲置在上面；清扫工具在花丛中随
意放置；机动车违停较严重。康乐北
路一大型公益广告脱落。

沙田镇政府对面景观绿化带里
藏匿较多垃圾未及时清理；杨公洲
社区没有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杨公洲鹤洲三路周边卫生环境较
差。存在牛皮癣；汇华市场周边存
在市民就地晾晒货物，多个消防灭
火器过期，还发现不文明养宠。

樟木头、谢岗 车辆违停、
骑电动车不戴头盔、闯红灯现
象较多

督查组在走访樟木头镇主次干
道时，发现整体卫生较好，道路较为
整洁，但是仍然出现了多处问题，车

辆违停、骑电动车不戴头盔、闯红灯
现象较为普遍。银河北路街道部分
道路出现损坏现象，存在交通安全
隐患，柏峰一路汇盈大厦路段出现
公益广告破损，部分商铺存在乱拉
挂、占道经营现象。

督查组在巡查樟木头镇政府周
边时，发现垃圾堆放未清理，群众
不文明躺卧和电动车乱停放的现
象；在社区服务中心发现公益广告
出现过期、破损和重复粘贴问题。
此外，在社区服务中心，各个窗口处
一米防疫线只有
一条。

督查组在谢
岗光明北路一巷
看到，路边的垃
圾没及时清运。
华美批发超市墙
上的公益广告破
损未及时更新。

市创建办督查组前往石排、横沥、厚街、沙田、樟木头、谢岗等镇街,检查文明创建情况

这些“短板”问题亟待重视
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火速援韶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火速援韶

营救疏散被困人员营救疏散被困人员350350人人

为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成果，进一步做好各项相关工
作，6月 22日，市创建办督导
巡查组（下文简称“督查组”）
分别前往石排、横沥、厚街、沙
田、樟木头、谢岗等镇街，实地
走访其主干道、主要交通路
口，村（社区）、商业中心、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和部位，对其文明
创建的相关情况进行检查、督导。从检查情况看，各相关
单位对文明创建工作高度重视，文明创建取得一定的成
效，尤其体现在主次干道公益广告内容丰富，设计、色调与
周围环境和谐一致，美观大方等。然而，也有部分“短板”出
现抬头的迹象，比如“牛皮癣”、垃圾桶垃圾外溢等现象增多
等，都亟待重视。

本报记者 赵浛锐 尹金钟 张喜林 实习生 高子涵 文/图

文明创建在路上

▲袁秀云遗失东莞市房
产管理局工作证，证号：844-
0016，特此声明作废。

▲东莞市南城街道石鼓
股份经济联合社（原篁村石鼓
管理区）遗失有东莞市城乡规
划局盖章的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证号：01768，项目名
称：源来塑料厂厂房及其配套
设施）原件一份，特此声明。

▲东莞市通宝电线电缆
有限公司遗失了《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和用地红线图，编
号 2007-16-00023，特此声
明作废。

▲ 陈 建 安 ， 男 ，
442527196610153353，东莞
市长安镇沙头社区西坊小组，
1966年10月，遗失东莞市长
安镇沙头西坊股份经济合作
社股权证书，股权证书号：
CA08-01-0460，特此声明。

▲ 张 全 英 ， 女 ，
452123197705200721，东莞

市长安镇沙头社区西坊小组，
1977年5月，遗失东莞市长安
镇沙头西坊股份经济合作社
股 权 证 书 ，股 权 证 书 号 ：
CA08-01-0461，特此声明。

▲ 陈 嘉 怡 ， 女 ，
452123200112110805，东莞
市长安镇沙头社区西坊小组，
2001年12月，遗失东莞市长
安镇沙头西坊股份经济合作
社股权证书，股权证书号：
CA08-01-0462，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不慎遗失山西省水利建

筑工程局有限公司东莞市统
一实施易涝点整治工程（一
期）二标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项目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
枚，声明作废。山西省水利建
筑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
李天来、马新兰：根据薛

美龙与袁柏华于2022年6月
20 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合
同》，薛美龙已将其享有的
（2016）粤 1971 民初 6632 号

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债权转让
给袁柏华。现通知你方各人，
请你方各人根据上述判决书
向袁柏华履行相关义务。薛
美龙 2022.6.22

债权转让通知
贾越鹏、东莞市星宇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根据薛美龙与
袁柏华于2022年6月20日签
订的《债权转让合同》，薛美龙
已将其享有的（2015）清仲字
第862号裁决书确认的债权
转让给袁柏华。现通知你方
各人，请你方各人根据上述裁
决书向袁柏华履行相关义
务。薛美龙 2022.6.22

债权转让通知
梁志勤、冯展莹、广州市

倬誉房地产有限公司、广州罡
海贸易有限公司：根据薛美龙
与袁柏华于2022年6月20日
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薛美
龙已将其享有的(2014）东三
法常民一初字第 873号民事
判决书确认的债权转让给袁
柏华。现通知你方各人，请你
方各人根据上述判决书向袁
柏华履行相关义务。薛美龙

2022.6.22
债权转让通知

张洪仁、许少萍、博白县
唐荣矿业有限公司、东莞市唐
荣服饰实业有限公司：根据薛
美龙与袁柏华于2022年6月
20 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合
同》，薛美龙已将其享有的
（2014）东三法民一初字第
48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债
权转让给袁柏华。现通知你
方各人，请你方各人根据上述
调解书向袁柏华履行相关义
务。薛美龙 2022.6.22

债权转让通知
东莞市瑞通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王迪勋：根据薛美龙
与袁柏华于2022年6月20日
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薛美
龙已将其享有的（2015）东二
法民一初字第1446号民事判
决书确认的债权转让给袁柏
华。现通知你方各人，请你方
各人根据上述判决书向袁柏
华履行相关义务。薛美龙
2022.6.22

东莞市社会福利中心
寻找弃婴（弃童）生父母公告

现将东莞市社会福利中
心4名弃婴（弃童）资料予以
公告查找其生父母，请该儿童
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联系
捡拾地派出所查证后，携带相
关证件及资料一同到市社会
福利中心办理领回手续。联
系电话：22260314，地址：东
城主山大井头莞温路 546
号。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
领，确定为弃婴（弃童）将被依
法安置。（儿童的名字是市社
会福利中心所取） 东莞市社
会福利中心 2022年 6月 23
日

▲ 郑涛，男，2010年5月
8日，在东莞市万江（街道）万

江桥头捡拾，当时约5岁，精
神发育迟缓，捡拾地派出所：
万江分局万江派出所

▲郑永康，男，2010年 5
月7日，在东莞市南城区（街
道）白马御泉山庄工地门口捡
拾，当时约2个月大，脑瘫，捡
拾地派出所：南城分局白马派
出所

▲王雪玲，女，2010年5
月5日，在东莞市长安镇长青

街医院门前路旁的椅子上捡
拾，当时约出生3天，右耳畸
形，捡拾地派出所：长安分局
长安派出所

▲郑东东，男，2010年 5
月2日，在东莞市东城区（街
道）儿童福利院（东莞市社会
福利中心）门口捡拾，当时约
10 个月，脑瘫，捡拾地派出
所：东城分局东城派出所

注销公告
东莞市道滘厚德兰馨妇

女儿童服务中心（统一信用代
码52441900MJM4169102)，
经理事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请债权人于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到我单位申报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声 明

其他声明

公 告公 告公 告

寮步镇已建房屋补办不动产权证证书社会公示

现将寮步镇已建房屋合共1宗项目的项目名称、建筑物名称、建成时间、用地面积、建筑面积、权属单位以及地

块位置等有关内容进行公示（详见附表）。任何机关单位、公司法人、村（居）委会、村民小组或个人，如对以上公示内

容有异议，于2022年07月15日前，均可向我办反馈意见，并提供相关意见。我办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

82813893。

寮步镇已建房屋补办房地产权手续工作办公室

2022年06月22日

序

号

1

项目

名称

雄进塑料制

品（东莞）有

限公司

建筑物

名称

宿舍2

法人

代表

柯永聪

建成

时间

2003年

6月30日

用地面积

（㎡）

34549.90

建筑面积

（㎡）

2204.60

权属

单位

雄进塑料制

品（东莞）有

限公司

地块

位置

东莞市寮步镇

石大路寮步段

225号

申请补办

证书类型

不动产权证

证书（房屋）

东坑镇已建房屋补办不动产权手续社会公示
现将东坑镇已建房屋合共3宗的项目名称、建筑物名称、建成时间、建筑面积、宗地面积、权属单位及地块位置

等有关内容进行公示。任何机关单位、公司法人、村（居）委会、村民小组或个人，如对以上公示内容有异议，截至
2022年7月15日前，均可向我办反馈意见，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我办联系人：刘小姐，联系电话：83698118。
东莞市东坑镇已建房屋补办房地产权手续工作办公室

2022年6月22日
附件

序
号

1

2

3

项目名称

东莞市恒久实业
有限公司厂房一

东莞市恒时达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

厂房二

东莞市恒时达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

宿舍

法人
代表

郭亚艺

郭亚艺

郭亚艺

权属单位

东莞市恒久实
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久实
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久实
业有限公司

建成时间

2008年1月

2012年12月

2008年1月

宗地面积
（㎡）

12654.1

12654.1

12654.1

建筑面积
（㎡）

15828.38

5440

2743.05

权属单位

东莞市恒
久实业有
限公司

东莞市恒
久实业有
限公司

东莞市恒
久实业有
限公司

地块坐落

东莞市东坑镇新
门楼油草岭工业

区5号

东莞市东坑镇新
门楼油草岭工业

区5号

东莞市东坑镇新
门楼油草岭工业

区5号

申请补办
证书类型

不动产
权证

不动产
权证

不动产
权证

■消防员把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 受访单位供图

援韶东莞蓝天救援队队员转赴清远英德救灾
22日下午，东莞蓝天救援队再派7名队员赴灾区增援

相
关

新
闻

■银河北路至银河中路路口有闯红灯现象和电动车驾驶员未戴头盔现象

男子醉驾撞高速路护栏
本报讯（记者 尹金钟）6月15日23时30分，何某驾驶

小车从东莞市桥头镇出发，沿高速公路行驶前往长安镇。
当车辆驶至莞佛高速西行K8+900m大岭山与龙大高速互
通路段时，车辆径直驶入导流带撞向道路分岔口护栏。猛
烈碰撞后，车辆急速翻转横亘慢车道。事故造成该车车头、
路边护栏及防护设施损坏，驾驶员何某手部受伤。肇事后，
何某自行走出驾驶室。

接报警后，东莞交警高速公路大队迅速调派警力到场处
警。现场，民警找到肇事驾驶员何某，并发现何某身上散发出
浓烈的酒气。对此，处警人员兵分两路，一路人员勘查、清理
事故现场；另一路人员将肇事驾驶人何某带回办案区并进行
酒精吹气检测。吹气检测结果显示，何某身体酒精含量为
93mg/100ml。随后，对何某送院进行抽血检测，何某体内酒
精含量为85.23mg/100ml，为醉酒驾车交通肇事。

据何某供述，他当晚与朋友在东莞桥头镇某大排档吃
饭，其间，何某喝了两瓶啤酒。饭后，朋友因事先行离开，何
某则继续留在大排档。是日23时30分，何某自认为喝的酒
不多，自己精神状态良好，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返回长安。
途经事发路段时，何某酒气发作致交通肇事。

“朋友在离开前曾劝我不要开车，让我呼叫代驾。但我
觉得自己已经休息了一阵子，自以为精神状态还行，最后没
有听劝告。”肇事后，何某对其醉驾交通肇事供认不讳。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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