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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启明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9817462912971，简称“启明公司”)、广
东众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9817081339840，简称“众源电力设备公司”）
双方公司分别作出的股东决定及吸收合并协议，启
明公司拟吸收合并众源电力设备公司，合并完成
后，启明公司继续存续，众源电力设备公司注销。
合并前启明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元，众源电力设
备公司注册资本11000万元，合并后启明公司注册
资本8000万元。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合并完成后，
众源电力设备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存续的启
明公司承继。请合并方众源电力设备公司的债务
债权人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通知
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凭有效债务
债权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有效担保。债
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相应债务将
由本次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的启明公司承继，吸收
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联系人:何凯洋 13727739197
联系地址:高州市文明路18号

广东启明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众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2022年 12月 2 日

吸收合并公告

公 告
2021 级中医助理全科医生劳春汉，你于 2022 年

11月23日起无故缺勤培训，因无法联系上你，登报后

三天内回到医院上班，如继续缺勤，我院将按照相关

规章制度作出处理。

化州市中医院
2022年12月3日

变更公告
根据茂名市茂南区自然资源局的要求，现将

2022 年 11 月 30 日在相关媒体发布的茂南土交网挂
告字〔2022〕06号土地出让公告中的茂南区金塘镇圩
农民新街北侧 MNJT-28 地块的出让金支付方式变
更如下：

将“自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付清全
部土地成交价款”变更为“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自出
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内缴交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
出让价款的50%，余款需于2023年6月30日前缴纳完
毕，在支付出让价款余款时，应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
出让价款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
向出让方支付利息。”

其他内容不变。
（电话：0668-2537051 、2537078 地址:茂南区行

政服务中心二楼212室）
茂名市茂南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12月5日

受茂名滨海新区城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
本中心对以下1宗国有建设用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网
上公开挂牌交易，按照价高者得为原则确定竞得人。
标的编号：WGCQ2022-25；位于茂名博贺新城启动
区内，宗地面积约为9461.45m2；用途：批发市场、零
售商业、餐饮、旅馆、商务金融、娱乐、其他商服、公园
与绿地用地 ；网上挂牌起始价：255456元/年（设有
保留底价），竞租保证金：30000元，增价幅度：10000
元，租期为10年；交易过程中发生的一切税费由竞
得人（承租方）承担。未尽事宜，请查阅网上挂牌交
易文件。

公告时间：2022 年 12 月 6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0
日止；网上挂牌竞价时间：2022年12月21日9时至

2022年12月27日15时；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
2022年12月26日17时（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限
时竞价时间：2022年12月27日15时起。

请有意者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广东省
• 茂 名 市）（https://ygp.gdzwfw.gov.cn/ggzy-portal/
index.html#/440900/index），查询并下载相关交易文
件，按照交易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公开交易活
动。联系电话：（0668）2288783、2290279，联系人：卢
先生、郑小姐，联系地址：茂名市油城十路6号大院
（金源盛世）茂名市行政服务中心三楼；标的现场踏
勘联系电话：18300079350，联系人：陈先生。

茂名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2年12月6日

网上公开挂牌交易公告
茂权网挂字〔2022〕21号

2023“好心优品年货节”参展产品招商启事
“好心优品”网上商城是茂名日报社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

需要而成立的电商平台，以服务我市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为宗

旨，平台利用强大的媒体资源，结合“线上+线下”销售模式，在

推广销售我市特色农副产品工作中屡创佳绩，赢得广大企业的

信赖，深受市民的好评。在2023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平台拟

举办 2023“好心优品年货节”，现拟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参展产

品，相关事宜如下：

一、报名时间

2022年12月6日——2022年12月9日

二、招商类目
1、过年（节庆）食品

2、日常生活用品

3、预制菜（含速冻类食品）

4、其他

三、企业要求
（一）具有合法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的营业执照，并具有以

上类目的相关经营范围；

（二）所提供产品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的质量标准；

（三）供货能力要及时满足需求，且能保证产品质量。

四、报名流程：
符合以上条件的企业，请扫描以下二维码，获取附件2023

“好心优品年货节”参展产品名册，并在报名时间内将公司的营

业执照、法人代表身份证、负责人联系方式、食品经营许可证、

产品合格证、授权书（如有）、产品质量检验报告书（如有），以及

公司基本情况和符合招商类目的产品品名、简介、图片、规格、

供货价（含税）、市场销售价等以表格形式发至邮箱herny1981@

126.com，联系人：何生 13929710123。

茂名日报社
2022年12月5日

■记者 王霞 通讯员 钟艳

本报讯 11 月是全国消防
安全月，适逢风干物燥时节。
广东省交通集团所属茂湛、包茂
高速在确保道路安全畅顺的同
时，紧紧围绕“抓消防安全 保高
质量发展”主题，广泛组织开展
消防安全系列培训及演练，切实
巩固企业员工消防安全意识并
提高火灾应急处置技能。

强化培训，拉紧思想
“防火线”

日前，在茂名东管理中心，
茂名市应急救援支队教员为茂
湛、包茂高速广大员工代表现
场讲授“消防安全课”，主要结
合近年来一些因缺乏消防安全
知识或应急救援技能而引发的
重大消防事故的惨痛案例，以
视频和图片展示方式，向参训
人员现场讲解并普及基本防火
知识、防火措施及消防器材使
用方法等，重点突出实操性，再
次丰富了高速一线员工的消防
安全知识储备。

据悉，11 月以来这样的培
训已在茂湛、包茂高速持续开
展 10 余场，确保拉紧企业员工
的思想“防火线”。

模拟逃生，筑牢生活
“防火墙”

为提升员工在生活区火灾

情景下的自救互救能力，包茂
高速茂名东站、信宜站和茂湛
高速官渡站相继举办了火灾逃
生演练。

信宜站模拟宿舍二楼电箱
因线路老化引发火灾场景，随
着一声“起火了！宿舍楼的人
赶紧撤！”，员工们纷纷就地取
材，熟练应用防毒面罩、湿毛巾
等在浓烟中匍匐前进，迅速安
全逃生。

茂名东站员工在宿舍楼不明
原因起火的情况下，迅速逃生，重
点模拟某员工因躲避不及“吸
入”浓烟陷入“昏迷”，舍友迅速
扶起他一并戴好防毒面罩后，再
背起他及时撤离“火场”的环节。

官渡站则在宿舍楼应急逃
生演练中预设多种环境，指导员
工掌握不同逃生方法。火警模
拟信号响起后，参演员工在指挥
员组织下，运用湿毛巾捂鼻、穿戴
防毒面具或湿棉被覆盖等方法，
按照预设逃生路线迅速有序地从
多个楼层撤离至指定集合点，疏
散过程配合紧密、精准高效。

通过逼真的演练，广大员工
很好地加强了面对突发火灾情况
的心理素质，尤其提升自救互救
能力，切实筑牢生活“防火墙”。

实战操演，竖稳高速
“防火屏”

针对茂湛、包茂高速各站
点现场突发情况多且不乏车辆

突发自燃的状况，茂湛高速茂
名站因地制宜进行了一次站场
车辆起火应急演练。

演练摸拟了一辆皮卡车途
经该站出口某车道时，后斗突
发着火冒烟，现场工作者发现
后立即上报路段监控中心和值

班站长，及时关闭车道并迅速
利用岗亭上的灭火器有效扑
救。扑灭火源后由工作人员协
同司机将车辆推离现场，恢复
车道畅通的情景。通过实操，
高速一线员工现场应急处置技
能得到明显提升，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更从容。
通过一系列消防安全培训

和演习，茂湛、包茂高速迅速拉
满“消防安全”宣教氛围，扎实提
高员工减灾救灾能力的同时，也
为企业高质量安全发展稳固了
基石。

茂湛、包茂高速开展“全国消防安全月”系列培训及演练

拉紧“防线”全力筑牢安全“防火墙”

■记者 周燕红 通讯员 杨金龙

本报讯“派出所吗？我们发现一取款男子形
迹可疑……”近日，电白区公安分局陈村派出所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陈村支行的联动协作下，快速抓
获一名正在银行柜台取款的涉“卡”犯罪嫌疑人。

近日，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陈村支行的柜台，
银行工作人员在帮一名外地口音的青年男子办理
取款业务时，发现该男子的银行卡流水十分异常，
且举止和神情令人怀疑。职业的敏感性让工作人
员顿感蹊跷，正在面前办理取款的男子很可能涉
嫌电信诈骗犯罪。为了不打草惊蛇，工作人员沉
着应对，在办理业务的过程中设法稳住他，并俟机
报了警。

接报的陈村派出所立马出警，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赶到银行，并依法对该名嫌疑男子进行盘
问。经核查，该名男子姓司，是山东阿县新城人，
现年 32 岁，涉嫌利用银行卡犯罪，被民警当场控
制并带回派出所作进一步处理。

“我是近日才流窜到电白取款的，没想到在这
里栽了。”司某供述，其多次出租自己的银行卡为
不法分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帮助，进行
诈骗赃款转移、套现并从中获利，涉案金额 20 多
万元，直至被电白警方抓获。

目前，司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
电白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警方提醒市民群众要提高警惕，要重视个人
信息保护，避免不法分子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电信
诈骗；切勿为一时图利，为赚取“佣金”出租、出售
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网络账号等给他人使用，
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

电白警银协作巧擒嫌疑人
一男子涉“卡”犯罪在银行落网

■记者 周燕红 通讯员 陆祉羽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 2022 年宪法宣传周
主题“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全面贯
彻实施宪法”，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助力推进
平安校园建设，日前，电白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莫
挺走进电白区树仔中学开展法治教育宣讲活动。

活动开始前，树仔中学校长代表学校向莫挺
颁发了法治副校长聘书。随后，莫挺以“如何做一
名守法的公民”为切入点，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网络电信诈骗、毒品犯
罪等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全面讲述，
并告诫同学们要提高法治意识，学会用法律武器
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远离不法侵害。

一堂深刻的普法讲座在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
圆满落幕。讲座内容由点到面，由表及里，让现场
师生对法律有了更加直观、感性的认识，也让知
法、守法、用法的种子在青少年的心中萌芽生长。

据介绍，此次送法进校园是电白法院积极响
应电白区“4+1”护苗宣传教育活动的一个缩影。
电白法院始终坚持落实选派法官担任法治副校
长、“法治进校园”常态化等工作机制，在党的二十
大精神引领下，充分发挥法院职能职责，积极协助
学校开展法治教育、学生保护、安全管理、预防犯
罪等依法治校和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以实际行
动呵护未成年人在法治阳光下健康成长。

以法护航 守护成长
电白法院送法进校园

■记者文华春通讯员李波庞石

本报讯 日前，在化州市一
起变更抚养权纠纷中，当事人
刘某和李某离婚后因变更抚养
权纠纷，后双方在当地司法惠
民服务中心经调解后进行了诉
前调解并申请司法确认。事
后，当事人刘某激动感慨地表
示：“原以为需要好几个月的时
间和缴纳一大笔诉讼费才能解
决的事情，没想到不花一分钱
不到一小时就解决了，果然是
名副其实的司法惠民，省钱省
力省心！”

化州市司法惠民服务中心
建成启用以来，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思想，把提供便捷、优
质、高效的司法服务作为根本
宗旨和目标，充分发挥“法治宣
传、诉前化解、便捷诉讼、以案
释法”四大功能作用，切实做到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及时有效地调处化解了大量社
会矛盾纠纷，有力地加强基层
社会治理，维护了社会大局稳
定。截至今年 11 月，化州市司
法惠民服务中心累计接待群众
法律咨询2万余人次，成功化解
各类诉前纠纷 5000 多宗，司法

确认 47 件，解决诉讼标的 2000
多万元。

化州市通过抓好“四个聚
焦”，深入推广应用司法惠民服
务，实现司法资源向基层延
伸。一是聚焦增强法律意识，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依托各镇
街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向群众
广泛开展线上线下普法宣传，
着重宣传《民法典》、《婚嫁家庭
法》、《物权法》、《合同法》等与
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
知识。截至目前，全市司法惠
民服务中心累计播放法治节目
266 期次，开展法治宣传、专题

讲座、精准普法，发放宣传资料
7 万多份。二是聚焦提升服务
能力，抓好司法惠民业务培
训。今年 11 月 18 日，化州市委
政法委在该市司法惠民服务中
心召开全市司法惠民服务中心
工作推进会。会议采取网上视
频直播形式，连线各镇街及相
关单位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全
市各单位的司法惠民服务中心
业务骨干共 500 多人参加培
训。三是聚焦便民利民，加强
诉前调解机制建设。统筹整合
各方资源和力量，把非诉讼纠
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把矛盾

和纠纷化解在基层，并与其他
政法工作共同推进，切实做出
成效。2022 年上半年，化州市
法院新收诉讼案件同比下降
了 9.9 个百分点，诉源治理取
得良好成效初。四是聚焦智
能 化 支 撑 ，优 化司法诉讼服
务。充分利用政法机关智能化
建设成效，对诉前化解不成功
的当事人，及时引导进入诉讼
程序，提供高效、便捷、阳光的
诉讼服务。目前，该市司法惠
民服务中心累计网上立案审核
5000 余件，在线成功调解纠纷
1000余件。

让数据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腿
化州市司法惠民服务中心化解纠纷5000多宗

■记者张伍通讯员陈依婧郭高添

本报讯“我现在就还钱，
能不能尽快解冻我的微信钱
包？”谢某某拖欠银行信用卡透
支款，成了被执行人后还躲避
法院执行。近日，茂南法院通
过冻结银行账户和网络资金账
户的方式，促使谢某某主动履

行了还款义务。
谢某某因拖欠茂名某银行

信用卡透支款本金2.6万余元和
相应利息，被该行诉至茂南法
院。经法院调解，谢某某与银行
达成协议，约定谢某某分期偿还
上述欠款。但谢某某在偿还了8
千元本金后便玩起了“失踪”，银
行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
行人员向谢某某发出《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
书，并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联
系谢某某。谢某某既不签收法
律文书，也不理会执行人员的
电话和短信。因未发现谢某某
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人员
遂通过网络查控系统对谢某某

的银行账户和网络资金账户进
行了额度冻结。

冻结措施效果立竿见影。
几天后，谢某某便主动给执行
人员打来电话，称微信钱包被
冻结使其无法转账和消费，导
致其生活非常不便。执行人员
对谢某某躲避执行的行为进行
了严肃批评，敦促其履行还款

义务。谢某某切身体会到了失
信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连连表
示会尽快偿还欠款。

次日，谢某某一次性偿还了
所有欠款和利息，法院遂解除
了对其银行账户和网络资金账
户 的 冻 结 。
至此，该案顺
利执结。

被执行人失信逃避还款

茂南法院冻结微信钱包促履行

失信案例

茂湛高速茂名站员工进行站场车辆起火扑救应急演练。 通讯员 钟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