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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欧丹丹 陈彦 通讯员
湛关宣）一只全身雪白的呆萌“小狗”在海
关关员的指引下，依次协助海关查验箱包
……9月9日，华南片区海关首只“电子
犬”在湛江机场海关旅检现场正式试用
(如图，湛关宣 摄)。

现场关员介绍，这只名叫大白的“电
子犬”是一款人工智能和多种探测技术
深度融合的机器人，是海关智慧查验单
兵设备，可以提供“毒品、爆炸物线索收
集”“低温监测”“核辐射监测”“毒品、珠
宝、化学战剂”“水果检测”等查验检测服
务。此外，还实现了“税率查验”“政策讲
解”“汇率查询”“多语种翻译”等人机对
话服务。

“‘电子犬’作为湛江机场海关旅检
现场一种新型的智能查验手段，在改善
进出境海关查验方式和安全准入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的应用一方面
弥补了传统的人工查验和X光机、CT
机等电子设备透视检查的不足，减少了
漏检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将进一步提
高通关效率，为进出境旅客提供更加便
捷的通关服务。”湛江机场海关主要负

责人说。
据统计，1至8月，湛江机场海关在旅

检现场共截获旅客违规携带的水果、肉制

品等各种违禁品入境共逾520票，货重约
610公斤，有效防范动植物疫病疫情和有
害生物的跨境传播。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戴李
春 李广用）9月10日，“广东好人”、雷
州“最美乡村医生”李桂一行来到雷州南
兴镇敬老院、宋村敬老院、黄麻村敬老
院，慰问了 50多位五保老人（如图，记
者 李嘉斌 摄），向他们送上月饼、肉鸡、
红枣等慰问品和药品，让孤寡老人倍感
温暖。

当天早上8时许，李桂一行首先来到
宋村敬老院，亲切看望敬老院里的20多
名老人，嘘寒问暖，询问老人们的生活起
居情况，给他们送上慰问品，祝贺老人们
节日快乐，健康长寿。当了解到80多岁
的老党员宋乃兄腰骨痛，活动困难时，李
桂连忙给老人按摩擦药膏，并称回去后他
会尽快送药来。宋大伯高兴地对记者说：

“李医生真是大好人，他不只是每年的中
秋节、春节来看望我们，平时也过来给我
们检查身体，看病送药，真的太难得了！”
随后，李桂一行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南兴镇
敬老院和黄麻村敬老院，慰问了这两间敬
老院里的30多位五保老人。

３２年前，李桂经常到南兴镇敬老院
给五保老人看病，了解到五保老人的生活
十分困难，他决定免费为他们看病送药，
并且每年的春节、中秋都要去看望他们。

李桂说，这两个节日是中国最为隆重的传
统节日，敬老院里的老人们特别渴望亲情
和关爱，这时去看望他们，老人会特别开

心这善举已坚持了32年。
今年已是年过八旬的李桂表示，爱心

善举还要继续下去。

本报讯（记者赖寒霜 特约通讯员
陈超铭）连日来，遂溪岭北镇西塘村“三
清三拆三整治”工作快马加鞭，拆掉猪
栏牛栏准备建休闲广场，全力打造生态
美丽新村。

遂溪县今年开展“三清三拆三整
治”行动后，西塘村发挥党员和村干部
的带头作用，7条自然村群众一起动手，
突出抓好各村卫生垃圾整治，理清房前
屋后垃圾，乱堆乱放杂物，不留卫生死角，
建立门前三包责任制，确保村容村貌整治
卫生。

9月10日，记者走访西塘村，只见条
条村道整洁有序，昔日坐落在村场多处乱
建、废弃的牛栏猪舍已不见踪影，地面推
平种树，残墙危房清拆完毕，路边民居围
墙上涂抹上形式多样的墙体画，画面清新
好看。

在西塘村文化楼前方，本是该村的
牛栏猪栏集中地，如今已平整一新，村干
部正在丈量土地搞建设。村干部李龙
说，这片地拆掉了40多间的牛猪栏和茅
厕，如今做好规划，村民自筹资金准备建
设成占地10多亩的广场及休闲绿地，这
块地将变成全村美丽的休闲场所。

遂溪西塘村拆旧添绿

本报讯 （记者何有凤 特约通讯
员颜荣生）9月10日上午，麻章区组织
区城综局、区公安分局、区政法委协警大
队、麻章交警大队、麻章镇、区自然资源
局、麻章供电局、麻章自来水公司、教育
基地、湖光农场、区卫计局等有关部门联
合执法，共出动人员120多人，大型吊车
3台、钩机3台、运输车6辆，对湛江教育
基地的寸金学院新校区门前乱搭乱建的
构筑物集装箱等40多宗约2600平方米
进行依法拆除清理。

下一步，将对寸金学院新校区门前
乱搭乱建区域进行集中围蔽，防止乱摆
乱卖等“六乱”行为再次反弹。

在顺利做好寸金学院新校区门前乱
搭乱建拆除清理工作的同时，联合执法
队伍马不停蹄兵分两路，对麻章镇畅侃
村民未经批准擅自占用湖光农场位于麻
章镇畅侃村西北侧X668县道西侧粤海
铁路北侧志满派出所斜对的土地硬底化
1宗约200平方米进行整治，有力打击违
法用地行为。

本报讯（记者赖寒霜 通讯员李广
用）中秋节将至，雷州市爱心慈善会组织
500多名会员，到农村开展“中秋送温暖”
社会爱心公益活动。这次活动计划走访
21个镇（街）1200户孤寡老人、孤儿、残疾
人等困难群体。

9月5日上午，该爱心慈善会“中秋
送暖”活动启动仪式在雷州北和镇政府
大院里举行。该镇的孤寡老人、孤儿、
特困户代表 62 人与 500 多名爱心会
员，一起提前欢度中秋佳节。这些受助
对象，在活动现场，领取了月饼、大米、

粉丝、红枣、腐竹、面条等慰问品和慰
问金。

连日来，爱心会员到松竹镇、南兴镇、
龙门镇、调风镇、东里镇等多条村庄，看望
慰问农村贫困户，为他们送上月饼、大米、
面条等慰问品。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吴少川）
为加强基层党支部党建工作力量，增强基
层党务工作人员的党建知识，落实市委部
署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
做先学先改”工作计划，9月10日，市委老
干部局机关党委举办提升基层党建工作
水平培训班，各党支部书记、委员16人参
加了培训。

据了解，机关党委组织这次培训，旨
在通过强化培训，先学一步、学深一层、
学实一点，积极做好主题教育的思想准
备和学习准备，让大家在授课辅导和交
流中把握理论，熟悉业务、开阔视野，全
面提升自身素养和能力，建设一支党性
强、能力好、作风硬、工作实、素质高的党
务干部队伍。

本报讯（记者赖寒霜 通讯员吴
武民）9月 9日，市军休中心关工委来
到南三岛滨海旅游示范区光明小学，
为学生们献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红
色课堂”。

市军休中心关工委向学校赠送儿童
读物、红色书籍和打印机，向贫困学生赠
送慰问金，向全体学生赠送彩笔等学习
用具，并向学生们讲述军旅故事，引导学
生学会吃苦，立志报国。老一辈的“红色
课堂”给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播种下红色
的革命火种，有效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
和报国志。

据了解，该中心关工委是由军队退
休干部自行组织的一个群众性组织。成
立7年来，坚持到偏远学校开展“手拉手”
帮扶助教活动。在为学生赠送学习用
品、奖学金和衣物，免费体检的同时，利
用自身的政治优势，开设“红色课堂”，对
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理想信念教育。

市军休中心关工委

为学生讲解红色故事

本报讯 （记者 林 小 军 通讯员
陈彬 文秀兰）9月6日，坡头公安分局海
东派出所抓获一名涉嫌环境污染罪在逃
人员。

当天19时许，海东派出所接到指令
称，在逃人员阮某林出现在南调街道某
酒店。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将目标嫌疑人
抓获，并依法传唤回海东派出所办案区
进一步调查。

经查，犯罪嫌疑人阮某林在2018年
3月至8月期间涉嫌环境污染罪被交通
运输部湛江港公安局网上追逃。

目前，犯罪嫌疑人阮某林已移交办
案单位处理。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雷鹏）为促进学
生、家长养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良好
习惯，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9月5日上午，交警坡头大
队勤务一中队民警深入辖区湛江市实验
小学，抓住学生家长等待接送孩子的大
好时机，现场对接送学生家长进行交通
安全宣传。

在宣传教育中，民警向等待学生放学
的家长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劝导家长
选用安全的交通工具接送孩子，并提醒家
长在接送学生时规范停放车辆，避免发生
交通堵塞，驾乘摩托车、电动车时要戴好
安全头盔，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做到安全
文明出行。

同时，民警希望广大家长为学生做好
表率，重视学生交通安全，提高自我防护
意识；时刻监督、教育、纠正孩子不文明交
通行为，引导孩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养
成良好的交通行为习惯。

华南片区海关首只“电子犬”试用
湛江空港口岸旅检现场市委老干部局

举办提升基层党建
工作水平培训班

麻章依法拆除
清理乱搭乱建

32年坚持到敬老院慰问五保老人
“广东好人”李桂爱心奉献不停步

雷州500多名爱心人士节前送温暖

交警向学生家长
宣传交通安全

海东派出所
抓获一名在逃人员

单位证件
●湛江市坡头区南三钟土华虾饲料销售店遗失湛
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坡头分局2015年6月8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40804600043212，
声明作废。
●湛江市霞山新鸿达石化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粤
G78218 车 辆 的 危 险 标 志 灯 牌 ，牌 号 ：
44080616-06，声明作废。
●湛江市霞山区七分堡餐饮店梁家豪遗失湛江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霞山分局2017年4月6日核发的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03MA4WDF3F7U，声明作废。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山街道东坡村民委员会
北村村民小组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
J5910002279703，声明作废。
●湛江市万路通化工有限公司遗失粤G32F52车
辆的道路运输证IC卡及纸质道路运输证，号码：

002839738，声明作废。
●湛江开发区博奥汽车美容中
心吴云超遗失湛江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开发区分局2014年 12
月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 ， 注 册 号 ：
440807600053506，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高美眼镜店卢
剑平遗失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赤坎分局2018年8月7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02MA4WWXWCXM，
声明作废。
●湛江市麻章区足鑫阁沐足店
邓丽遗失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麻章分局2016年11月7日签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11MA4UXNCK48，声

明作废。
●湛江市麻章区宏威五金店黎康汝遗失湛江市麻
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4月22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811600142065，声明
作废。

个人证件
●韩金明（父亲）、黄金妹（母亲）遗失韩志烽（儿
子）出生证一本，证号：R440500448，声明作废。
●陈亚清遗失珠海渔政支队于2004年4月21日
签发的专业训练合格证，编号为：Z09-4670185，
声明作废。
●韩晚遗失广东省渔政总队遂溪大队于2019年1
月 2 日 核 发 的 专 业 训 练 合 格 证 ，编 号 为 ：
44082319700902965，声明作废。
●遂溪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吴英超遗失2015年
5月29日核发的人民警察证，警号：217209，声明

作废。
●遂溪县洋青镇鼎讯通信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40823600162621，声明作废。
●遂溪县杨柑镇杨柑村委会蚊仔塘村刘育航遗失
县公安局2015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湛江市霞山区联信电器维护中心陈建武遗失湛
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霞山分局2017年10月23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803MA4X8HXF7R，声明作废。
●湛江市坡头区灯塔路风行牛奶店王柳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正 本 一 本 ，证 号 ：粤 地 税 字
44080419441030022501号，声明作废。
●莫亚妹（身份证号：440804198711260261）遗失
湛江市坡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8年08
月 21 日签发的《就业创业证》一本，证号：
4408040018000361，声明作废。
●易亨国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工退休证》一
本，身份证号码：440804195611032014，声明作
废。
●雷州市原野羊奶经销部（陈春雯）遗失雷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 6月 30日签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440882600268689，声明作
废。
●符成忠遗失原海康县房参镇宝树开发区工程
指挥部 1993 年 10 月 18 日开具的交款收据一
张,（金额：捌仟元整）号码：0058124, 声明作
废。
●符成忠遗失原海康县房参镇宝树开发区工程指
挥部1993年10月18日开具的房参镇宝树宅基地
凭证一张，号码：0000282，声明作废。
●徐闻县和安镇北尾村 016 号郑俊遗失粤
G40228 车 道 路 运 输 证《待 理 证》证 号 ：湛
003120748，声明作废。
●雷州市客路镇诚信影碟店（叶福波）遗失雷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2018年5月25日签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40882600183732，声明作

废。
●雷州市客路镇便民五金店（黄飞）遗失雷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2010年 2月9日签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882600149449，声明作废。
●雷州市纪家镇吴宅经济联合社遗失刻有“雷州
市纪家镇吴宅经济联合社”字样的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雷州市松竹镇海天木片厂（庄世成）遗失雷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2011年8月31日签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40882600199933，声明作
废。
●雷州市雷城镇西湖大道118号袁源钟遗失残疾
证一本，证号：44088219870520881042，声明作
废。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五0五车队
遗失粤GM8827号大客车道路运输证IC卡，卡号：
002169491，声明作废。
●雷州市客路镇上梁管理区中口村下村符荣光遗
失C1型驾驶证，证号：440824197709211816，声
明作废。
●雷州市客路镇上梁管理区中口村下村符荣光遗
失马自达小娇车行驶证正、副本，牌号：粤
G9S282，声明作废。
●雷州市第一运输公司遗失粤GM9953号客车营
运线路标志牌一块，编号：雷运班字2017118号，
声明作废。
●雷州市第三客运公司遗失粤GM7221车道路运
输证IC卡，卡号：湛字001878277，声明作废。
●雷州市雷城镇西湖后闸里181号陈林达遗失广
东省卫生厅2009年6月15日核发的医师资格证，
证书编号：199844341440824196207135417，声
明作废。
●雷州市雷城镇西湖后闸里181号陈林达遗失雷
州市卫生局2010年4月16日核发的医师执业证
书，编码：341440882000032，声明作废。

湛江市茂名商会筹备公告
为促进茂名与湛江两地经济发展，加强企业与当地政府的沟通联

系，湛江市茂名商会由湛江鹰展假日广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9家企业

自愿发起，经湛江市民政局预先核准名称并同意开展筹备活动。本会宗

旨及主要业务范围：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企业自主办会，诚信兴会，服务

立会；以服务会员、服务政府、服务社会为己任，为建设中国特色商会组

织、为建设美丽、富饶、文明、和谐的湛江、茂名贡献力量。

诚挚欢迎茂名籍在湛江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的企业踊跃报名加

入商会，积极为商会成立建言献策，并望相互转告。社会各界如对组建

本会或对本会筹备活动有异议的，可向湛江市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湛

江市赤坎区农林二路2号）反映（电话：3221912）。
联系人：黄帝寿 何奕强 陈秋兰
联系电话：2227999 18318186888
联系地址：湛江市赤坎区康顺路68号嘉瑞禾酒店办公商务区七楼

湛江市茂名商会筹委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