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 明
以下声明人称已通过受让方式取得了珠海经济特区裕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详见下表），现拟将该等股票再次转让。

声明人

韦燕女
杨玲
杨玲
杨玲
杨玲
杨玲
杨玲
杨玲
杨玲

原登记
代码
2931
5289
5221
2994
3055
6546
Z0185
4023
8274

原登记股东姓名

陈子元
高红
曾明

刘海金
程定材
蔡罗芳
曾开金
林战荣
蔡丽珍

杨玲
杨玲
杨玲
杨玲
杨玲
杨玲
杨玲
杨玲
杨玲
杨玲
杨玲

8192
8193
7870
4987
Z0633
2011
1795
4721
Z0649
7295
7745

黄银生
郑三妹
郭欧平
何朝平
凌利
梁剑

陈艳媚
李孝平
陈盘福
李增益
何伟英

杨玲
杨玲
杨玲
黄淑慧
刘佩芳
李晓虹
王菊香
李功新
阳会元
王菊香
刘丽明

Z0299
472
7095
5602
2912
Z0367
1122
4524
1723
5870
Z0671

李海英
张辉国
张远怀
卓胜利
吕明珍
李芹波
胡翠华
陈湛

刘秋娥
周建纯
刘惠民

声明人魏庆辉称已遗失珠海经济特区裕华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凭证（代码：7185），声明作废。

如对上述声明有异议，请于登报之日起30日内致电：

【0756-3311868，18926954743】。
珠海经济特区裕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8日

我关于2022年4月27日做出

了拱横关缉收字【2022】1号收缴清

单，收缴2021年10月20日在拱北

宾馆门口查获的楼上即食燕窝15

件。该收缴清单已于今日在我关

公告栏内张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2年4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横琴海关公告

根据《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重大行政决策听
证办法的通知》（珠府（2014)12号）、《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关于贯彻实施珠海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办法指导意见
的通知》（珠府办（2014)17号）的有关规定，我局定于2022年
5月20日（星期五）下午15时就《珠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办法》（珠府（2017)75号，以下简称“75号文”）修订工
作举行听证会，直接听取社会各方意见，欢迎社会各界人士、
有关单位报名参加。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听证事项
本次听证主要围绕《珠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办法》修订相关内容进行。
二、听证会时间：2022年 5月 20日（星期五）下午15

时。地点：珠海市自然资源局（九洲大道中2002号）1号楼1
楼会议室。

三、听证参加人类别及名额
（一）市民3人（市民自行报名）；（二）镇政府（街道办事

处）5人（邀请香洲区、金湾区、斗门区、高新区、高栏港经济
区各1人）；（三）相关政府部门5人（邀请市发展和改革局、
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审计局、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各1人）；（四）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2人（邀请市人大、市政
协各1人）。

四、听证参加人报名条件
（一）年龄在18周岁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

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三）具有一
定的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和议事能力，对听证事项有较为明
确意见或建议；（四）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公正、理性
陈述意见和建议；（五）能依时出席听证会，遵守听证会纪律

和注意事项；（六）同意公开必要的个人信息（听证参加人名
单将在市自然资源局网站公布）。

五、报名办法
从2022年4月28日起接受听证参加人报名。报名可

采用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报名时需填写《听证会听证
参加人报名表》（下载网址：http://zrzyj.zhuhai.gov.cn/
zwgk/gggs/tzjgs/),并请提供个人身份证明复印件，以单
位名义参加的，还需加盖单位公章。报名截止时间：2022年
5月12日下午18时。

六、听证参加人确定方式
报名截止后，按照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原则确定听证参加

人名单，及时通知听证参加人并通过市自然资源局局网站公
布。如市民类别报名人数较多，难以确定听证参加人的，通
过公开随机抽签的方式确定最终的参加人员。未能参加听
证会的报名人员可以采取书面形式提交有关意见和建议。
市民类别报名人数少于3人的，以实际报名情况为准。

七、报名方式
市自然资源局联系人：谭兵
联系电话：3268612
传真电话：3268630
电子邮箱：zhszsfwzx@zhuhai.gov.cn
报名地址：珠海市征地和城市房屋征收服务中心（珠海

市九洲大道中2002号2号楼503室）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
2022年4月26日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关于举行
《珠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修订听证会的公告

通 告
因新青片区排水管网建设工程施工需要，现决定对

以下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一、2022年4月27日至6月28日，分阶段对西埔二

路、西埔三路、西埔四路实施全封闭的交通管制措施。
二、2022年4月27日至12月30日，封闭新堂路（鸡

嘴涌至超毅实业路段）。
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绕行，并注意交通安

全。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4月26日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区同悦美容健康养生

中心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40400MA53H20L9W，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宇创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私章（谢红梅）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锐德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华南专修学校不慎遗失中

国农业银行珠海市朝阳支行基本户开
户许可证壹份，核准号：J5850001338
702,编号：5810-00750618,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珠海捷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61749983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恒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香洲绿知缘商行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
400MA51KDH1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三宜物业代理有限公司拱

北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40400000025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南屏驰勒建材商行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40860010
0787，遗失公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东会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朱信增遗失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登
记证，证件编号：珠战字0300931，特
此声明。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个 人 证 件 遗 失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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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鹤与潘鹤与““珠海渔女珠海渔女””
□ 何志毅

屹立在珠海香炉湾畔的“珠海渔
女”石雕像，是中国著名雕塑艺术家
潘鹤的杰作。它是潘鹤以其表妹的
肖像塑造出来的南海渔女形象，低眉
信目，衣纹流畅，风姿神韵，启人浮
想。这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于1982
年问世之后，成为珠海的城徽和著名
的旅游景点。

潘鹤，别名思伟，广东南海人。
1938年就读香港德明中学，开始酷爱
水彩画写生。1939年返回广州定居，
学习人物雕塑及书法，立志走艺术之
路。15岁时，写下了“男儿自有千秋
业，何必生平志大官”的壮语自勉，表
达其鸿鹄之志。

在那个时候，潘鹤爱上了长得眉
清目秀、身材苗条、爱唱歌的小表妹
（昵称“阿咪”）。有一次，小表妹的学
校要求每个同学交一幅绘画作品，小
表妹向表哥求助。潘鹤很乐意地为
她画了一幅水彩画。画里是海鸥、海
浪、礁石、沙滩等自然景物，画得历历
落落，有景有情。后来小表妹告诉
他，给她的这幅《海滩》绘画作品，被
学校登载在校刊上，获得老师和同学
的好评，由此而对表哥萌生爱意。那
时，表妹经常鼓励他继续美术创作，
这对他影响很大。潘鹤也非常思念
表妹，用水彩画描绘她的肖像，画完
之后去亲吻画像，结果这些粉彩全沾
到他的嘴上，他思来想去，究竟用什
么材料不会掉色呢？于是开始学做
雕塑了。

广州沦陷之后，潘鹤和表妹的家
庭各自逃难到香港和澳门。1941年
12月，香港沦陷，潘鹤又随家人流徙
禅城。自离散之后，潘鹤一直都惦念
着表妹。当他知道表妹移居澳门时，
决心要找到她。于是一个人长途跋
涉，从佛山来到珠海地区，下海偷渡
到澳门，终于找到了日夜思念的恋
人。两人见面，互诉衷肠。

在逗留澳门期间，潘鹤结识了意
大利雕塑家夏刚志以及画家高剑父、
徐悲鸿、杨善深等，学到了真正的艺
术，兴趣弥增，开始走入雕塑艺术的
殿堂。但不久，他花光了路费，在澳

门生活越来越拮据，一时穷困失意，
流落无依。这时候，他登门向表妹求
婚，孰料遭到表妹父母的反对。就这
样，表妹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与表
哥分手了。后来，表妹一家移民加拿
大，失去音讯。

潘鹤与表妹的分手剪不断理还
乱，几十年来，他对表妹一直念兹在
兹，一往情深。他曾多次写信，要求
表妹从加拿大回来见一面，但她不愿
相见，潘鹤深切地倾吐情意：“我们都
老了，为何不见一面呢？我现在就像
庄生梦蝶一样梦到了你，到彼岸与你
短暂相会，但未来得及畅叙幽情，就
梦醒在痛苦的另一岸。请你归来吧，
归来吧！”表妹有难言之隐，忍隐复
道：“我十七八岁就离开了你，花叶坠
失，美丽都不在了，现在是个丑陋的
老太婆，怎么与你相见呢？不如不见
面好，就留下一个美丽的回忆吧，留
下一个梦，梦幻，比心死，更热暖。”潘
鹤看到这段话时都激动得泪目了。
然而，他还是写信恳求：“我一生负了
韶华，只愿与你重识，哪怕你现在丑
陋了，我都要与你见面，如果你不与
我相见，我今生死不瞑目！”但是，这
位苦情人，望穿秋水，仍未盼到伊人
从大洋彼岸归来，多情空遗憾！

在那段苦恋的日子里，思念的愁
肠百回千转。每当他看到表妹花季
的小照，就想起了当年在校门专候自
己拿《沙滩》绘画作品的表妹那娇憨
绰姿的身影，她的一颦一笑还记在脑
海里，引起他近四十载的伤心往事，
追思已逝的岁月。这件事对他半百
的人生来说，更是悠悠难忘。为了圆
这个未竟之梦，他开始萌发一种强烈
的愿望，一定要把表妹的美，通过肖
像雕塑表现出来。

正在这时，珠海撤县建市，进行
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制定了以发展旅
游为先导，开发15个景区、景点。新
上任的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提议在
市内建一座大型雕塑做城徽，于1979
年10月1日，他找到了在广州美术学
院任教的雕塑家、教授潘鹤，商讨雕
塑城徽的事宜。当时吴健民提出了

纪念碑雕塑、园林雕塑、建筑装饰雕
塑三大类型。潘鹤对吴健民做城徽
的想法表示认同，说：“建设一座新
城，先有雕像，后有城市是对的。”但
他反对在繁华的城市中心做雕塑作
品，认为将来这里已经够繁华了，锦
上添花没有什么意义。又说，艺术要
有独特性，一个好的雕塑要经得起考
验，留存百年就是艺术的永恒，亘久
而不变。于是他根据珠海是一个改
革开放的海滨城市，建市前是个渔业
县，提出在海边建一个“渔女”石雕
像，体现地方的文化特色，以之表现
特定时代又不同凡响的追求，吴健民
表示赞同。

潘鹤回去后，开始研究、构图和
试塑的工作。他怀着对表妹和珠海、
澳门的内心情感，全身心地倾注创
作。在创作中，他将表妹美妙的形态
塑造在“珠海渔女”身上，对美人的美
刻画得淋漓尽致，神髓逸出，可以说，

“渔女”就是他表妹的化身。他说：
“勾起我创作的冲动，是因为悲极生
乐，艺术是感性的，需要激发感情。
艺术要触及灵魂，反映人性才是永恒
不变的主题。”

一个多月后，吴健民到广州美术
学院雕塑室，见到了潘鹤创作的60厘
米高的“渔女”模型草稿，发现“渔女”
模样的服饰有点像仙女。乃建议减
少一点仙女色彩，多些表现渔家姑
娘平实的一面。大家讨论后认为，肖
像保留发髻、项珠、镯子的神话装束，
身上以渔网缠腰，神情带着喜悦，身
段充分表现渔村女性的健美。在讨
论会上，吴健民又提出珠海是个产蚝
之地，打蚝时会挖出蚝珠，便与潘鹤、
段积余、段起来几位雕塑家一起探讨

“献珠渔女”的概念。一星期后，“渔
女”模型出来了，但当时的“渔女”是
双手捧珠在胸前，吴健民仍觉得不合
意，建议把珠托起来。认为擎珠是代
表着珠海经济特区人民无私奉献的
精神。捧珠换位，而意义就媸妍远绝
了。潘鹤又塑了一个草稿，“渔女”托
起明珠之后，身段显得更为优美，体
态更有神韵，遗世而独立之姿，构成
唯美的旋律咏叹。

1982年深秋，“珠海渔女”石雕像
正式落成，坐落在珠海的香炉湾畔，
给这座海滨新城平添了一份气韵和
秀色！

▲“珠海渔女”初长成。

◀雕塑即将落成，创作组
成员面露喜色。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