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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千里路”，读书与旅行，常常被联系在一起。 有时，我们会不禁对书页背后的故事感到好
奇：纳博科夫如何在穿越美国的旅途中写出了《洛丽塔》？ 爱丽丝·门罗与温哥华这座城市之间，有着怎样
深层的联系？ 日前由未读文化推出的《文学履途》或可以带领你“漫游在伟大故事诞生之地”。

理想的工作、称心如意的爱情无法凭空获得，掌控情绪、感
悟幸福也不能盲目摸索，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人生课题。

阿兰·德 波顿是人 们 口中 的 英 伦才
子，他擅于从哲学、美学、心理学等角度审
视生活中的现象。 2008 年，阿兰·德波顿
与英国泰特美术馆前馆长索菲·霍华斯共
同创立
“
人生学校”这一项目，致力于帮助
当代人更好地面对人生、 提升修养与情
商，为教育事业带来新前景。“人生学校”
的项目遍及全球，在巴黎、阿姆斯特丹、柏
林 等 12 个 城 市 设有 分 校 ， 线上 有 超 过
380 万的高人气关注。 同时，项目中汇集
了众多资深教育家、权威思想家、知名作
家，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探讨大众关切的
哲学命题。 学校除了开设课程、制作系列
短视频之外，还出版书籍、提供心理学服
务，大受欢迎。

分类广告

迄今为止，
“人生学校”已陆续推出近
20 册书籍，以套系形式呈现，探讨的内容
涵盖了工作、爱情、家庭、幸福、精神、物质
等议题，文风优美，又富于哲理。 日前未
读·生活家推出 《人生学校》 套系图书 5
册，包括《人生学校：理想的工作》、《人生
学校：爱情的真相》、《人生学校：平静的力
量》、《人生学校： 微小的幸福》、《人生学
校：美好的品格》，从中可见，工作、爱情、
情绪、幸福、道德——
—这 5 项困扰当代人
的重要命题，是这套书籍的重点议题。 如
何扫除障碍确立自己的目标，用自己的喜
好赚钱？ 如何处理生活琐事， 与伴侣更
有效的沟通，谱写属于自己的完美爱情故
事？ 如何在颓丧和焦虑中，保持心平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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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礼承广告有限公司温馨提示：网络登报需谨慎

清算公告

清算公告

清算公告

广州市君平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业务良性经
营中，公司自带广州中小客车指标（粤 A 车牌）约
200 个一同全盘转让。 范围：道路运输业(有普通
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客车租赁经营备案证
明)，周经理 13535146770

广州市誉隆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
决定，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
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
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

广州伟晟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广州市通顺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
定，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
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
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转让公告

清算公告

广州锐荣有机硅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
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
代码 91440101MA5ANJXK6M）股东会决
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定：因经营不善决定转让，请债权人自见报 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
之日起 60 天主张权利，逾期概不受理。
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转让公告

清算公告

广州天尚佳品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
信用代码：91440101MA5ANJXE7K，股东
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会决定：因经营不善决定转让，请债权人自 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
见报之日起 60 日内主张权利，逾期概不受理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广州裕丰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

转让公告

作家榛生精心臻选的全新
作品，收录了 30 个轻盈暗涌的
爱情故事， 折射出爱情的千百
种 可 能 ；30 种 静 水 流 深 的 爱
情，凝结成如水一般千姿百态、
包容万象的人生。

实现积极的情绪管理？ 如何再次发现细节
中的闪光和乐趣，使自己被微小的幸福包
裹？ 如何多一份容忍、如何举止自然，做一
个强大且善良的人？ 那些学校里不曾教过
的人生课题，可能在书中都能找到答案。

转让公告

清算公告

广州天亿源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
信用代码：91440101MA5ANJGUXB，股东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会决定：因经营不善决定转让，请债权人自 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
见报之日起 60 日内主张权利，逾期概不受理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广州绿欣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

（塞尔维亚）
埃米 尔·库 斯图 里 卡 著
刘成 富 苑 桂冠 译
浙江 文艺 出版 社
2018 年 10 月

《没有星星，夜不滚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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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代码、法院公告、协查通知、遗失声明、清算公告

广州尚裕隆农业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

《婚姻中的陌生人》

真正地沉浸于其中。 菲茨杰拉德与法国里
维埃拉海岸，他在那里写成了《了不起的
盖茨比》，那里也见证了他的追求与幻灭。
杜拉斯与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这位法
国作家在少女时代与一个中国男人的恋
情，让她一生不曾忘记。
这样的文学游记，探寻了一个作家的
个性、 作品与其周遭环境之间的关系，它
们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重新看
待这位作家和他的缪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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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学校里不曾教过的人生课题

快读

这是两次荣获戛纳金棕榈
奖的导演库斯图里卡的小说
集。收入六篇中短篇小说，聚焦
于巴尔干年轻人在动荡的社会
中生活和成长的经历， 围绕他
们的旅行、冒险、家庭、爱情等
人生主题展开， 在一个个关于
巴尔干少年成长的故事中，讲
述着生命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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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

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漫步，就是在与他狂
热的想象力进行碰撞。 博尔赫斯迷恋自己
的故乡，尤其喜欢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
漫无目的地行走， 他曾写道：“在我的梦
中，我从未离开过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布
宜诺斯艾利斯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
巴拉圭路 521 号，在那里，博尔赫斯不再
是一个文学巨匠的名字，而是一个有血有
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居民。 这是一个摄影
工作室，当地居民依然会来这里拍护照和
身份证件照片。 如果你仔细看橱窗里的三
十几张人像，第一排右数第四个，就是博
尔赫斯。 照片中的他，眼神里依然透着疑
惑， 仿佛这个世界对他来说过于陌生，他
只能去创造他自己的世界。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作家和他们结
下不解之缘的地方等待着你来拜访，如爱
丽丝·门罗与温哥华， 她令自己的形象如
此深刻地映入一个城市，但她本人却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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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文学履途》，源自《纽约时报》
“
FOOTSTEPS”专栏。 该专栏自 1981 年开
始，让记者、编辑、专栏作家去美国、欧洲
和世界其他角落，探寻伟大作家的灵感之
—正是这
地，刊登他们的文学旅行之作——
些文章，最终集成了这本书。
《纽约时报》旅行板块的编辑莫妮卡·
德雷克为本书写了前言，她这样描述她关
于这个专栏的想法：“整个世界就是一个
装满田野、 森林和城市广场的遗物箱，这
些景致曾引领我们中的佼佼者创造出流
芳百世之作。 触摸着这些遗物，我们这些
旅行者变成了信徒，会思考他人是如何成
为他人，又是怎么创造出那些作品的。 我
们会四处打量，并情不自禁地思索，这座
小山和清晨的雾气是否给过他一丝火花？
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是灵感源泉还是偶然
路过？ ”
比如对于博尔赫斯的仰慕者来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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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在伟大故事诞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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榛生 著
浙江 文艺 出版 社
2018 年 10 月
本版 撰文 信息时 报记者 陈川

24 小时登报热线：13560272566（微信）
登报请加 QQ：122195533
电话登报热线：84267279

清算公告

今天办理，明天见报！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浠美美容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值
码：91440101MA59MQE475 编号 S2612017012
244）股东会决定，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 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1 份，发票代
务。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 码：4400174130，发票号码：35504755，已
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
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
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清算公告

清算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明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
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广州瑞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
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广州本字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
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
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广州今庭酒店有限公司遗失广东省地
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 - 简式单联）空白发
票 10 份，发票代码：244001603001，发票
号码：07654527-07654536，联次： 单 联 ，
发票未盖章，特此声明。

清算公告

清算公告

广州积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
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佛山市真超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
定，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有关债权
人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
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天行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
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
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减资公告

清算公告

清算公告

广州禧云珠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7594107503）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
公司拟将原注册资 本 200 万 元 人 民 币 减 资 为
150 万元人民币。 自 2018 年 10 月 29 日起公司
清理债权债务。 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提出清偿。 特此公告。

广州百齐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
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
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广州家宝商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
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
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清算公告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千家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遗失广
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单联平推
式）4 份，代码 144001601110 号码：01392
878、01392879、01392880、01392881， 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跨越速运有限公司遗失车牌号粤 AAM8
90 （黄色） 车道路运输证， 证号： 粤交运管穗字
002788975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旭日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
科耐欧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遗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失 2018 年 09 月 12 日开具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
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小
票（抵扣联、发票联）一份，发票代码 44001741
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
30，发票号码 35467529，已填开已申报已缴纳税
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款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清算公告

广州尊尚微汽车代驾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国、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4401060
58929189，现声明作废。

广东卡纳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 2-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YJ
TM7P ，编号：S12120180128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小潮有机菜（广州）餐饮有限公司遗失国家税
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发票代码 1440118206
26，发票号码 02335222，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淘潮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本
广州泉流雨心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
广州英普奇点五金制造有限公司遗失 可证，核准号为：J5810112500001,现声明作废。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公告见报之日起
遗失声明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 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联、 抵扣联）1
广州市增城普用厨房电器商行遗失营业执照
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登记主 份，发票代码 4400172130，发票号码 030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KH2
管机关申报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K68，编号 S2592016005718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12127，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金崧化工有限公司注销 《第三类非药
广州标瀚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注销 《危险化学
广州市来宜贸易有限公司注销 《危险化学品
广州市弘道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遗失 Millennium
戴建安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遗失第二代居
品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 证书编号：（粤) 品经营许可证》，证书编号：穗天 WH 安经（乙）字 经营许可证》， 证书编号： 穗天 WH 安经 （乙）字 Logistics(Shenzhen)Ltd.于 20180919 签发的单
广州龙力地产顾问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民身份证，号码：432524198801033416，声明 作
3J44010601485。 特此声明。
[2014]00295 号（1）。 特此声明
[2014]00184（1）。 特此声明
号 SCG18090332 正本提单一套，声明作废
废，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纠纷与本人无关。
正、副本，注册号：440105200947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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