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销公告

广州市天进化工有限公司注销《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 证书编号： 穗天WH安经（乙）字

[2018]0026号（1）。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广州市圣久龙贸易有限公司注销《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 证书编号： 穗天安经（乙）字

[2012]0148号（1）。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食赣佳餐饮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

章、法人章（陈军锋）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广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华南

理工大学开具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

票联）1 份，发票代码:4400171320,发票号

码:11840987,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

此声明。

清算公告

广州市舒特帐篷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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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陈翠颖遗失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证书，证

书编号 1273�6120�1706�0001�63，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国式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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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游漫城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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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妃尔黛服饰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40106000288154，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01560209996W，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益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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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天府川菜美食店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244010500749

86，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健合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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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易雅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停止公司经营活动， 于 2019年 1 月 3日成立清

算组，开始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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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

月 7日

遗失声明

广东协成汽车出租有限公司杨国江遗失押金

一张，编号:201701-00000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莞市圳伟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值税

普通发票一张发票代码 4400172320 发票号码

84118362已盖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万胜文化策划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LU0N

XW，编号：S10120170231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味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LFHR

XR，编号：S1112017048434�，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处置宝投资顾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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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润兴服装有限公司遗失已开具广东增值

税专用发票(抵扣联与发票联）2份，代码 4400181

130�号码 13476163,13476164特此声明

清算公告

广州浩轩餐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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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市宾矶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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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市港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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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根据广东骏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广东广

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广

东骏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根据（2014）穗天法民

二初字第 3989号《民事判决书》所享有的对广东

阳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债权及相关权益，

已依法转让给广东广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请广

东阳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立即向广东广物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全部还本付息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骏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7日

减资公告

广州艾媒数聚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560228783F）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 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2056.3567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984.3841 万元，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申报。 本公

司将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遗失声明

陈龙兵，性别：男，遗失证书名称：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证书，专业：道路桥梁工程技术，证书编号：

126251201006000087�，现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注销代码、法院公告、协查通知、遗失声明、清算公告

24 小时登报热线：13560272566（微信）

登报请加 QQ：122195533

今天办理，明天见报！

电话登报热线：84267279

广州市礼承广告有限公司温馨提示：网络登报需谨慎

广州立帜实业有限公司保安服务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广州立帜实业有限公司帽峰山项目

服务期限：预计由 2019年 4月 1日至 2021年 3月 31日(2年合同期)

投标人资格要求： 1.获得有关的执业经营法定牌照，具备国家颁发的 " 保安服务许可证 "，保安员证

齐全，守法经营的保安服务企业；

2.公司注册资金不少于人民币 100万元；

3.拥有 3个 100万人民币或以上，现在管广州保安服务合同；

4.信誉良好，财政稳健，成立年限不少于 3年的注册公司，并能提供最近 1 年已经审核的公司审计报

告 1份。

投标人需提交文件：1.前往取标书者必须携带最新年检的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企业

资质证书、法人代表的授权委托书、派驻保安人员保安员证等证明文件，并简要介绍本公司的基本状

况、管理业绩等情况。

2.投标人之公司股东 /投资人 /法人 /公司负责人必须与我司员工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亦不是我司员

工，并提交相关利益申报声明。

索取标书时间：2019年 1月 7日至 2019�年 1月 9日于办公时间(09:00-18:00)

索取标书 /回标地点：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6号海航大厦 2楼物业部

联系人 /电话:朱先生 /020-38159211

回标截止时间：参与投标之公司，必须按投标文件要求将回标书及相关资料于 2019年 1�月 16�日中

午 12:00前一并交回；

招标人：广州立帜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7日

清算公告

广州合广隆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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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研究性的社会学家，

她的研究挑战传统， 她的生活

方式挑战习俗， 而这一切， 都

出自她对“爱” 和“美” 的向

往。 在有限的生命里， 李银河

希望能写下更多关于“爱” 和

“美” 的故事。 暌违六年， 她

带来了全新随笔 《我们都是宇

宙中的微尘》， 这本心灵笔记

宁静而优美， 清醒而通透， 为

读者提供了一种超脱但不避世

的人生视角， 呈现了理性和文

艺兼具的生命体验。 1 月 13

日， 李银河将携新书来广州购

书中心， 与读者畅谈她对生命

与爱情的理解。

预告

李银河谈生命与爱情———

《我们都是宇宙中的微尘》新书分享会

时间：

1

月

13

日

14:30

地点：广州购书中心（天河总店）六楼多功能厅

责编：肖华 美编：方元 校对：陈凤儿责编：陈川 美编：何建玲 校对：黄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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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妈妈”帮你规划婚姻大事

在“嫁得好不如干得好”日渐成为新潮流的语境下，不结婚不生子开始成

为新女性展示独立自主的时尚标签，而事业和家庭能否平衡也一直是职业女

性的两难问题。 苏珊·佩滕，一个在上世纪 70年代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才

女、一个人力资源咨询专家，却在她的著作中建议年轻女性恋爱要乘早，生孩

子也要趁早，指导她们如何像找工作一样找到合适的丈夫，尤其是针对现代

知识女性认为工作高于家庭、事业高于婚姻，从而晚婚晚育或婚而不育的现

象，提出了女性建立和经营美满婚姻的意义、途径和技巧。因此，《一个普林斯

顿妈妈的女儿经》在美国出版时，曾经引起不小的争议，批评者认为她在贬

抑新时代女性的地位和选择。 在婚恋观和生活价值观日益多元的当下，你可

以选择任何生活方式，但如果你决定还是要选择结婚生子，这本书也许可以

成为你的案头备选。

张继清

苏珊·佩滕的两个儿子和儿媳都毕业于普

林斯顿大学，因而她被称为“普林斯顿妈妈”。

不同于认为婚姻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可遇而不

可求的传统论调， 苏珊·佩滕认为就像找工作

一样，婚姻是有目标有计划地寻找来的，或者

说女孩子是把自己营销出去的。 她认为女性在

婚姻市场上， 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想找什么样的丈夫； 要想找到自己想要的，自

己应该有什么素质和条件，如何创造条件让对

方认识和信任自己；建立家庭以后，如何经营

管理家庭，创新感情。

按作者声称，此书的读者群不是面向所有

女人，而是针对进入大学而且希望拥有传统生

儿育女的家庭生活的知识女性。 作者回想起自

己的大学生涯，很遗憾没有在大学时期找到一

个丈夫，以至于毕业后的十年都为结婚找对象

的事焦头烂额，并因为自己想要孩子而年龄不

等人的原因步入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婚姻。 她的

婚姻在孩子上大学后结束了。 作者认为自己的

婚姻生活并不成功，但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大学

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她见证了他们的幸福和成

功。 回首这些经验和教训，作者感慨当初无人

指点迷津以至于走了很多弯路，所以她希望自

己能给女孩子们提供一些建设性的人生意见。

作者给女大学生的主要建议有：

如果一个女人想过结婚生子的传统生活，

那就要在合适的时间找到合适的对象。 作者认

为大学是兴趣智力相当的同龄人最集中的地

方。等到工作后，合适的人就很少遇到了。所以

作者劝告女大学生们，在上学期间要把百分之

七十的精力花在找对象这件最重要的大事上。

她建议女孩子自己要像准备工作面试一样，向

对方展示自己最好的状态以及内在素质和能

力。 为此，女生不仅要合适地打扮自己，更要爱

惜羽毛，避免让自己成为校园暴力的牺牲品。

作者也给与了刚刚进入婚姻的知识女性

如何看待生育的非常理性的忠告：结婚女性应

首先考虑生孩子，而非万事俱备的时候，其实

这个时候也许就根本不存在。 作者认为对于知

识女性，工作与生孩子根本不矛盾。 女生要破

除生孩子是累赘和负担的错误认识， 相反，孩

子是横生的乐趣、工作的动力。 生了孩子的女

性工作积极性更大, 更有责任心和创造力。 另

外，早生孩子，女性也更有精力照顾孩子并有

效地兼顾孩子。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自出版以来在美国

备受争议，批评者认为她在诬蔑和贬低新时代

女性的地位和选择。 可这并不妨碍她的流行，

她回到母校的演讲非常火爆，很多年轻女生觉

得她的坦率和直言就像是自己的唠叨妈妈，有

很多的人生智慧和生活的体验真实地和后代

分享，堪称一堂内容丰富的婚姻幸福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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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还》：神性湘西的别样文本

《花城》杂志名誉主编田瑛

的《生还》新书分享会近日在广

州四阅书店举行， 作家韩少功

出席分享会， 与田瑛一道追忆

神性湘西的奇幻魅力。《生还》

精选作者十六篇作品，隐秘的、

原生态的湘西在作者饱含深情

的字句中一一呈现。 谈到《生

还》写作的缘起，田瑛解释道，

尽管他离开湘西， 来到广州这

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已有三十

年，但是源于故乡的童年记忆，

仍然一刻不停地萦绕在他周

围。 他固执地要回到生命起源

的地方， 找回最初发现美的方

式。 对于《生还》，韩少功解读

到， 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平常的

小说文体去读， 而应当把它看

成一种“傩戏”，一种“巫术”，

“它让读者进入一个色彩浓烈

的神人交杂的世界里， 进入神

不神鬼不鬼人不人的那种迷幻

状态， 去理解湘西特有的文化

符号与美审元素， 同时满足心

灵上的某些深远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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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的孩子绘本馆”系列上市

日前， 由浙江少年儿童从

出版社重点打造的绘本系

列———“爱书的孩子绘本馆”上

市。 这套绘本包含了五个各具

特色的小故事， 围绕着一个

“爱”字展开，对培养孩子的观

察能力、认知能力、想象力、创

造力，以及情感发育方面，都将

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艺术感

是一部出色绘本的另一重要指

标，彼得·卡纳沃斯是澳大利亚

绘本作家，他自写、自画，作品

大多故事简洁，却寓意深刻，绘

画风格利落，充满现代感。这套

书采用了原版引进加中文译本

的模式打造， 满足目前许多家

庭双语教学的需要。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陈川（署名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