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群贤药业有限公司遗失江西百

仁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开具的江西增值税专

用发票 1 份(抵扣联和发票联)代码 36001

71130号码 03538943已填写已盖章 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

本人岳耀雷， 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海花岛收据

一份。 楼盘名称中国海南海花岛，2 号岛

274 栋 1314 号房，收据编号 HHD40578

94，金额 47122元。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魔图视效文化艺术有限公司遗失

税收缴款书（161） 粤地现：03091746，1

份。 广东省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4400173350，发票号码 01221129，均已填

用，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德鲁克饮食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P8

WE1P，编号 S2692018001672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古玩城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广

州市睿文计算机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专

用发票已认证抵扣联一份，发票代码：44001831

30， 发票号码:05789835， 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

章，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茗道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德草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ENFK

26，编号：S11120160263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德草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开户许

可证正本，核准号：J58101046461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骏马物资回收有限公司遗失未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中文三联无金额限制版)5份，发票代

码 440016130，号码 25333081一 25333085，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景外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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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森动电子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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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丰饰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440106600423021，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信诚人力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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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扩建涂装车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概况：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拟投资 1928.12万元在广州市黄埔区文船路 1 号厂

区内建设满足 PSPC国际涂装标准的 E和 F涂装车间，同时改建厂内危废临时堆场。 E、F涂装车间

承担厂内原有涂装车间部分涂装任务，项目建成后，全厂船舶分段的涂装量不会增加，全厂油漆用量

不增加，排污总量不增加。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若希望进一

步查阅环评报告的内容，请直接与建设单位联系索取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或通过查阅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JRaIlxw31Cw8TmLfr-i1g。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项目影响的周围公众，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XO_3o14IW-kGO8hxI2aKQ。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打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发表其

对本项目的意见建议。 联系方式： 广州市东风中路 268 号广州交易广场 1808 室； 宋工，

020-32038435，stefanie1216@126.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 1月 14日 -2019年 1月 25日止。

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01月 14日

遗失声明

上海罗宾升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遗

失正本海运提单两份，号码 CHSLCAN181100

38、CHSLCAN18110040，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现声明，本公司与以下保险营销员的代理合同已终止，其未

交还本公司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作废，姓名及执业证号码如下：

宋小丽 02004044000080002016009070吴琦 02004044000080002015010436

吴水清 02004044000080002012003952胡平利 02004044000080002015017984

林圣妍 02004044000080002015012108黄婷婷 02004044000080002016020161

李

玥

02004044000080002014003534潘雪兰 02004044000080002016017246

卢桂珊 02004044000080002016012459陈金琼 02004044000080002013001318

陈嘉敏 02004044000080002016007009何丽婷 02004044000080002015013004

李湛波 02004044000080002017009063甘永宁 02004044000080002017012413

本公司以下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遗失，声明作废。

祖晓毅 440100451480000078鲍云 440100451480000713

王玲玲 440000451400003978王智华 440100451480000391

陈杏容 440100451480002335朱丽球 440000451400005282

李静 440100451480002406李金玲 440100451480000016

郭敏怡 440100451480000329张红娟 440100451480002286

卢绍刚 02004044000080002009004840李智峰 02004044000080002009005607

聂丽 02004044000080002008001430钟少裘 02004044000080002009003031

卢颖璇 02004044000080002011002983郑小玲 02004044000080002012001184

张春如 02004044000080002013001422薛丽娟 02004044000080002014001516

林若婷 02004044000080002014004924谢雪娜 02004044000080002015005841

杨璇钿 02004044000080002015010428李国聪 02004044000080002015013965

梁小妮 02004044000080002015016035李少冰 02004044000080002016006410

欧歆 02004044000080002016009633欧阳小玲 02004044000080002016015033

余琴 02004044000080002016019815胡红梅 02004044000080002016020153

赵静 02004044000080002017000488蔡志光 02004044000080002008006039

袁芳 02004044000080002013000905陈美珍 02004044000080002013001295

廖思华 02004044000080002016017174欧炜明 02004044000080002016018435

冀凤丽 02004044000080002016019874肖晓生 02004044000080002009004392

周小燕 02004044000080002013002398朱懿 02004044000080002009005512

阮宝莹 02004044000080002012002755陈锦辉 02004044000080002015016922

冯滢滢 02004044000080002016005351吴捷 02004044000080002016020112

钟劲豪 02004044000080002014001707李秀谊 02004044000080002015005420

蒋敏 02004044000080002016011224何玉涛 02004044000080002016011992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泽荣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40106600070080，执照编号

S0692014069470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泽荣服装店遗失国、 地税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粤国、地税字 42242819691

009211500号，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晨彩印刷制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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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45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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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柔学化妆品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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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千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诺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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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市艾约服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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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道总工会不慎遗失开户许

可证正本，核准号：J581001588050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道总工会遗失机构信用代

码证，代码：Q4044011101588050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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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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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体验“移动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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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该懂的法庭科学》

（美）杰伊·西格尔 著

孟超 任鹏宇 王刘承 译

湛庐文化

/

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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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陈川（署名除外）

1 月 9 日、10 日，刚刚迈进 2019 年的广州公众迎来由广州图书馆与《诗歌与人》诗刊共同

举办的连续两晚的广州新年诗会。 这一连续举办了 11年的文艺盛事已成为广州新年期间不可

或缺的文艺亮点。

广州新年诗会的主创人黄礼孩表示， 今年的新

年诗会用一个装置艺术来处理表演与观看的问题，

让这一年的诗会不同于以往———2019 新年诗会希冀

用这种“空间体验”的方式来打破人与语言传统的结

构，营造一个新的境遇：读者走出自己的中心，打开，

呼吸，介入空间，再把对空间和时间的感受和体验作

为一项内容。 整个过程即是通过捕捉语言、音乐、舞

蹈、光效、节奏、行为等元素，把有诗歌发生的一切带

到读者的面前，营造一种从“无限”与“自由”的心理

体验。

今年诗会基本的理念是需要读者主动去寻找和

互动，理解由诗歌所构成的艺术空间。 诗人世宾和朗

诵者王非、牧言、马莉、徐晋、吴林柯、杜雨轩、吴倩

晴、程霏、石佩琳等，分别演绎诗歌大师博尔赫斯、沃

尔科特、茨维塔耶娃、西米克、布洛克、斯特内斯库、

西尔泰什、克里斯蒂安森等世界诗人的作品。 另外，

现场装置空间的周围贴着广州几十位诗人关于“时

间、空间、瞬间、移动”等内容的诗句。

在诗会现场， 一个由诸多白色盒子组成的装置

吸引了在场者的目光， 这是主创者们在艺术家联合

体“和山集”的协助下，以“方程”为名设计的装置作

品。 主创者们说，在广州图书馆里搭建一个抽象的空

间就是为了隐藏诗歌潜在的属性， 从而让人与世界

在一种深层的感觉中凝聚， 而心灵的参与又让审美

记忆和生命感受呈现出来。 而“方程”中出没的现代

舞者不断相遇、拥抱，唤起内在的精神性与感知力，使

人产生了与某种存在的呼应，从而超越现实生活而进

入诗中。

2019 年是广州新年诗会举办的第 11 年，也是其

进驻广州图书馆的第六年，已成为“广州城市文化名

片”。 2018 年 3 月，“广州新年诗会”入选国际公共图

书馆界的著名奖项即国际图联营销大奖的 10 个最富

于启发性项目之一。

信息时报记者 冯钰

趣读

《一想到还有 95%的问题留给人

类，我就放心了》

近日，一则科学家探测到外星神秘重复信号的消息刷屏，网友们对于这样的传闻充满热情，甚

至开始讨论起到底要不要回应……未知的宇宙永远能够勾起人类强大的好奇心，而好奇心正是人

类发展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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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黑洞”“暗物质”“暗能量”“宇宙”“平行空间”等概

念对人类有着深深的吸引力？那是因为它们是“未知”的。一个

科学家，放弃科研，改画漫画。 20 年后，他邀请一位顶尖科学

家共同创作了这本“科普未知”的科普书。 这是一本“逆向科

普”的科普书这并非一本“答案”之书，它旨在告诉你人类最前

沿科学的边界，带领你一起从未知探索到已知。

在《犯罪现场调查》《法医秦

明》等影视剧取得巨大成功之后，

法庭科学受到了来自大众的前所未有的关注，人

们渴望知道更多的细节。 几个小时迅速破获一起

案件是可能的吗？ 如何通过指纹、DNA 等线索锁

定犯罪嫌疑人？ 专注于法医和调查科学研究的杰

伊·西格尔博士为读者展现了多种在法庭科学中

常见的证据，并阐释了它们如何在犯罪中发生、如

何被科学家收集和分析，以及如何在法庭上呈现，

书中将法庭科学的主要领域一一呈现了出来，包

括毒品，痕迹证据，尸体解剖，血痕及其他体液分

析，火灾与爆炸，毛发、纤维与涂料，玻璃与泥土。

《隐藏的意识 :�潜意识如何影响我

们的思想与行为》

(

美

)

约翰·巴奇 著 柴丹 译

中信出版社

2018

年

12

月

除了可以被意识到的想法，心

理学家发现，有隐藏的、潜在的机

制在引导甚至创造我们的思想和

行动。作者揭示了无意识中的哪些因素在对我们的

言行和思想施加着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是如何发生

的，以及指出如何运用无意识机制帮助我们达成有

意识的目标。 理解潜意识是如何工作的，洞察我们

隐藏的驱动程序， 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从

而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就可以治愈创伤、打破习

惯、超越偏见、重建关系、开发潜能。

《大脑知道答案》

(

法

)

法比安·奥利卡尔 著

喜阅奇迹·文化发展出版社

2019

年

1

月

可能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

但你大脑可以做到的事超乎你的

想象，通过这本书中的小技巧，或许还需要两三个

小工具，你就可以开始充分挖掘你大脑的潜能了。

书中的内容分为 7 类： 心理暗示与催眠， 理论知

识，记忆力训练，心算训练，活跃气氛的小游戏，身

体语言解读，生活经验分享。 通过它们，你将会发

现，你的大脑中还有众多从未开发的才能。

2019

广州新年诗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