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宏科幕墙工程有限公司遗失由广州

市银河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广州市农村财

务专用收据，项目名称：水果市场钢结构雨篷工

程投标保证金，收据编号：穗财（16）034222（天），

金额：10000元，已填写已盖发票专用章。 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城建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遗失由广

州市银河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广州市农村

财务专用收据，项目名称：沙太南路 181 号东侧

商铺工程投标保证金， 收据编号： 穗财（16）

034251（天），金额：30000 元，已填写已盖发票专

用章。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乐采日化美容技术研究

所遗失空白广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

票（限额千元版）5 份（一式三联遗失），代

码：144001101134 号码 26168429-2616

84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三达欣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空白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式两联）5

份， 发票代码：4400084620， 发票号码：

00201816-00201820，未填开、未盖发票

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财福五谷杂粮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

AXP2F9Q，注册号 4401116020193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灵康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的广东

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代码 044001800104 号

码 31903709已盖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金诺钟表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

正本，核准号：J5810091498203，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时时领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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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棠景鲜动力饮品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C

BTR32Q，编号：S1192018052000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粤申通快递有限公司遗失填开增值税

普通发票（发票联）2 份，代码 044031800104，号

码 33276376、33276377，声明作废。

公 告

夏社强及卢志垣从吴赐英及吉强，购得广东

美亚投资有限公司及吉强关于对债务人广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江南工贸公司，广东标达发展有限

公司，穗发发展有限公司，李鸿仁的债权本金及

债务利息及债权抵押物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

221 号首层房产的优先受偿权以及相关的其他

权利的合共 100%比例。 特此公告。

公告人：夏社强及卢志垣各占 50%比例。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声露服饰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2DCU

32，编号 S0692018016136G，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珠城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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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旺辉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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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粤嘉公路工程机械租凭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定， 自 2019 年 04 月 12 日

起，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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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澳盈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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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趣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8100787936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山天饮食店遗失国税证正、副本，

税号 440183198502086719； 遗失地税证正、副

本，税号 440183198502086719，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波尔物流（广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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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加顺房地产中介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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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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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兴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黄埔海关委托，我司定于 2019年 4 月 29日下午 2:30 时在广州市越

秀北路 89号越豪大厦九楼拍卖厅，按现状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红酒 38126 瓶，保证金：40 万；（须具有食品生产经营资质的企业或

相关资质的批发商。 如需进入市场流通环节，请买受人自行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办理市场流通环节所需手续和相关证照及粘贴中文标签， 主动接受市

场有关主管部门监督。 ）

2.牛津步枪包 9646kg，保证金 3 万元；

3.空调配件 380kg，保证金 0.5 万元；

4.三氧化二铝 51940kg，保证金 3 万元。

上述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涉案财物（不涉及海关依法罚没的侵犯知

识产权货物），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 标的物以货物、物品的现状为准，竞买人务必在拍

卖前对标的进行详细查对，接受标的现状方可参与竞买，一旦参与竞买，则

视作认可标的现状。 标的所列品牌（标注）、型号、规格、清单、商检报告，均仅

供参考，以现场展示为准。

有意向竞买人请来电或到我司咨询，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下午 4 时前

（以到账为准）将保证金汇到指定账户（户名：广州市兴业拍卖有限公司，账

号：062301040000280，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黄埔支行，注明汇款用

途：标的 X 竞买保证金）。

标的展示：2019年 4 月 24、25 日（请看货人必须提前 24 小时联系拍卖

行实名预约，务必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及联系方式备案。 未提前预约备案

的一律不予安排看货，敬请见谅。 ）

标的展示地点：

标的 1：保税区裕金酒业有限公司

标的 2：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黄埔分公司

标的 3-4：广州市黄埔区广东中外运黄埔仓码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李先生 13352899989、林小姐 13826198280、020-82270139

公司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大沙地东 221 号 604-609房

海关监督电话：020-82130890

海关网址 http://huangpu.customs.gov.cn。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凤阳万清美食店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许可证编号：JY24401050098217，现声

明作废。

责编：陈川 美编：何建玲 校对：黄虹

记者从江苏文艺出版社获悉，暌违 10 年后，池莉再写武汉题材。

池莉全新长篇《大树小虫》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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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读懂江户时代，就不足以真正理解日本

现场

《鲁迅编印版画全集》上市

这部近 40 万字的新作，故事的现

实背景设定于 2015 年的武汉，通过俞

家和钟家两个家族的联姻， 引出两个

家族三代人近百年的历史命运与现世

纠葛。 一个是出生于富商家庭的钟鑫

涛， 父母竭尽全力为其打造优裕的成

长环境，终将其培养成为名校高才生，

希望其继承家业。 一个是出生于高干

家庭的俞思语， 被爷爷奶奶众星捧月

般呵护着，性格天真单纯，不谙世事。

这一场看似门当户对、 一见钟情的自

由恋爱，却是众人运筹帷幄、通力配合

的精密部署。 两个人的结合，两个家族

的联姻， 延展出三代人近百年的跌宕

命运。 其中落笔更多的是当下部分，真

实立体地记录和重现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的社会图景。

据介绍， 小说主线写到十多位主

要人物，涉及老中青等多个代际，以复

式绳套结构， 让原本看似琐碎家常的

小说情节变得错综复杂， 随着不同人

物在时空中的交集， 每个人都逐步露

出真容， 三代人的命运对应着中国现

当代不同时期

的历史事件。小

说紧跟时代，呈

现先锋话语、时

尚语汇，还包含

了大量的历史、

经济、 政治、医

学与科普知识，

生活细节描写，

无处不在的历

史真实，令读者

对这段百年历

史产生生动具

象的认知与理

解。

据出版方介绍， 与以往作品不同

的是， 池莉在这部新作中将视线拉远

拉长，在家长里短、永不止息的生活流

之外， 让当代读者看到的是宏观而深

远的问题；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

天，对传统伦理、道德底线、城乡差异

及时代洪流中自我价值的缺失等问题

做了深刻呈现，发人深省。

《大树小虫》 池莉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5

月

鲁迅是版画收藏大家， 一生收藏

的外国版画多达 2100 余幅，他也是中

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发起者和倡导

者，被誉为“新兴版画之父”，在 2019

年 4 月“世界读书日”前夕，译林出版

社重磅推出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主编的

《鲁迅编印版画全集》。

为了给青年艺术工作者提供参

考，鲁迅从 1929 年开始编印一系列有

关版画的出版物。 他遴选出版的版画

层次丰富、手法细腻，以当今的趣味来

看依旧耐品耐读； 其中凯绥·珂勒惠

支、 麦绥莱勒及一些西欧和苏俄画家

的作品，可以说代表了 20 世纪上半叶

世界版画的顶级水准。 这些画册推动

了中国新版画的发展， 同时也体现出

鲁迅开阔的艺术视野。

即将上市的《鲁迅编印版画全集》

共 12 册，收录了鲁迅编印的中外版画

集，除他主编的画册之外，还有他参与

编辑和生前未能编成出版的画册。 这

套书以鲁迅博物馆馆藏文献为底本，

图片高清影印，行文保留时代风格，完

整、忠实地呈现了这批珍贵资料。每册

书都包含初版书影、鲁迅小像、鲁迅为

书籍或展览所作的序言文字， 以及与

他收藏版画有关人物的文章。

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鲁

迅研究月刊》 主编黄乔生为这套书撰

写了题解， 详述鲁迅编印每本画集的

过程、版画家的生平、初版本的内容与

装帧等。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人

民大学教授孙郁指出，“译林出版社的

《鲁迅编印版画全集》用先进的印刷技

术，复原了鲁迅编辑的版画集的精神，

保存了历史文献， 提供了借鉴的范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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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东京旧称。 1603 年，德川家

康于江户开设幕府，其后绵延 265 年，

史称“江户时代”。 有人说，不读懂江户

时代，就不足以真正理解日本。 日本近

世史研究大家北岛正元撰写了一本百

科全书式的《江户时代》，近日该书中

文版由新经典文化引进出版。 日前，学

者刘柠和北京大学副教授孙建军，在

《江户时代》新书发布会上，透过这本

书， 与读者一同探讨日本江户时代的

社会剧变对后世的深刻影响。

北岛正元出生于日本新

潟

县柏崎

市，曾任东京都立大学、立正大学教授，一

生专攻日本近世史。《江户时代》就是

北岛正元所撰写的经典名作之一。

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制度的最后

一个时代， 是为当今日本留下最多遗

产的时代， 是日本文化全面走向成熟

的时代。 北岛正元在《江户时代》的前

言中写道：“江户时代不断被拿上台

面，大概是因为‘封建’依然以各种形

态残存……要想区分这些古旧的东

西、予以摒弃，就必须探明引发这些问

题的根源———江户时代的真实样貌。 ”

北岛正元撰写此书的初衷也是这样：

还原一段真实的江户历史。 除了脍炙

人口的历史大事件， 本书记录了很多

有意思的风俗人情， 例如浪人和倾奇

者的由来、日本国学的形成、儒学与武

士道的关系等。

据日 本 文

化研究者者刘

柠介绍，“20 世

纪以后，国际社

会学界对江户

时代有很多的

重新评价。以江

户为中心，日本

有了像江户这

样的城下町，当

时的人口已经

超越了巴黎、伦

敦，是拥有百万

人口的大城市，孕育了非常灿烂的、高

度文明的都市文化。 那个时候已经铺

设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走向现代文

明、走向现代性的可能性。 ”

孙建军谈到了江户后期的市民文

化兴起与国民文化萌芽，这一时期，小

说盛行，人情本、滑稽本拥有广泛的受

众。 小林一茶的俳谐大放异彩，在今天

的中国仍有不少读者。 1867 年，明治维

新开始的前一年，“江户时代” 落下了

帷幕。“明治维新在我们学者眼中是非

常值得研究的。 这本书的作者北岛正

元可以说是一洗从前学者对江户时代

的印象。 到现在又过了 150 多年，大部

分学者都支持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是

连贯的，而不是断绝的关系。 ”孙建军

总结道。

《江户时代》

（日）北岛正元 著

2019

年

3

月

书讯

《好导购就应该这样说》

导购岗位是需要营销学、心理学、礼仪学等多种科学知

识的，想要在特定的时间内说服顾客购买商品并不容易。 本

书分别从“如何说，顾客才会喜欢你”、如何介绍商品能更加

深入人心、如何邀请客户体验商品谈感受、如何议价等方面

阐述了导购独有的销售沟通话语，不仅有通俗易懂的丰富案

例、精准解析，更有实战锦囊，帮助其提升连带销售率和客户

转介绍率。

戚伟川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9

年

3

月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陈川

鲁迅是版画收藏大家，一生收藏的外国版画多达 2100 余幅，其中一些作

品，可以说代表了 20 世纪上半叶世界版画的顶级水准。 即将上市的《鲁迅编印

版画全集》忠实地呈现了这批珍贵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