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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历代经典名著

《异物志》 （东汉）杨孚

《南方草木状》 （晋）嵇含

《肘后备急方》 （晋）葛洪

《南海百咏》 （宋）方信孺

《白沙先生至言十卷》（明）陈献章

《湛甘泉先生文集》（明）湛若水

《泰泉集》 （明）黄佐

《学

蔀

通辩》 （明）陈建

《百越先贤志》 （明）欧大任

《广东新语》 （清）屈大均

《广东文选》 （清）屈大均

《岭南三大家诗选》（清）王隼辑

《粤东金石略》 （清）翁方纲

《广东通志》 （清）阮元

《学海堂志》 （清）林伯桐

《粤讴》 （清）招子庸

《海国四说》 （清）梁廷

枏

《粤海关志》 （清）梁廷

枏

《东塾读书记》 （清）陈澧

《资政新篇》 （清）洪仁

玕

《经学博采录》 （清）桂文灿

《西学东渐记》 （清）容闳

《盛世危言》 （清）郑观应

《无邪堂答问》 （清）朱一新

《南海先生大同书》康有为

《广艺舟双楫》 康有为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清）吴趼人

《李鸿章》 梁启超

《饮冰室自由书》 梁启超

《羊城竹枝词》 （清）吟香阁主人

遗失声明

广州市纯竹爱服装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5MA59A1

D47X,编号：S05120150387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圣多利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空白的广东

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 （电子 - 单联平推式

210mm×152.4mm），20 份，发票代码：2440012

04001，发票号码：09093281-09093300，未填用

未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雁鹰湖度假村有限公司遗失空

白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3 份，

发票代码 244011607030，发票号码 4648

8577，46488578，467885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天味包子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K9PT4N，编

号：S2592017003014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氏蒋英按摩服务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4012560109705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菲勋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值

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1 份，发票代

码：4400183130，发票号码：28542546，已

填开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菲勋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值

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2 份，发票代

码：4400181130，发票号码：11032815，11

032816，已填开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长运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KQJ308，编

号 S25120170206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龙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现遗失收

据三张（一式四联）编号：GZ0094152GZ00

82102GZ0083997。 遗失收据一本（一式四

联）编号：GZ0085741-GZ0085750，现特

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晋佳电子有限公司遗失由广州德

圣康电子有限公司填开的广东增值税专用

发票（发票联、 抵扣联)1 份， 发票代码：

4400184130，发票号码：01880111，已盖

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邓爱贤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分公司解除代理合同且遗失执业证， 号码

0200024401148000201400348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敏贞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分公司解除代理合同且遗失执业证， 号码

0200024401148000201500267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新塘勇兵通信店遗失空

白的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5 份，

代码：244001604001，号码：10034131 一

10034135，未盖发票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卷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6MA59CY0M2M

编号 S061201601659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芸谷芸新能源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市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一张，车辆号牌：粤 AG26S4

车辆运输证许可编号：0012466。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万达文化旅游城投资有限公司：本人李

法兴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支付人民币叁拾柒万

玖仟零玖拾肆元整（￥379094）为购买贵公司广

州万达文化旅游城投资有限公司项目雪域澜庭

A2区 5栋 1梯 2001，并取得等额收据。收据号分

别是：0045625，0045839以上票据丢失， 特此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盛炜装饰材料经营部遗

失广东省国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三联仟

元版）发票号码：22446482-22446486；共

5 份，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穗农装卸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广

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发票（三联万元版）

1 份，发票号码：00927637、（三联仟元版）

10 份， 发票号码：24882834-24882843，

合计 11份，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天祥实业有限公司广州中药饮

片分公司遗失广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

发票 （三联仟元版）5 份、 发票号码：

26210984-26210988�；现声明作废。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 年 4 月 25 日, 在广州市白云区

东秀路巴江河派出所码头江面, 发现死亡

约 7 天男婴:出生约 1 个月,55cm。 上身穿

黄色长袖婴儿衫,下身围着黑色、红色相间

格子布。 知情请电：83117919。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年 4月 25日在广州财富码头河面发现

死亡 2天男尸:22岁,180cm, 穿黑色短袖 T 恤,蓝

色牛仔裤,黑色运动鞋。 知情请电 83120601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担子桂林米粉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06601000535，执照编

号：S069201402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七彩果坊水果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 注册号：440111601583431， 编号：

S1192016003353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 2015 年 04

月 14 日由广州市组织机构

代码管理中心颁发的代码为

33147159-5 的代码证正、副

本，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 广州俊熙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鳌鱼岗三巷 24 号第 2 栋 3

楼 307H 房（不 可 作 厂 房

使用）

清算公告

广州大渔礼遇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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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江市城北罗汉营副食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408816002022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伍青秀遗失女儿（叶敏） 出生证， 编号：

L4407822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卓宇（男）遗失出生证，母亲：黄鑫，父亲：卓

建兴，编号：O4415774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素穆美食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24401050148359，现声

明作废 。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D19

735�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

交 0023248，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金征棋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01MA59HCEU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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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将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减资公告

广州市亿顺纺织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83732988800R）经股东决定，决定

注册资本由原来 2000万元减少至 500 万元。 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

请债权。逾期不申报， 视为放弃权利。本公司将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2019年 4月 29日

清算公告

广州莎朗嘿哟创意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40106MA59CG206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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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智遗失广东省医疗收费收据，收据号：K07

4694797，金额：1617.6元；收据：K074715540，金

额：117元，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稚加仁健康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

商银行广州北京路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81007890220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格博服饰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810054843602，编号 5810-06705039；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堡隼通信设备商行因店面

搬迁， 遗失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

分公司开的代理商押金单 5000元，特此证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啊福小吃店（经营者：黄树声）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010360091323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大大百货商店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 440121600869436，编号 S21920

15024631G，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南沙区永利水产种苗专业合作社成

员大会决议，本合作社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合作社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

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

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合作社将向登记主

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富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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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海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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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美赣倍驰照明灯具有限公司泰古分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04000315

5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策美广告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810033055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一区 138黄文湖不小心遗失押金单发票金额

30000元，发票代码:4400173320 发票号码：4734

5989。 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丰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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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致：夏燕环女士及其家属（简称贵方）

贵方租赁陈玉丽（简称我方）位于广州荔湾

流花路村外街一巷三号 501房，《租房合同》2018

年 4月 30日已期满终止，我方收回房子自用。贵

方物品必须自公告函登报之日起 7 日内全部搬

出并结清所有拖欠租金等。 如逾期未搬离，则我

方默认房屋内剩余物品为遗弃废品。 我方有权自

行收回房屋并清理。 造成的任何财产损失，我方

不予赔偿。

特此告知！

清算公告

广州市金和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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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晟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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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和润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自 2018年 11月 20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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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百思得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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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尾市积恒首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1521MA5107LP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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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玺

玥

文化传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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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明

广州市五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将位于越秀

区廉泉路的五泉汽配市场部份物业承包给刘洪

文个人经营,由 2014 年 4 月 1 日到 2027 年 5 月

7日， 承包经营期间由刘洪文本人分租后和客户

所产生的租金及各种费用、税务，消防，房屋改建

装修拆除和场地内的管理， 签定的所有合同、押

金等相关事宜与五泉公司无关。 五泉公司只是协

助刘洪文的租户申领工商营业执照， 合同内容，

租金，押金等包括刘洪文本人与各租户所签定合

同与五泉公可无关。 特此声明！

广州五泉顾问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20日

公 告

公司全体员工：

经慎重研究决定，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

终止一切经营，提前解散，公司与你之间的劳动

关系依法终止， 劳动关系终止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27日，工资结算至 2019年 4月 30日。

相关的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及经济

补偿金等将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解决。

特此通知

从化东麟钻石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27日

日前，在广州图书馆举办的第四届广州读书月发布会上，广州 30 部历代经典名著正式发布。这是历时近

一年的“广州 30部历代经典名著”评选活动的结果。广州作为岭南文化的发祥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民

主革命的策源地和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 30部名著包含了从东汉到民国近 2000

年的文学、文化与学术名著，是深度阅读和了解广州的重要读物。 对照这个书单，看看你知道几本？

广州30部历代经典名著，你知道几本？

悦读纪·书香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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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典

书香羊城全民阅读活动组委会办

公室从 2018 年 6 月开始组织策划“广

州历代经典名著”推荐活动，经过广州

文史研究馆、中山图书馆、广州图书馆、

中山大学、广州出版社等单位古籍文献

领域专家的推荐评审，并综合市民票选

意见最后出炉这个书单。 主办方表示，

此举旨在充分发掘优秀文化的广州元

素， 系统梳理广州深厚的传统文化资

源，宣传岭南、广州传统文化的历史脉

络和发展进程，为读者提供更加丰富的

精神文化食粮。

广州是一座有 2200 多年历史的古

城，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许多在全

国有重要影响的名人留下了一部部优

秀的经典著述，其中不少著作在中华文

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容闳的《西

学东渐记》、康有为《南海先生大同书》

与《广艺舟双楫》、吴趼人的《二十年目

睹之怪现状》、梁启超的《李鸿章》与《饮

冰室自由书》等现代人熟知的近代著作

皆入选这个书单。这些历代经典名著的

作者大都是广东地区的大儒名士，包括

海珠区下渡村的杨孚， 新会的陈献章，

增城的湛若水，番禺的屈大均，南海的

招子庸，顺德的梁廷

枏

，珠海的容闳，中

山的郑观应，南海的康有为，新会的梁

启超等。

《广东通志》 的作者阮元清代做过

两广总督，他创建了学海堂（

现在的广

州一中

）。阮元文武双全，同时又善于招

揽人才，推动文教，被誉为三朝阁老、九

省疆臣、一代文宗，对岭南乃至整个中

国文化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陈献章与湛若水两人是师生，他们

分别也是王阳明的老师与朋友。王阳明

的墓志铭由湛若水撰写，两人关系非常

要好。 在那个年代，陈献章和湛若水的

学问与名声不在王阳明之下。多了解这

对师生，对学习了解王阳明心学、学习

岭南文化，大有帮助。

康有为和梁启超这对师生，通过阅

读他们的《大同书》与《饮冰室自由书》，

以及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和梁启超

的《李鸿章》，会发现这些大思想家有趣

和感性的一面。

梁廷

枏

、容闳、郑观应从年龄上是

三代人，但都是珠三角地区成长起来的

名士，他们都学贯中西，具有国际眼光，

是杰出的思想家，容闳更是留学运动之

父，他们的伟大著作与光辉事迹，值得

现代人学习。

此次 30 部经典名著， 除了传统意

义上的名著之外，还强化了岭南文化的

区域色彩。 如番禺屈大均是明末遗民，

品行高尚， 他的诗歌充溢着爱国的情

怀，他的地方史著作《广东新语》与文学

汇编《广东文选》， 贯注了他的一腔热

血。 南海招子庸的《粤讴》，搜集了大量

珍贵的地方歌谣， 是了解岭南文化、亲

近广府人民灵魂的秘钥。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大兴在

点评这些名著时表示，它们不仅是岭南

文化的经典， 也是中华文化的经典，通

过阅读和了解它们，可以增强广州人的

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

屈大均的经典著作《广东新语》再

版多次，备受读者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