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深圳市湘鹏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广州晶东贸

易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订

单号为：100976603708，总金额：8493元，发票代

码：4400191130，发票号码：34518351。现已登报

作废。

遗失声明

梁智聪于 2019 年 8 月 12 日遗失第

二代居民身份证，证件号：4417811987060

15913， 自本声明发布注明遗失日起所有

与本身份证有关事情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东凯撒世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遗

失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

壹份，发票代码：4400173320，发票号码：

45830714，已填开，已盖发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梁木兰遗失广州市天河区宦溪西路 17 号前

进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112-113 档档口押金单，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门旺加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MHTK

XR,执照编号 S1192017053840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 长 元 遗 失 户 口 本 , 身 份 证 号

430522195604124919

遗失声明

李秀忠遗失广州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收据，为多经履约保证金 10000 元，单号不

详，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娟丽遗失广州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收据，为多经履约保证金 10000 元，单号不

详，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惠州市文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建设工程交易协会不慎遗失

《广东省社会团体会费统一票据》18份,（第一

联） 号码为：GB04200351-GB04200367,

（第二联）号码为：GC17550851。 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刘永超遗失广州市新天铖粮油食品批发

中心 D 区 86 号商铺租赁合同按金单一张， 金额

6000元整.按金单号：0020409。 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广州小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注销《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 证书编号： 粤穗 WH 安经证字

[2016]440116201。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陈斯婷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编号：

S0392019000005G，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

1MA5CDRCR9K，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斯婷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编号：

S0392019000004G，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

1MA5CDRCM8C，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227陈昌不小心遗失押金单发票金额 30000

元，发票代码:4400163320 发票号码：35602769。

档口押金 15000，代码：4400151320 号码：74436

046. 质量保证金 5000 元代码：4400151320，号

码 744832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盛世电子经营部遗失国税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3052119841229731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盛世电子经营部遗失地税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3052119841229731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优童教学器材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308803622

64，编号：S03120150136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英德市大洞镇万通电讯店遗失营业执照，注

册号 4418816003619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陆丰市碣石镇兴文幼儿园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5972000845701; 发证日期:�2017 年 10

月 27日，法人代表人郑随弟，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素社街穗兴幼儿园（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5244010572678772XC）根据《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

拟向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 报债权。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龙门县永汉镇永锋大排档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13246000825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潮东人老地方餐馆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0106601283282，编

号：S0692016019140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夜里虾扯餐饮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244011102073

6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盛世天姿化妆品有限公司社会统一信用

代码：91440101MA5APLJK34 遗失公章一枚，特

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黎远明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一份， 注册

号：4415213002067 正本：8000250956， 副本：

84002509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南湖粤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编号

为 YTGN00015125, 广东省国内旅游组团合同 1

份(�一式两联),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胡晓兰遗失执业助理医师证， 执业证书编码

2204402820000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涛遗失执业助理医师证， 执业证书编码

220440282000021，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从化区温泉农家乐协会，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1440117340241273E，住所为广州市从

化区江埔街商贸城隆兴路 103 路自编之一，于

2015 年 6 月 8 日经从化区民政局登记成立，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经会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 根据《社会团员登记管理条例》

规定，由清算组负责注销前的清算工作。 请有关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天内向清算组书

面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特此公告。

广州市从化区温泉农家乐协会

2019年 8月 26日

减资公告

广东金诚建筑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 决定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3000 万减

少至人民币 30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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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利士风汽车有限公司周凌志， 合同保

证金单一张，编号 0001235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信博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DQ392 的

道路运输证，号码为 44010001747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亿亿合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8100231973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邝锦波遗失人民警察证一本，证号：038563，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柯戈于 2019 年 7 月 22日遗失身份证，证号

440802****011904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金尚怡遗失《护士执业证书》，发证日期 2008年

12月 31日，证书编号 20084402669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广州紫来君骏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40106340197938Y）经股东会议同

意停止经营并申请工商注销，请各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司见报之日起 45 天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清仓拍卖！ 进口葡萄酒低至 20 元 / 瓶起拍

因公司退出经营，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旅客服务

分公司对库存白酒、葡萄酒、洋酒等商品按现状公开拍卖。 葡萄酒、

洋酒来自法国、意大利、澳洲、德国、美国、希腊等产地。

拍卖时间：2019 年 9 月 11 日上午 10 时。

拍卖地点：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A4 综合楼一楼会

议室。

标的展示及意愿登记时间：9月 5日、6日、9日上午 9:30-12:00、

下午 2:00-5:00�；地点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空港二路横四路。

填写竞拍意愿登记者请于 9 月 11 日上午 9：30 前， 携带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至拍卖现场办理登记手续， 须现场缴

纳竞买保证金 10000 元（现金）。 公司客户须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

及法人证明书，委托他人的须提供委托授权书。 拍卖完毕后，保证

金原封退回。

详情 请 关 注 官 方 微 信“白 云 机 场 发 布 ”， 或 联 系 ：

020-83646189、18928760862、18922305518。

清算公告

广州市金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101683265680U）股东决定，本公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相关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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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司徒先生，电话：020-83753425。

清算公告

广州国信物业管理服务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041905262807）出资人决定，本公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相关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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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司徒先生，电话：020-8375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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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6434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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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河县中深爱的寝具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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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网络查阅：https://pan.baidu.com/s/1GDUdfn2X6nmky8BStJ1fpA�提取码:�22ek�

（2）纸质版查阅：如需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请您与环评单位联系：

环评机构的名称：中南金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杜工 联系电话：0371-55318086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以项目场地为中心，边长为 5km的矩形范围内的受本项目影响居民。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uMT8Uc_86Z5eLC4vxWfzg�提取码:�u3rm�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请公众填写好公众意见表发送至 415785910@qq.com进行电子邮件联系发表对本项目建设的看法。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期限和公示时间为自本次公示公布后 10个工作日。

责编：苏广华 美编：余永康 校对：黄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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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柳静 ）

日

前，由猎多多举办的“人才进化论”主

题分享会在羊城创意产业园举行，200

多位互联网企业创始人、 人力资源高

管及专业人士出席， 分享未来人才发

展趋势， 探讨企业人才招聘和人才管

理战略。

新时期下的“社交招聘”

据了解，随着“双创”热潮的推动、

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新形势下社会对

人才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 如今，Z世

代

（

1995~2009

年出生的人 ）

已逐渐进

入人才市场， 在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平

台的影响下， 他们极具个性， 喜欢尝

鲜，热衷通过社交平台与人沟通、展示

自我，被称为“社交的一代”。 面对新生

代的职场主力人群， 人才招聘行业怎

样升级？人力资源从业者如何应对？为

此， 猎多多策划了这场以“人才进化

论”为主题的大讨论。

猎多多创始人文双谈到了人力资

源顾问 （HR） 的难点和新挑战， 由

此引出“招聘进化之路” 的主题分

享。 文双表示， 中国招聘行业是随着

互联网的发展而不断进化的， 从以求

职者投递模式为主的“PC时代”， 到

以入口快、 操作便捷的移动端为工具

的“移动时代”， 伴随移动社交媒体

占据年轻人的生活比重越来越大， 招

聘行业也迎来了新的时代———“社交

招聘时代”。

据移动社交招聘专家菁客去年11

月发布的 《2018中国移动社交招聘趋

势报告》 显示， 72%的企业希望通过

社交平台和人脉推荐进行招聘。 文双

提出， 目前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在社交

生态里做招聘， 例如号召公司员工在

朋友圈转发招聘海报、 请身边的朋友

帮忙推荐候选人等， 但效果都不理

想。

在文双看来， 社交招聘有5个关

键点： 第一， 开展社交裂变实现招聘

信息快速传播； 第二， 利用熟人网络

精准链接行业中优质人才； 第三， 做

好员工内推利用社群的力量； 第四，

雇主品牌建立做长收益的人才吸引模

型； 第五， 开展自己的招聘系统做好

人力资产储备。

人才也需不断自我进化

前合益、 怡安高管陈国涛也分享

了自己招人、识人的经验。 他表示，招

人最重要的不是过去的经历， 也不是

掌握的技能，而是对方的潜能，并通过

“4 Do模型”———想不想要、能不能做、

适不适合、怎样去做，向现场人士传授

如何看到候选人的潜能。

人力资源招聘专家、《社交招聘》

作者尹利则通过“邓巴数字”、“弱关系

的力量”等知名理论，揭秘了大企业偏

爱在社交生态招人的原因： 通过社交

招聘的方式， 才能更快速地找到优质

被动候选人，提高企业招聘效率。 他认

为，“无论企业大小，每个HR都应该从

了解身边每个员工的人脉网和链接网

做起， 利用熟人社交关系找到合适的

人才。 ”

那么，人才如何完成自我进化？ 曾

经在苹果沉淀了10年、 如今创立自己

公司品牌的黄瑜， 站在人才的角度分

享了一些心得：“第一点，All in，全身心

投入；第二点，Owner，主人翁精神；第

三点，创新，人生的每一个方向都要创

新；第四点，专注，人生不是做得越多

越好，而是越少越好。 ”

8月份已经结束， 基金收益榜落

定，由鹏华王牌权益老将王宗合管理

的鹏华养老产业和鹏华中国50基金，

继上半年摘得股混基金双料冠军以

来，今年前8个月回报再度双双登顶。

据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8月31日，

上述两只 基金今 年 以 来分 别 以

72.53%和70.86%的净值增长率，在182

只标准股票型

（

A

类 ）

和176只普通偏

股型

（

A

类 ）

基金中名列第一，同时卫

冕股混基金双冠王。 此外，同由王宗

合管理的鹏华产业精选、鹏华消费优

选基金，分别以71.13%、63.24%的回报

率在同类基金中领跑， 在460只灵活

配置型

（

A

类）

基金中位居第2与第6

名；由王宗合管理的鹏华消费优选基

金， 以67.92%的收益率在414只偏股

型

（

A

类）

基金中名列第6名。

开展“人才进化论”主题分享会

机构探讨社交招聘新趋势

鹏华中国50

今年来回报超70%

近期，建信基金精选Smart Beta策

略指数，率先推出跟踪中证红利潜力

指数的基金， 引起不少投资者的关

注。 据了解，投资者比较熟悉的中证

红利和上证红利指数，均以红利因子

作为其Smart Beta策略的核心，并根据

“过去两年的平均税后现金股息率”

指标，选出股息率高、分红稳定的股

票为成份股。 通俗而言，红利因子就

像一把“放大镜”， 在众多选股指标

中，通过放大股息率指标，找出分红

能力强的股票。 而“升级版”的中证红

利潜力指数，把每股收益、每股未分

配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作为选股指

标，选取综合排名前50的股票为成份

股， 既注重股票当下的分红能力，也

看重其未来的分红预期，兼具“放大

镜”和“望远镜”的功能。

建信中证红利潜力

指数基金引关注

活动参与者众多。 信息时报记者 张柳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