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玳盟德珠宝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440105600847341，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440101L62295724G，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东棠彩虹布艺店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440106600409781，编号： 0691003

2844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谢仙姣遗失棠德南路 A135 的租赁保证金、

水电保证金收据， 金额：38534 元， 单据号

GL8001554， 日期 2018年 5月 19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贺泽林遗失广州市天河区宦溪西路 17号前进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101档档口押金单，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雷蕾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经营者:雷

蕾， 经营场所: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北路

829-831 号创兴广场首层 109 铺）， 注册

号 440104600782483，执照编号 0491301

19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思立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 20033529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管理专业 2013

年毕 业 生 邓 宏 健 遗 失 专 科 毕 业 证 ， 编 号

1371212013060006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文木秀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副本， 注册号

4401036002159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豪车驰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安

局备案公章，法人章（胡瑞敏），财务章，发票专用

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萝岗区车驰汽车美容中心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086001598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豪车驰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编号：S1212018008563G，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KAK35D，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川渝运输服务部遗失北

部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

业保险客户联（一份或业务联 /存根联 /客户

联）单证流水号为 P03364420190030982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川渝运输服务部遗失北

部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保

险单第二联，单证流水号为：P0336442018

004802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林建蔼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

号 4405826001575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岑志生遗失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出具的承包费预存金 9000元收据，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光熙遗失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出具的承包费预存金 9000元收据，声明作废。

公 告

金迪城市花园小区第二次业主大会（定期会

议）已召开，因部分业主无法联系，无法以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金迪城市花园议事规则》第十五条

规定，向部分至今未领取选票的业主，公告送达

选票。 请本小区未领取选票的业主，在第二次业

主大会 2019年 9月 16日 16时结束前， 前来业

委会办公室领取选票。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七天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金迪城市花园小区第一届业主委员会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黄围村民委员会遗失已

开具的广州市农村财务专用收据（第二联），编号：

穗财 117978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伟民运输车队遗失公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晓慧遗失深圳市鹏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

限公司开具的收据 1份， 收据号 1504016， 金额

3000元；合同一份，合同号 626387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兹有邱伟发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0582600289152，现声明作废。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 年 9 月 2 日,在番禺区南村镇新

基村屹南数码印花厂对出珠江河岸边江

面,发现死亡约 2 天男尸:约 20 岁,175cm,

身穿灰绿色短袖 T 恤,土黄色九分裤,白色

运动鞋。 知情请电:83120625。

遗失声明

廖宗强（香港居民）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40103600693317，编号：S039201501237

5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佛山市禅城区申缔豪窗帘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604MA526KUP

OL，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彩霞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父亲：黄文龙，母

亲：饶桂朋，出生日期：2015 年 8 月 20 日，编号：

P4413111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王壮然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40583600531951，声明作废。

注销声明

广州市南沙中北贸易有限公司注销《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编号：粤穗南安经证字[2016]

013号（01），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萝岗区忠兴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1086000526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遂溪县遂城鸿宇日用品商行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823MA518C3E7X，

声明作废。

告 示

我公司在广州市白云区承建的“迎宾大道延

长 线 二 期 （机 场 高 速 - 方 华 路） 工 程

（K0+790-K1+271.867）施工总承包”已于 2018

年 12月 7号全部竣工验收，自登报之日起 30 天

内如有债权债务者， 见报后携带相关证明文件，

到我公司结算，请与陈先生 /方先生联系，联系电

话： 13903018829�、13059702813�过期作废。

特此告示！

卓越市政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 09月 04日

注销公告

广州市荔湾区东沙第一科教幼儿园（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2440103C15042331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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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人自见报日起 45

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广州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中心根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经举办单位同

意，拟申请注销事业单位法人登记。 现已成立清

算小组，请债权人自 2019年 9 月 4 日起 90 日内

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小组联系人：刘

世杰，联系电话：020-85679252、13751898823。

广州市废弃物安全处置中心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等文件的

要求，现将 "广州市废弃物安全处置中心二期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向公众公开，并

征求与该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1）建设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良田村良田北路 888号

（2）报告书全文查阅方式和途径

报告书全文可通过链接广州市白云人民政府网查阅，或前往我公司查阅纸质版

网址：http://www.by.gov.cn/by/tzgg/201908/920f81b93d0248c9b2beb906200727fd.shtml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http://www.by.gov.cn/by/tzgg/201908/920f81b93d0248c9b2beb906200727fd.shtml

（4）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受本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关注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10个工作日，即 2019年 8月 29日至 2019年 9月 11日

（6）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件、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公众意见。

（7）联系方式

单位：广州市环境保护技术设备公司 联系人：陈工 联系电话：83325100���邮箱：gzczzx@126.com

联系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德政中路 301号

建设单位：广州市环境保护技术设备公司

广州市德胜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分立公告

根据投资者（股东）决定，广州市德胜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 万元，实收

资本人民币 300万元）拟存续分立为广州市德胜

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存续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至人民币 100 万元，实收资本减少至人民币 100

万元）、广州市丰泰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新设公

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实收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和广州市业得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实收资本

人民币 100万元）， 分立前的广州市德胜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分立后的广州市德

胜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丰泰利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和广州市业得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承

担连带责任。 本公司债权人可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时间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公司分立将按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广州市德胜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二 O一九年九月四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标晨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

MA59EWF031，编号：S10120160122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世居美食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24401050123478，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匡玲服装经营部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P

XB86M，编号：S1192017024979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太平杰苗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40122600158694，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富乐梦新潮文化用品有限公司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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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威乐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0.7t黄金、0.1t 铂金和 0.07t钯金

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广州威乐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1月 26日，拟建项目选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

镇福龙路 999号 3栋 101、102房，本项目总投资

约 35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80万元。产品方案为

年产 0.7t黄金、0.1t铂金和 0.07t钯金。 现将项目

有关情况公示，并征求意见，详情请登录环评论

坛查询，网址广州威乐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0.7t黄金、0.1t铂金和 0.07t钯金新建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示 http://www.eiabbs.net/forum.php?

mod=viewthread&tid=201401&fromuid=74593

(出处:�环评论坛 |环评互联网)

遗失声明

吴穗铭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遗失第二代身

份证，号码：4452211997111078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果叔生态农业（广州）有限公司海珠第四分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证号 JY14401050264

8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周安神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40101MA59PYF928，编号 S05920170124

94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华访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10560

0983684，编号 S0592015027566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呗

偲

食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DLHC1M，编

号 S0592018020973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呗

偲

食品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24401050286242，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工会

委员会遗失工会章一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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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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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苏广华 美编/制图：余永康 校对：叶春晖

互联网企业纷纷前来设立区域总部

琶洲写字楼租赁面积或将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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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罗莎琳 ）

近年来，

广州市海珠区的琶洲西区从低密度会展

用地规划为高密度互联网创新集聚区，成

功吸引了众多顶尖互联网企业入驻。根据

高力国际最新的报告，琶洲将发展成为广

州写字楼市场的新兴热点区域，由于众多

国内互联网巨头将在此设立区域性总部，

写字楼可租赁面积将于 2023 年底前翻

倍。

琶洲北邻珠江，与珠江新城和国际金

融城隔江相望，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的

利好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 TMT

（ 科技、

媒体和通信产业）

租户。 据高力国际报告

显示， 在互联网创新集聚区的带动下，

2014 年~2018 年在海珠区落户的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增长了 9 倍。目前区域内已有

两条投入运营的地铁线路，加上在建的两

条地铁线路，将进一步提升琶洲与广州其

他片区的连通性。 此外， 两条分别将于

2020 年和 2024 年建成的城际铁路，未来

将进一步提高琶洲往来佛山、深圳等地的

便利性。这也是吸引企业纷纷入驻的重要

原因之一。

除了蓬勃的贸易产业，广州还拥有丰

富的人才资源助推琶洲的发展。广州于国

家教育部早先宣布的 36 所 A 类“双一

流”建设高校中占据两席。 据统计，截至

2018 年， 广州近 40%的劳动人口接受过

高等教育。 持续改善的基础设施，完善有

效的政府奖励和技能丰富的人才资源，将

是琶洲未来发展的基石。

该报告还显示，2014 年~2018 年，琶

洲甲级写字楼租金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9.4%，比全市水平（4.2%）高出 5.2 个百分

点。 截至今年二季度，琶洲甲级写字楼平

均租金环比增长 0.9 个百分点，达 145 元

（

20.6

美元）

/每平米/月。 与此同时，由于

今年上半年广州大部分新增可租赁写字

楼集中于琶洲，该区的新增租赁交易面积

约占全市 62%。

高力国际华南区董事总经理冯文光

表示，预计琶洲未来 5 年内有超过 100 万

平方米新增可租赁面积入市， 至 2023 年

琶洲甲级写字楼存量将实现翻倍。尽管琶

洲子市场的大量新增供应即将入市，考虑

到未来将有更多企业落户该区，预计琶洲

写字楼平均租金在 2019 年~2023 年或实

现 3.5%的年均复合涨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柳静）

昨

日， 大拿科技在线上发布了2019年

度《中国小学生数学作业大数据分

析报告》

（ 下称 《 报告》）

。《报告》显

示， 家长是“爱作业”APP的主力用

户，占比96%。

4%

教师利用人工智能改作业

在线上发布会上， 大拿科技创

始人罗欢介绍，“爱作业”APP是由大

拿科技开发，于2017年9月2日上线，

目前用户已超过1600万人， 日活越

用户超过110万，后台单天接受的作

业图，最高超过800万张。 目前人工

智能已累计批改超过300亿道题目。

“爱作业”APP主要是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 免费帮助小学一至六年级学

生家长和老师批改数学题。 用户可

通过APP拍摄作业本，1秒后，人工智

能即可检测出错误，准确率逾99%。

记者了解到，该《报告》是大拿

科技第二次发布的报告。《报告》显

示，目前“爱作业”的用户中，老师占

比仅为4%。在过去一年，每天23点至

次日2点使用其批改功能的教师人

数占当天教师总人数的比例， 排位

前10的城市中，广东的城市占据了4

席，分别是深圳2.17%、东莞1.60%、

中山1.59%、广州1.22%。

老师要备课、 批改作业、 搞科

研、和家长打交道

（ 尤其是班主任）

，

此外， 还要完成各级各类的督导验

收检查、 参与临时交办的非教学类

任务、完成各类网上学习、参与各级

各类会议培训等， 都需花费大量的

时间。 因此，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党委副书记兼初教系主任王健认

为，应该推进技术手段应用，把教师

从批改作业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

出来， 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立德树

人，开展个别化的教育。

妈妈是批改作业“主力军”

根据“爱作业”统计，2019年的

家长用户中， 妈妈仍是批改作业的

主力军，占比逾70%。 2018年，这一比

例为62.46%。“我们呼吁，爸爸们要

更多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来。 ”罗

欢表示， 相比去年， 今年某些城市

中， 爸爸们参与批改数学作业也有

明显增加，“以上海为例，2018年‘爱

作业 ’ 的上海母亲用户比例是

62.71%，2019年的比例是56.67%，降

幅达6.04个百分点。 ”

《小学生数学报》副主编殷英表

示，妈妈依旧是批改作业的主力军，

这并不奇怪， 这或许和我们的传统

观念有关， 但这种现象肯定会逐步

改变，“孩子的教育离不开父母，尤

其是爸爸的参与。 因为父亲在孩子

的身体发育、智力发展、人格塑造、

性别角色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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