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本单位广州珠江建筑装饰有限公司遗

失广州银行股权证（股东号：F160660,股权

证编号：000009057）， 现声明自登报之日

起作废无效。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梁耀荣遗失 2001 年购买广州达观实

业有限公司商品贰位：功德牌位和字 B 区

6 行 27 列，证件编号：114465；功德牌位

和字 B区 7行 33列， 证件编号：105983，

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广州绿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注销《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证书编号：穗天 WH 安经（乙）字

[2014]00142号（1）。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广州绿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注销《非药品类

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品种类别：第三类，

证书编号：（粤）3J44010601432。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本公司广东瀚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旧公司

广州乾融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财务

章一枚、法人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安运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W8905

（黄色） 重型货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粤

交运管穗字 0022578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广东广州南边路加油

加气站遗失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

01056597248F编号 S0122014028241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广东广州超力加油站

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MA4WEBEK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乐有家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遗失房屋

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编号：NO.40303019089

遗失声明

吴羿于 2019 年 9 月 7 日遗失身份证, 证号

4408821994050588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肖波于 2019年 6月 28日遗失身份证, 证号

4414811990050735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汤村村上四经济合作社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山唯多食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2442000MA518F6C8T,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山唯多食店遗失卫生许可证,证号 JY2442

0010427097 证字（2013）第 9244200MA518F6C

8T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东棠福鑫建材店遗失营业执照

证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CCN

Y8K，编号 S0692015008194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曾秀香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号：92440101MA5AEYAT5K，编号:S03920150

08968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德才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已遗失《经

纪代理服务费确认书》编号：A0068681；现声明以

上合同作废。

遗失声明

D059#孙丽丽遗失广州少年坊商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

（电子 - 单联平推式）1 份， 发票代码

244011407990，发票号码 18612738，已盖

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粤鑫四达汽配行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40104600827103，地址广州市

越秀区广园东路 1540号致友汽配城 D区 D7号档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雪燕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PB5610，

编号：S0692014022731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佛山市南海区嘉里便百货店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40605MA52W5UN5N， 正本条形码

1008350689， 副本条形码 1007071689，

声明作废。

注销声明

广州泉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自即日起注销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附页，证书编号：穗

埔WH安经证字[2016]0195号，专此声明。

遗失声明

廉江市黄小玲水果零售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 4408816002376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忠信镇美居陶瓷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16236000364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为实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106600560405，执照编码：

06911010496G�，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止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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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现对已办理成立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予

以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凤江体育俱乐部于 2016 年 1

月 11日在我局办理成立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

法 人 登 记 证 书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440105MJK943020L）；住所：广州市海珠区新

港西路鹭江西街 32号凤江小学；法定代表人：杨

波；业务范围：轮滑、田径、击剑、球类、棋牌、武

术、健身健美运动的普及和提高；组织各项目的

比赛及培养引进、输送运动员。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有关登记侵犯

其合法权益的， 可以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向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或广州市民政局提出行

政复议； 或是在本公告之日起 90日内向广州市

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

2019年 9月 10日

清算公告

广州市焯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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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工会委员会遗失工会法人“蔡欢歌”印鉴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利宏集团有限公司LEMON�GROUP�LIMITED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810097060701，

现声明作废。

招 租

广州皇上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招租

越秀区越秀南路 82-94号首层自编 4铺 25m

2

租金底价 10325元 /月

越秀区越越秀南路 82-94号自编 5铺 15.8m

2

租金底价 6525元 /月

意向者请于 10个工作日内到海珠区宝岗大道马

涌西涌边 2号填写租赁意向书

电话：

84390145

�联系人：

郭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吴姐小吃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4010401170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信宜市钱排镇牛鼎记餐饮店遗失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983MA

52F7KF9N，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青容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1116008724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恒健核子医疗产业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44010056825319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世居饼铺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14401050108716，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德薇扬化妆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壹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吴姐小吃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QXE80U，

编号 S0492017012862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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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康 校对：叶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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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柳静）

智能

语音购票， 动动嘴皮子即可买票的便

捷； 乘车过程中有疑问可咨询智能客

服；在无人值守的智能票亭注册人脸和

指静脉， 还可体验不带手机不带钱，刷

脸、刷指静脉过闸……昨日，广州地铁

21号线佳都智慧城示范站正式落成。正

值“中国城轨交通业主领导人峰会2019

广州年会”举办期间，广州地铁举行了

“智慧地铁现场观摩会”，广州市有关负

责人、 各城市轨道交通公司负责人、腾

讯高层以及佳都科技高层共同参观佳

都智慧城示范站，见证广州“智慧地铁”

建设的崭新成果。

广州市民可率先体验AI智慧车站

记者在现场看到，智慧城站作为广

州智慧地铁的示范站，呈现出了一个具

有未来感的AI智慧车站。

据介绍， 乘客在智慧车站可以体验

到：智能语音购票，动动嘴皮子即可买票

的便捷； 乘车过程中有疑问可咨询智能

客服，撩一撩可爱的客服机器人“悠悠”；

在无人值守的智能票亭注册人脸和指静

脉，还可体验不带手机不带钱，刷脸、刷

指静脉过闸……在安检方面， 佳都科技

研发的一体化智能安检闸机， 可实现票

务、安检一体通过，做到智能人包对应，

实现全程几乎不停留的良好体验； 站内

迷失方向或要找洗手间等， 用手机扫描

车站二维码，电子地图可站内导航；走到

站台门前等车的时候， 站台门智能信息

屏还会显示等车时间、车厢客流密度，乘

客能选择合适的车厢去等待……

地铁车站是市民出行的服务窗口、

是地铁标建设的重要基础。在城市化加

速、客运压力加大的时代，更安全、更便

捷、更智慧的交通出行方式，个性化服

务和丰富的多元性乘坐体验为市民所

追求。

今年4月， 广州地铁集团发布了名

为《新时代城市轨道交通创新与发展》

白皮书，提到通过轨道交通的“数字化”

和“智能化”，打造安全、可靠、便捷、精

准、融合、协同、绿色、持续的新时代轨

道交通。

在此背景下，佳都科技依托基于工

业互联网的智慧地铁大平台构建的智

慧地铁运行生态，以AI实现精准便捷安

全的乘客服务， 实现车站的全息感知、

全景管控、智能分析、主动进化，进而打

造出一个具有未来感的自主服务、自动

化运行的无人值守智慧车站。 据悉，早

在2018年初，佳都科技就已对智慧地铁

大平台进行立项，如今已初具规模。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地铁平台

记者了解到，佳都科技作为智慧城

示范站的智慧提升整体解决方案提供

商，示范站是其在智慧地铁探索的第一

站。 近年来，佳都科技全面参与了广州

地铁项目建设， 包括广州地铁6号线、9

号线一期、13号线首期、14号线、21号

线、知识城线BT项目等。

据介绍，在智慧城示范站，佳都科

技运用了自主研发的基于工业互联网

的智慧地铁大平台， 为地铁装上“大

脑”。平台基于微服务架构设计，打造一

个支持可迭代开发和业务应用创新的

开放生态，由边缘平台、技术中台、业务

中台、 数据中台、AI中台及智慧应用构

成。核心特征是泛在连接、云化服务、知

识积累、应用创新。 基于工业互联网体

系架构的设计，为地铁运营和其他部分

建立连通，打通地铁和上下游的数据及

连接，为实施设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和

智能运维打下基础，这也是未来智慧地

铁的发展方向。

智能语音购票，注册后刷脸、刷指静脉过闸……

地铁21号线佳都智慧城示范站落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徐珊珊）

9月8

日， 新东方全面开启品牌升级。 随着

K12教育市场规模的扩大，各大教培机

构纷纷在招生上追求高速度和低成

本，面对愈发激烈的竞争环境，新东方

教育集团抓住行业痛点，以“新东方，

老师好！ ”作为2019年品牌全新升级理

念，针对“老师”发声，重新定义好老师

标准，引领行业人才走向，让老师更优

秀，让学生家长更放心。 据悉，新东方

针对好老师提出三个关键标准： 学识

深厚、快乐励志、用心负责。

广州新东方学校校长毛成轶表

示：“学校在每年老师的选拔上都会

制定严格的面试标准， 分别从学历、

教学功底、课件制作、性格等多个维

度挑选优秀老师，由内而外保证师资

水平。 同时还会对老师进行职前职后

培训，严格把控各环节教学质量。 ”据

悉，为有效整合老师信息，提高学生

和家长报班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新东方还上线了教师管理平台，实现

了老师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学员只

需扫描二维码或点击网址进入网页，

即可详细了解老师的教育背景、所授

课程、获得的资历证书及真实客户评

价等信息，解决了学员报班信息不对

称的问题。“教师管理平台作为新东

方今年品牌升级的重点对外输出平

台，通过高效采集、持续更新、有效整

合老师信息， 形成教师队伍大数据，

为学生报班决策提供有力支持，同时

让教师管理工作更加精准化、精细化

和标准化。 ”毛成轶说。

新东方开启品牌升级

据新华社电

7日在重庆举办的

第十九届亚太零售商大会暨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上， 中国商业联合会、中

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发布2018年度

中国零售百强名单，百强总销售规模

首超7万亿元，7家企业销售规模过千

亿元。

此次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

我国消费品市场继续保持稳定提质

增长态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8.1万亿元，同比增长9.0%，增速虽回

落1.2个百分点， 但是绝对增量达到

3.2万亿元。消费对我国GDP增长的贡

献度达到了76.2%， 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进一步巩固和增强。

2018年，零售百强企业加快转型

创新和信息技术应用， 优化商品结

构，提升品质，增强体验，呈现出平稳

较快的增长态势。 数据显示，2018年

我国零售百强企业销售规模达到7.35

万亿元，同比增长20.5%，较去年同期

降低5.5个百分点。 2018年百强销售规

模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9.3%，比2017年提高2.7个百分点。

榜单显示， 有7家企业销售规模

过千亿元，依次为天猫、京东、拼多

多、苏宁易购、大商集团、国美电器、

华润万家。 此外，67家企业销售进入

百亿团队，零售百强入围门槛为45亿

元，比2017年提高0.2亿元。榜单中，天

猫和京东分别以2.45万亿元和1.68万

亿元的销售规模领跑零售百强。

2018年度中国零售百强名单发布

7家企业销售规模过千亿元

颇具未来

感 的

AI

智 慧

车站。

信息时报记者

张柳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