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信宜市东镇旺旺家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98330084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WUJIANG�AO.YUAN�TEXTILE�CO.,�

LTD.��遗失全套 (三正)�正本提单，船名航

次:�OOCL�HAMBURG�0IS2ZW1PL，柜号:�

TEMU2648549� ,�提单号 ：AFZ016539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丽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696261）遗失

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1

张， 车牌号码： 粤 A7UC50， 证件号码：

0013228。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王国华于 2019 年 9 月 6 日遗失

身份证、驾驶证，号码：420500197307212

313，身份证有效期：2013.05.21-2033.05.

21， 行驶证： 粤 E9W006， 识别代码：

LHGTF1858C800014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韬尔电器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RT6CX9， 编号

S126201907729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韬衣百货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RT6B1H， 编号

S126201907729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彬宾食品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社会信用代码：441881198606105941编

号：JY14401050150972(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江帆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44010460043804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丰县新园安托地产信息咨询服务中心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41521600462108，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尚魅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101MA5CY0NGX3 执 照 编 号

S2612019097769,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

财务章公章罗桥养生私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洪海森于 2019年 10月 12日遗失身份证,证

号 4452212001032112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金光勇于 2019 年 9 月 15 日遗失身份证,证

号 5116021986122068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车之友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遗失

2012年度使用的公章、法人（罗悦强）私章、财务

章各一枚，现这些章已作废，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徐小玲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401036001567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迪拜西方国际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代表处遗失

一般代表证 2份， 姓名：PRINCE�PERUMBILLY�

PATHROSE， 编号：91440101749944353L，姓

名：CHALAKUNNATH�ANEESUDHEEN， 编号：

91440101749944353L，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徐广英鱼档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 440112600191586，编号 S129201400

5407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之权遗失广州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收据 2 张， 收据内容均为多经履约保证金

10000元，共 20000元，单号不详，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谷英通讯器材配件商行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40103600825782， 编号

S0392014043767G。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梁秋婷， 女， 遗失《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

证》，所在执业机构：广东宏力律师事务所，实习证

号：19011205219549，现声明作废。

声 明

作者：郭艳

身份证：410724197911061523

作品名称：六盘美甲

登记号：国作登字 -

2018-L-00434030

首次发表时间：

2000年 06月 18号

现向社会公开发表

以上作品版权保护

仿冒必究

声 明

作者：郭艳

身份证：410724197911061523

作品名称：三指美甲

登记号：国作登字 -

2018-L-00434032

首次发表时间：

2005年 02月 03号

现向社会公开发表

以上作品版权保护

仿冒必究

减资公告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 2019年 9月 16日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

变更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公司总股本由

711,181,006 股减少至 707,943,506 股， 注册资

本由 711,181,006元减少至 707,943,5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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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丰县立娣美食店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521MA529C

KJ2P，现声明作废。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年 9月 15日, 在省总工会码头水域,发

现死亡 2天男尸:20岁,176cm, 穿白色短袖 T 恤,

黑色休闲裤,黑色胶鞋,知情请电:�83120601。

竞买公告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定于 2019

年 9月 25日 10时至 12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

东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址 http://zichan.jd.

com）对环市西路 151 号 3 号楼一层（原流花邮

局）部分物业 5 年承租权进行公开竞价，出租面

积：420m

2

；起拍价：144 万元（首年租金）；保证

金：36万元（竞买人资格条件及公告详情详见京

东网公告）。

展示时间：2019年 9月 19日 -20日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18688388100

广东合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寻亲启示

2005 年 4 月 21日，在阳江市阳西县儒洞镇

桥头，发现一名女婴，身上没有其他特殊特征。 由

好心人抱回抚养，现女婴身

体健康。望女婴亲生父母见

报后，15 天内联系阳江市

阳西县民政局，逾期另作处

理 。 联 系 电 话 :

0662-5553645

�2019年 9月 17日

清算公告

广州市湘龙翻译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请各债权人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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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展昊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公司停

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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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赛元 2019年 9月 8日遗失广州市公安局越

秀区分局人民警察证，警号：02150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恒煜遗失揭西县人民医院开具的出生证，

证号R440666696�，出生日期 2018年03月 19日，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信宜市东镇沃诚商店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44098360019833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杜家小吃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K5R

MX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抹搽坊饮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KT7743，

编号：S2592016004774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紫金县蓝塘镇兵站休闲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162160033833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广东恒俊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41881MA4UU16KX8）经股东会决

议停止经营并申请注销，请各债权、债务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债务。

遗失声明

曾仁亮遗失车辆粤 GU5553的(待理证)证号:

4408000047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佛山市南海区周永洪食品商行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406826014339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飞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DE1

369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

交 00568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A05

B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运输证号穗交

00066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D06

502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

交 00222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D08

951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

交 00208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C10

E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运输证号穗交

00033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F12

998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

交 00239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F15

126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

交 00268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杰不慎遗失江西教育学院颁发的汉语言文学

专业专科毕业证和本科毕业证书两个，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联顺老爷车服装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106600473432，执照编

号 S0692014038843G，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广州市增城区圆梦教育培训中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244011808273876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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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花都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定于 2019年 9月 30日上午 10时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迎宾大道 26号卡尔文酒

店五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花都区狮岭镇田心路 2号第 12-15间复式商铺 1年期租赁权；

2、花都区新华街秀全路 62号之 7铺 4年期租赁权；

3、花都区新华街公益路 4号之二 07号商铺 3年期租赁权；

4、花都区新华街新华路 56号秀全公园大门口东侧、西侧商铺 5年期租赁权（2个标的）；

5、天籁、传祺、金杯、纳智捷、奥德赛、尼桑、丰田汉兰达、柯斯达等车辆一批（10 个标的，车牌号分别

为：粤 AVC086、粤 AJ7H93、粤 AG4912、粤 AU566V、粤 AT4744、粤 A0876E、粤 AQ7Q38、粤

AQ6Q77、粤 AC782A、粤 ACH817）；

6、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位于花都区花东镇珠湖村 9队的废旧机电设备一批；

7、花都区土地开发储备中心的变压器、高压开关柜、交流低压配电屏等 3项机械设备；

8、花都区花侨镇花都大道南宝山小区经济发展总公司综合楼 201房；

9、花都区广丰毛巾厂位于新华街商业大道 32号的 4宗商铺 4年租赁权（4个标的）；

10、花都区新雅街道办事处一批不可搬迁资产（广雅中学项目、机场快速通道项目）；

标的详情请搜索关注 "花都拍卖行 "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中拍平台网站拍卖公告栏查看， 具体竞

拍条件及资料请详询我行，电话：020-86977012。 标的展示时间：2019 年 9 月 23-24 日（需电话预

约），地点：标的现场。 竞买报名时间：2019年 9月 23-27日（逾期不予确认竞买资格），请竞买人携带

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两份、竞买保证金汇款凭证（保证金交款人必须与竞买人一致）到我行办理竞

买登记手续， 竞买保证金须于 9月 27日 17时前到账我行账户（户名： 广州市花都拍卖行， 账号：

3602-0056-0907-0159-009，开户行：工行广州花都城区支行）。公司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东

大道 97号别墅区商业楼 1号 305室。

广州市花都拍卖行

2019年 9月 17日

广州市花都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行定于 2019年 10月 18日上午 10时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迎宾大道 26号卡尔文

酒店五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花都区新华街茶园南路 3 号购书中心北面临街壹号商铺 4 年期租赁权，面积约：114m

2

，起拍价：

30780元 /月，竞买保证金：100000元；

2、花都区新华街茶园南路 3号购书中心首层专柜一 4 年期租赁权，面积约：25m

2

，起拍价：24750 元 /

月，竞买保证金：80000元；

3、花都区花东镇推广圩空地（原花东旧市场停车场）6年期租赁权，面积约：1106m

2

，起拍价：3871元 /

月，竞买保证金：15000元；

标的具体竞拍条件及资料请详询我行， 电话：020-86977012。 标的展示时间：2019 年 10 月

14-15日（需电话预约），地点：标的现场。 竞买报名时间：2019年 10月 14-16日（逾期不予确认竞买

资格），请竞买人携带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两份、竞买保证金汇款凭证（保证金交款人必须与竞买人

一致）到我行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竞买保证金须于 10月 16日 17时前到账我行账户（户名：广州市花

都拍卖行，账号：3602-0056-0907-0159-009，开户行：工行广州花都城区支行）。公司地址：广州市花

都区新华街三东大道 97号别墅区商业楼 1号 305室。

广州市花都拍卖行

2019年 9月 17日

注销公告

广州市天河区凤凰之家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106MJK9810354）根

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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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债权人自见报起 45 天内向本单

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招 租

广州蔬菜果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长兴物业发展

分公司公开招租

白云区三元里棠溪岗贝路 130 号首层、 二层，建

筑面积，806.12m

2

电话：81267143��联系人：邓生、王生

遗失声明

广东广梅汕设计咨询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1903696092，

现声明作废。

声 明

广州市悦达汇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月 22日遗失车辆发票、 合格证原件。

合 格 证 编 号 ：WBX010004854639. 车 架 号 ：

LJDRAA12XH0122515.发动机号：G4FGH15100

32。 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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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市康立明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广

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

4412002017000124，声明作废。

责编：苏广华 美编：余永康 校对：叶春晖

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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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

百

度日前宣布升级“公立机构官网保护

计划”， 进一步加强对公立机构官方网

站百度搜索结果的保护。 百度方面称，

通过该计划， 网民在百度搜索政府机

关、 事业单位等公立机构时， 百度将

优先展示经过认证的公立机构官网或

相关信息， 并对搜索结果标注官方认

证标识。

百度提供的资料显示， 截至目前，

百度“公立机构官网保护计划”已引入

超过10万家公立机构官网， 涉及700万

个搜索词，覆盖了政府机关、事业单位、

医院、殡仪馆、学校、博物馆、景区等等，

未来覆盖范畴还将持续增加。“在百度

搜索中，每天有上千万次的搜索是寻找

官方网站的。 网民对搜索服务的权威性

要求，永远是百度搜索最重要的进化方

向之一。 ”百度搜索产品部负责人表示。

目前，百度通过“基础数据+搜索策

略+前端展现”等手段，来保证公立机构

官网的优先呈现。 记者通过百度搜索，

对“公立机构官网保护计划”进行了验

证，当搜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官网

时，在结果页首位置顶的就是该机构官

网，并且在官网名称后标上了蓝色“官

网”标志。 不仅如此，搜索该机构的昵

称、别称等关键词，结果页置顶的也是

该机构网站。

据悉， 针对一些重要公立机构，百

度还以专项行动的方式进一步优化官

网保护。

信息时报讯

据中国乡村之声《三

农中国》报道，近期，各地采取一系列措

施，保障生猪供应，稳定猪肉价格。 商务

部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 近期 36 个大

中城市猪肉的价格每公斤的批发均价

为 35.11 元， 涨幅较 9 月初回落了 7.4

个百分点。

为稳定生猪生产、 保障市场供应，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稳定生

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各相关

部门、地方各级政府也出台了具体的政

策措施，保障市场猪肉供应，恢复生猪

产能。

卓创资讯分析师贺坦表示，过去确

实有一些地方以改善环境生态质量为

由，随意扩大禁养区范围，对既有的养

殖场“一关了之”。 现在有了明确的规

定， 除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养殖区之

外，不得超范围划定禁养区，要坚决迅

速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禁养规定和超

划的禁养区。 这些增强了养殖户的信

心，有利于生猪产能的恢复。

由于当下是猪肉消费的旺季，特别

是中秋国庆双节， 会增加对猪肉的需

求，因此近期各个地方也加大了猪肉的

投放，来稳定市场的情绪。 市场监管总

局也提出坚决打击散布涨价信息、串通

涨价、囤积居奇等价格违法的行为。 这

些都是近期生猪涨幅回落的主要原因。

我国是生猪生产和消费大国，我国

生猪的饲养量约占全球一半，猪肉在居

民肉类消费结构中的占比高达 62.7%，

稳定生猪生产发展，对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活、稳定物价、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

社会大局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稳定生猪生产， 促进转型升级，当

务之急是加快恢复生猪生产。 分析师贺

坦说，《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

级的意见》已经明确要求各省

（区 、市 ）

人民政府对本地区稳定生猪生产、保障

市场供应工作负总责，这也将有助于生

猪价格涨幅的企稳。

贺坦表示，省负总责有助于地方落

实仔猪、种猪及冷鲜、冷冻猪肉运输享

受“绿色通道”的政策，也有助于地方在

新建、改扩建规模养猪场时更好的获得

及时帮助，有助于地方改善基础设施条

件，加快增养补栏。 此外，国家将继续实

施种猪场和规模养猪场户贷款贴息政

策，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地

方上也会有相应的跟进措施，这些都将

有助于生猪价格涨幅的企稳。

目前，影响生猪产能恢复的一个重

要因素是非洲猪瘟疫情的防控。 农业农

村部副部长于康震日前表示， 今年以

来， 有关国家发生的非洲猪瘟疫情有

9600 多起， 国际上的疫情非常严峻，农

业农村部从来也没有忽视、放松对非洲

猪瘟的防控，一直以来，都是要求生猪

生产和非洲猪瘟疫情防控两手抓。 下一

步，农业农村部会督促地方逐级压实责

任，落实好疫情监测排查报告、突发疫

情应急处置、生猪运输和餐厨废弃物的

监管等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督促地方

及时兑现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资金，

对不符合规定的屠宰场限期整改，整改

不到位的坚决关停；开展全国秋季“大

清洗、大消毒”专项行动，针对高风险场

所开展清洗消毒， 降低病原污染面；统

筹抓好其他重大疫病， 比如口蹄疫、高

致病性猪蓝耳病等重大动物疫病的防

控。

据央广网

生猪生产重拾信心

36个大中城市肉价涨幅回落

百度升级公立机构官网保护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