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章和李猪肉档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10660067197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洋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MB4T75）遗

失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

证》， 车牌号码： 粤 AM75G6， 证件号码:

001407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沆日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EW6

9XP）遗失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

运输证》，车牌号码：粤 A1D8W3，证件号

码:002200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新雅维艾克斯服装加工厂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

CY6084Q执照编号 S2120190785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果零后食品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建设银行

广州富力桃园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810172

585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全日霞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

号：440103600072722。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亚特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11120052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伊千克服装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331470701C 编

号 S111201502199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和章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460092386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

1MA5ABBJ49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和章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460109738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

1MA5AGGL69E,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和章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4600573889，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

1MA5A6DTN6L,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和章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660083662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和章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660116392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亿森公司 6078遗失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

票(电子 -单联平推式)壹份，发票代码：24401120

7990，发票号码：0191412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泓翼文化策划有限公司遗失工商

银行空白支票共九张，支票号：42291002、

42291005、42291007、42291008、422910

09、42291010、42291011、42291012、

4229101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装饰有限公司朱永杰不慎遗失《二级

建造师执业资格证》证书，证书号：GD070379，发

证日期 2016-1-26，现声明证书作废。

遗失声明

朱永杰遗失《广东省专业技术资格证》建筑装

饰施工工程师证，证号粤中职证字第 1700103027

417号，发证日期 2017-11-30，现声明证书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步磊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已

填开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

联）2 份 ， 代 码 ：4400191130， 号 码 ：

34327238、34327085， 已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东省商业企业集团融资部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400001006272，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声明人：广东省商业企业集团融资部清算组

遗失声明

深圳市前海开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遗

失已填开的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抵扣联）1 份， 代码：4403181130， 号码：

06053136，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泰国美凯迪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首席

代表 VARUN�NARAIN�BUXANT 遗失由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代表证，编

号 91440101771197817M，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于 2013 年 1 月 11 日由广州市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管 理 中 心 颁 发 的 代 码 为

05256064-0的代码证正、副本，现声明作废。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路 8 号

1409自编二号

单位名称：广州景澳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汇蒸厨快餐店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编号：JY244010502310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毛成祚遗失佛山南海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1025 铺装修保证金收据， 收据号：

1603339，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长平经济发展留用地地块范围内限期起坟通告

因长岭街水西村长平经济发展留用地地块范围（土名：步岗塘）的建设施工需要，根据《广州市殡

葬管理规定》第 15条、《征地补偿协议书》科征补[2003]014 号等征地文件，现将长平经济发展留用地

地块范围内建设用地有关限时迁坟事宜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

黄埔区长岭街道水西村长平经济发展留用地地块范围（土名：步岗塘）的所有坟墓。（详见附件红

线图）

二、登记及迁移时间

请上述范围内坟墓的坟主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限期 2个月内携带身份证及证明材料前往水西社

区办理坟墓数量申报、认领登记和补偿费确认等手续，并在约定期限内将坟墓自行迁出。 逾期无人认

领的坟墓，用地单位将按有关规定统一处理。

三、办理坟墓登记联系人

水西社区：钟毅钧，联系电话：18928801138

特此通告。

广州市殡葬管理处 广州开发区土地开发储备交易中心

2019年 5月 16日

清算公告

广州市东琳纸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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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凤一村民委员会遗失已

开具的广东省农村财务专用收据 1份，编号：穗财

（12）23963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味胜达餐饮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R8

T3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新市一帆理发店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 4401113800441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智恩（男）遗失出生证，母亲：谢好婷，父亲：

张明健，编号：S4402039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淑怡奶茶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UK6L2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怡丞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父亲：李衡，母亲：

李敏婕， 出生日期：2018 年 11 月 9 日， 编号：

S4406597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齐笃撑餐厅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PUDR95,

编号 S0420190644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英德市青圹镇青北村墩下组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012001647501，账号：8002000000

7279576。 声明作废。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9）粤 01破 163-1号

2019年 9月 11日，本院裁定受理广东广业粤兴贸易发展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州金

鹏律师事务所为广东广业粤兴贸易发展公司管理人，负责人为张涛。 广东广业粤兴贸易发展公司的

债权人应自 2019 年 10 月 28日前，向广东广业粤兴贸易发展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广州市天河区

兴民路 222 号之三天盈广场东塔 45 楼； 联系人： 黄杰雄； 电话 ：020-38390333； 传真 ：

020-38390218）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广东广业粤兴贸易发展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广东广业粤兴贸易发展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9年 10月 30日上午 10：30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53法庭召开。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 O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寻人启事

本人温永成寻儿子温子健， 身份证

（44010319941130121X）出生于 1994 年

11 月 30 日， 从 2000 年至今一直失联，望

我儿 见 启 示 后 与 本 人 联 系 。 电 话 ：

13148901144

减资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通过决

议决定： 本公司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1000 万元减

至 50万元, 本公司已经向债权人发出通知书,各

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有权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逾期不

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本公司将依法减资。

特此公告

广州明鼎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9日

遗失声明

谢民遗失公安工作证件一份， 号码 030290，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下列编

号合同册遗失作废。 合同册号分别为：GC04776

68、GC0508942、GC04759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乡村别苑酒家遗失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25317001585，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杨婵卿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

4401056008160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湛江市赤坎区粤顺粤德美食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802600269301，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广州市欧陆建材有限公司（91440113673

498501D）股东会研究决定，公司拟将原注册资

本 2000万元人民币减资为 500 万元人民币。 自

2019年 9月 18日起公司清理债权债务。 涉及本

公司债权债务人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司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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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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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视角

“你送我检”更大意义是促进食品生产自律

白

话广州

夜茶印象

珠

江

瞭

望

法国、 德国在内的欧

洲十几国早已订立禁蒙面

法， 前些天美国波特兰市

就逮捕了不少穿黑衣戴口

罩的极端示威者。 香港的

游行示威频次在全世界的

城市中名列前茅， 为确保

这类游行示威正常进行，

不走上邪路， 参考其他国

家和城市做法， 立法势在

必行。

———人 民 日 报 海 外

版：《拒绝蒙面， 香港 “要

脸”》

值得赞赏的是， 这些

整治忤逆不孝的地方政

府， 对公权力的使用有清

醒认识，“依法打击” 是其

前提； 且其政策目标只是

保住法律底线， 形成震慑

作用， 并未将法律和行政

手段当作生活治理的主要

工具。 而且这些工作大量

依赖于基层组织和驻村工

作队的群众工作， 这符合

实际， 亦适应了基层治理

转型需要。

———环球时报：《忤逆

不孝，政府该管吗》

一方面， 囿于现代社

会学制的延长， 读了研究

生的年轻人步入社会就在

二十四五岁了， 他们独当

一面的年龄确实在推迟。

同样是 18岁，在 30年前，

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成

年， 但在今天，18岁的年

轻人多数都还是被父母呵

护的大学生。 这种整体年

龄认知和社会运行节奏的

改变，自然让年轻人的“少

年感”延长到青年阶段。

———中国青年报：《是

什 么 让

90

后 “不 想 长

大”》

◎

木木 辑

瓜果蔬菜是不是有农

药残留？ 刚买的肉类是否

有瘦肉精？ 移动实验室一

测可知。据南方日报报道，

9

月

17

日，广州在全市范围

内统一开展食品安全“ 你

送我检”活动，食品快检车

开进

11

个市场， 共同推进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保障

广大市民食品消费安全。

科技以人为本，“ 你送

我检”活动的开展，首先得

益于食品检测技术的进

步。市民为了吃得放心，买

菜时会到“ 移动实验室”检

测一下， 检测结果立等可

取，非常方便。有了快检技

术， 还得有以市民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 这样才能让

科技的民生属性最大化 。

值得一提的是， 广州开展

的食品安全“ 你送我检”活

动已有两年多，其中，今年

以来就已开展了

25

场次。

这样的检测活动 ，直

接的作用， 是保障了市民

餐桌安全和消费权益。 发

现肉菜不合格， 市民可以

马上退货。但是，其更大的

意义不只是保障局部的食

品安全， 而是推动更大范

围的食品安全。因为，市民

一旦发现食品安全不达标

就会退货， 而市场监管部

门则会要求涉事的摊档下

架有关食品。 这样就会倒

逼摊档在进货时慎之又

慎， 坚持选择信誉良好的

批发商合作。 如此追溯到

肉菜等食品的生产源头 ，

形成的局面便是不安全的

食品没有生存空间， 食品

生产者为了销路， 自然不

敢滥用农药、添加剂。

当然， 大范围推动食

品安全， 还得有两个基本

前提：一是，食品快检活动

常态化、普遍化，以消除商

家的侥幸心理；二是，全国

各地都建立这样的快检机

制， 防止不合格食品从此

地转移到彼地。

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

一种手段，“ 你送我检 ”具

有方便快捷、 立竿见影的

特点，值得推而广之。但这

并不是说， 食品安全监管

完全依赖这一手段， 事实

上，在广州，自检、抽检、快

检等制度都在运转， 形成

食品安检“ 三道门”。而“ 你

送我检”这种快检形式，更

接地气， 监管的效果也更

直观。因此我们期待，在条

件成熟时 ，“ 你送我检 ”活

动能增加频次与扩大覆盖

面； 也希望其它地方借鉴

这一制度， 为市民餐桌安

全增加一道坚固的防线。

◎

椿桦 本报评论员

新闻讲，中秋期间，广州

一啲酒楼夜茶生意兴旺 ，令

人似乎睇到呢种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流行一时嘅饮食文化

有“ 回温”嘅迹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饮

夜茶系广州一种时髦嘅消费

方式。 倾生意嘅、拍拖嘅、亲

友聚会嘅，都系钟意“ 出嚟饮

夜茶”。 喺小弟印象中，广州

鼎盛时期嘅夜茶有“ 两多一

平”———

一系茶客多。 夜茶开市

系晚黑九点，到十一点收市。

好多酒楼门口， 晚黑八点几

就企满等饮夜茶嘅人， 等踏

正九点， 酒楼服务员一“ 开

闸 ”， 茶客就一窝蜂咁拥入

去，好似唔使钱咁。

二系茶点多。 当年嘅夜

茶虽然亦系茶市， 但茶点比

早茶多 ，因为要顾及中 、青 、

少吧。 比如小弟长期打趸嘅

人民中路某酒楼， 夜茶点心

就有上百种，除咗干蒸、凤爪

等常规点心外，仲有牛三星、

棉花糖 、雪糕呢啲“ 非主流 ”

嘅嘢食。

三系抵食。 以前嘅夜茶

有一个特点， 就系所有点心

一个价， 记得多数酒楼都系

定

3

蚊，认真抵食夹大件。 亦

正因为平，又冇最低消费，所

以有唔少茶客两条友使十蚊

八蚊就可以喺酒楼叹足两个

钟冷气。

饮夜茶曾经系广州一个

特有嘅饮食文化， 可惜式微

多年。宜家有“ 回温”迹象，系

好事嚟嘅。 希望呢壶夜茶早

日煲返滚啦。

◎

阿六 律师

突击检查常态化，是最强威慑力

点

击广东

学生用眼过度， 是导

致近视的主要原因。 数据

显示，“广东儿童青少年近

视率

52.4%

，

64%

的学生

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足

2

小时”（《 广州日报》

9

月

18

日） 。几乎人人都能够认识

到， 学习压力是孩子较少

参加户外活动的重要原

因。至于如何缓解压力，显

然是一个系统工程， 仅靠

教育部门与学校努力是不

够的，家长转变“ 抢跑”“ 分

数至上” 的观念， 同样重

要。

过度使用电子产品 ，

也是导致近视的重要原

因。只有扬长避短，才能使

电子产品充分释放正能

量。 比如，“普宁一男子长

期使用套牌车， 警方通过

人脸识别将其抓获 ”（《 羊

城晚报》

9

月

18

日） 。 凡事

都有两面性， 电子产品也

是如此 。 “新会男子设计

‘抢单神器 ’诈骗 ，几十名

网约车司机中招被骗数万

元”（《 南方都市报》

9

月

18

日）就表明 ，思想跑偏 ，科

技产品的作用也会跑偏。

思想不正不可怕 ，只

要加强执法监管， 就会对

蠢蠢欲动者产生威慑力与

遏制力。“广州市河长制办

公室对天河区

14

家企业

进行突击检查 ，

9

家涉嫌

重大水环境污染问题被

查”（《 南方都市报》

9

月

18

日） ， 这样的突击执法，必

然能够产生强大的威慑

力。据了解，被查的企业还

涉及生化制药、 实验室等

公众印象中“ 高大上”的行

业。这说明，严厉打击环境

污染问题不是空话， 希望

在严管之下， 各企业不再

心存侥幸； 也希望这种严

管能够常态化， 让各企业

不敢心存侥幸。

◎

陈香凝 网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