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城郊李标猪肉档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C49MK71，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新东方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遗失杨广

发司机保证金 2000 元，单据 0034591，合同保证

金 5000 元， 单据 0034590； 罗华遗失互助金

2000 元，单据 0034589，合同保证金 5000 元，单

据 0034588；马雪彪遗失司机保证金 2000 元，单

据 1736170； 欧维军遗失服务资格证， 证号：

2457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凤凰城银海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183MA59E4UR3A， 编 号 ： 外

S2502016009370（2-2），核发时间：2016

年 08 月 01 日，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马正超遗失沙县小吃广东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联）一张，发票代码：4400164320，

发票号码：14511264，金额：5568.57，已盖

发票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傲圣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已作废的

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记帐联、 发票联）1

份，发票代码：044001900104，发票号码：

02984652，已填开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公交集团广交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驾驶员

尹周红遗失押金单 14000元，编号为 0109878/01

09879，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公交集团广交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驾驶员

包东洋遗失押金单 14000元，编号为 0105566/01

05567，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罗希德遗失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清远中心

支公司工作证,证号 02000344180080002018008

4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朱君颖遗失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清远中心

支公司工作证,证号 02000344180080002018000

9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惠东县多祝镇自由人好理发店遗失营业执照原

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1323MA4WMT7E1X,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鑫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副本， 注册号

4401036004566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益善小吃店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 许可证编号：JY24401130419238，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绿雅花卉种植场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L264533

343，编号：S2692014047223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收据号码维 0000465，金额 5225 元，号

码费 0000467，金额 1105元，声明作废，广州黄沙

铁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广东胜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注销《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 证书编号： 穗穗 WH 安经证字

[2018]440112060。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刘莉已经遗失由广州金银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3月 31号开具的场地使用按金与消防保证金

（收据号码：4030879，金额 46400 元）壹张，装修

保证金（收据号码：4030880，金额 10000 元）壹

张，已盖财务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君辉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

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一份，发票

代码 4400173320， 发票号码 34752342，

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北京车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粤

AD73910、 粤 AD95027 遗失广州市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运输证号分别为：

0031859 以及 0055176 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远凡鸡公煲火锅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06600877344，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信宜市龙湾养殖专业合作庄遗失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983NA000218X，

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金长丰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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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泽锋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11160

0268707，编号 S1192014044119G,现声明作废。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年 9月 19日在天字码头附近水域发现

死亡 1天女尸:约 28 岁,160cm,穿上身黑色蕾丝 /

下身白底黑色圆点连衣裙,知情请电 87352579

遗失声明

黄泽锋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11160

0268715，编号 S1192014044277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泽锋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11160

0268696，编号 S1192014044121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赛信贸易连锁有限公司雅居乐分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83

2869677，编号：S01220140079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富永的 (粤 G48701) 遗失，(待理证) 证号

4408000072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游序美保健按摩馆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4406826017855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连开百货店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 440111601078698，编号 11913035

9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富有果蔬专业合作社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440881586375298A,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文萱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父亲：文小辛，母亲：

雷福玉， 出生日期：2016 年 12 月 18 日， 编号：

Q44079411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韶关市有爱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205MA53DHHH36） 经股东决定。

拟将注册资本由原来 100 万元减少至 10 万元。

请相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与本公司联

系，要求清偿或提供相应担保，逾期本公司将依

法减资。

遗失声明

汕头市澄海区斌智玩具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515MA4WYFU6

XF，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吉时雨鞋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MA59PJT747）经股东会决议，公司

拟将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 万元减至人民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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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广州市闪电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47435672354） 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册资本由原来 3800 万元减少至 1500 万

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申请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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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闪电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23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彩梦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40106600421448，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2440101MA5A2ACU5J,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石金食杂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 440103600028355，编号 S039201502

1823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剑勇， 于 2019 年 9 月上旬外出工作期间

遗失警察证，证号：03433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国任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机

动车商业保险保单遗失， 单证流水号：1475899，

保单号:�6190828000518006720。 特此登报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正运服装加工厂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125600371728，社会信用代

码 92440101MA5A64UXXP，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甲子教育培训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

章、法人印章（姓名池圣女）各一枚，声明作废

吕国忠与贺伟华债权转让暨催收

联合公告

根据吕国忠与贺伟华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 吕国忠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债务人的债

权及相关权益依法转让给贺伟华，现以公告方式

通知债务人。 请债务人或债务人的承继人向贺伟

华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吕国忠

贺伟华

二 O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单位：人民币 /元）

序

号

债务人名称

债权本金

余额

利 息 余 额

（ 暂 计 至

2019 年 9 月

17日）

1

陈焕钊 、钟

少萍

6,000,000 7,456,850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欢巧综合店遗失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40111601296461，编

号：S1192014034739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吴伟丽鱼档遗失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11600279551，社

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XEJDXU,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瑞达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自

2019 年 5 月 28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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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琴子尚服装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 440106600831852,编号 S06920

14062463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琴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1066009

86949，编号 S0692014010708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寰宇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车辆粤 AN2829

的广州市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标识卡，编号C0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寰宇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车辆粤 AN6045

的广州市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标识卡，编号C01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区太和小惟鱼档遗失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

1MA5A81BR2Y,编号：11913032332G，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英布陆汽车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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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区太和吕海平鱼档遗失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

101MA59XEAT3B编号：S1192015032807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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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番禺区洛浦靓晾易贸易商行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一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

59W0LY02，编号：S2692016024946Ｇ声明作废

责编：韩漪 美编：方元 校对：叶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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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家政人

员难找，怎么办？ 这个“痛点”将得到解

决。 9月23日，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

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省实施“南粤

家政”工程促进就业工作方案》。

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实施“南粤家政”工

程促进就业工作方案的通知》， 到2021

年，建设扶持50家省级家政服务培训示

范基地； 建设扶持100家家政服务龙头

企业；动员引导1000个以上有资质有能

力的培训机构参与培训；每年开展家政

服务类培训20万人次以上，带动就业创

业40万人次以上，满足社会不同层次家

政服务需求。

加快中高端家政人才培养

据介绍，“南粤家政”工程将重点推

进实施母婴服务、居家服务、养老服务、

医护服务等4个培训项目， 通过技工院

校专业培养、专业机构引领培训、企业

在岗技能提升、广泛开展岗前培训等形

式，着力扩大培训规模。 计划到2021年，

每年全省组织培训母婴护理员、育婴员

6万人次， 培训家政服务员6万人次，培

训养老护理员2万人次， 培训医疗护理

员2万人次，初、中、高级培训全覆盖。

根据省人社厅的工作方案，将建立

家政扶贫对接帮扶机制，推动珠三角地

区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特别是老区苏

区、 民族地区开展家政服务劳务结对，

建立家政扶贫输出基地和接收安置基

地，进一步提高转移就业组织化程度和

精细化服务水平，加大对建档立卡贫困

人员的培训就业支持力度。 同时，鼓励

技工院校与贫困地区院校开展培养合

作，并面向老区苏区、民族地区扩大技

工院校招生规模，帮助贫困劳动力实现

技能就业、技能致富。

此外，在质量上也要保障。 南粤家

政工程要要对标国内外最高最好最优

的先进经验，塑造广东品牌。 既突出加

大普及型、基础性家政服务培训，又着

力加快专业型、 复合型中高端人才培

养，培育一支初、中、高级均衡发展、结

构合理的家政服务队伍；借势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 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培训合

作，引进港澳及国外先进经验，促进三

地培训互认、标准共建，着力优化提升

供给质量，加快推动广东家政服务业职

业化、专业化、标准化、国际化发展。

推行家政人员实名持证上岗

家政行业是进入家庭工作，诚信尤

为重要。 据了解，省相关部门将联合推

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个人信用记录注

册、跟踪评价和管理制度，推行家政服

务从业人员持证上岗、 实名制管理，将

家政培训、就业、维权以及雇主信用等

记录纳入家政诚信体系。 实施家政服务

领域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建立和

规范守信主体“红名单”、失信主体“黑

名单”制度，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

训。 同时，加大对从业人员职业操守、心

理辅导等方面的培训，提高从业人员职

业素养。

让家政服务成为体面职业

省人社厅将联合相关部门、行业协

会、培训机构和家服企业，制订初、中、

高各个层次的职业工种需求清单，制订

模块化的培训课程标准。 对符合专项职

业能力要求的项目，开发考核规范并开

展评价。 完善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多元化

评价方式。 建立健全从业人员激励机

制，鼓励五一劳动奖章、五一巾帼标兵、

三八红旗手、优秀农民工等评选表彰向

优秀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倾斜，并在积分

等方面给予照顾，使家政服务成为受人

尊重的体面职业。

广东省全面实施南粤家政工程，每年拟开展家政服务类培训20万人次以上

重点推进母婴养老医护等4项目

信息时报讯

记者昨日从 2019 年

阿坝州文化旅游暨全域旅游发展大会

上获悉，经四川省政府批准，四川九寨

沟景区拟于 9 月 27 日世界旅游日试开

园。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位于四川省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九寨沟是四川最

知名的景区之一。 2017 年 8 月 8 日，九

寨沟发生 7.0 级地震，地震导致景区多

处受损。 为保证游客安全，九寨沟停止

接待游客。 2017 年 11 月，九寨沟县正

式启动震后恢复重建工作。

2018 年 3 月 8 日，按照“限区域、

限流量、限时段、限方式”的原则，九寨

沟对外开放了部分景观。 但这次开放

仅持续近 4 个月。 2018 年 6 月 28 日，

九寨沟管理局宣布因地质灾害风险再

次闭园。

经过两年灾后恢复重建，九寨沟景

区 85%的区域已基本具备开放条件。此

次九寨沟景区拟开放的景点中既有美

丽的诺日朗瀑布， 也有新景点双龙海

瀑布。 据介绍， 由于今年雨水充沛，景

区内海子特别美丽漂亮。

截至目前，九寨沟景区已累计完成

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 134 处，占总工程

量 81.7%，拟开放区域地灾治理全部完

工。 拟开放区域的道路、栈道、休息亭、

环保厕所等项目的后续收尾工作基本

完成。

在交通方面，2019 年 8 月 8 日，九

黄机场恢复通航。 目前进入九寨沟的

三条路线全线畅通，全县交通通达能力

恢复甚至超过震前水平。

阿坝州委常委、九寨沟县委书记罗

智波介绍，为了此次试开园，九寨沟制

定了《九寨沟县九寨沟景区恢复开放保

障工作责任清单》，目前 11 家旅行社已

做好接待服务准备。 预计开园时，200

余家餐馆饭店能够正常营业，宾馆酒店

可提供床位超 1 万余张，可满足游客食

宿需求。

中新

据新华社电

最高检 23 日消息，

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中国检验检测学会原会长

魏传忠涉嫌受贿一案， 由国家监察委

员会调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

受贿罪对魏传忠作出逮捕决定。 该案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最高检 23 日消息，湖南省人大常

委会原党组成员、 副主任向力力涉嫌

受贿一案，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

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日前，最

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向

力力作出逮捕决定。 该案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魏传忠、向力力

分别被检察机关逮捕

九寨沟9月27日试开园 拟开放85%区域

2017年8月8日发生地震后关闭，九寨黄龙机场已于今年8月恢复通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