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张务新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分公司解除代理合同且遗失执业证， 号码：

0200024400008000201706106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鹏遗失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颁发的警

官证，警官证编号：武字第 1019362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公交集团广交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驾驶员

蒋鹏翔遗失押金单 7000元，编号为 0146491/014

6492，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林丽莉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号 441521600259057， 核准日期：2014 年 12 月

31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车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粤

AD70955 遗失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运输证号为：0037919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誉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K3213W，

编号：S2512017019302。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洛浦呓语饮品店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JY24401130417902，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李润华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号:440103600366479，编号:S0392014037236G，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心德药房遗失国税税务登

记证副本， 粤国税字 45250219810704385509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心德药房遗失临时地税税

务登记证副本， 粤地税字 452502198107043855

号，纳税人编码:44010690701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小峰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分公司解除代理合同且遗失执业证， 号码：

020002440000800020180002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秀萍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分公司解除代理合同且遗失执业证， 号码：

0200024400008000201706884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山市华锋制锁有限公司遗失 DSV

公司正本提单一份，提单号：CAN0189183，

船名：COSCO�SHIPPING�PEONY�航次：

007E，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道航遗失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开具保单， 保单号

码：AGUZ6A4CTP19B000063B，流水号：

QBAP1900912322,业务联。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科技胖妞正传服装商行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信用代码：92440101MA5A76

085L��，注册号： 440106600950871�；遗失国税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 ，国税号：4290061989081885

2700�；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地税号：

429006198908188527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欣国航空代理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国税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粤国税字 440100052567252

号； 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粤地税字

440113052567252 号，纳税人编码 4401130037

07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亿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广州万仟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广州市国劢贸易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等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芳遗失佛山市德福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具的熹云水岸花园 3 座 3003 购房款收据 5

份 ， 编号 0000721， 金额 50000 元 ； 编 号

0001193，金额 101155 元；编号 0002085，金额

340000元；编号 0003758，金额 310000 元；编号

0003759，金额 138942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荷兰驻广州总领事馆遗失广东天河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省广州市地方税收

税控专用发票（发票代码：244010700361，发票

号码：06367116，发票抬头：X-34F01-03/07-08：

The� State� of� the� Netherlands， 发 票 金 额 ：

460,207.00元）。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荷兰驻广州总领事馆遗失广东天河城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粤海天河城大厦管理中心开具的

广东省广州市地方税收税控专用发票（发票代

码：244010700361，发票号码：05204659，发票抬

头：X-34F01-03/07-08：The�State�of�the�Nether

lands，发票金额：98,132.38元）。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马敏宁遗失药学资格证初级（士），（证书编

号 10357201， 签发日期：2010 年 10 月 06 日）；

遗失药学资格证初级 （师），（证书编号 ：

13177465，签发日期：2013年 11月 15 日），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公司广州市裕佳运输有限公司聘用司机

刘先玉于 2019年 6月 5日收到茂名市交通运输

所发《证据登记保存清单》 粤茂交证保（2019）

1003433号，已遗失，已申请处理。 特此声明。

公司名:广州市裕佳运输有限公司

日期： 2019年 10月 11日

遗失声明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八哥牛杂店， 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一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

52Y40K8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聚缘花艺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40106603644922，现声明作废。

注销声明

广州市信音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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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天

WH安经（乙）字[2014]00302号（1），专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新元素服装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J3

2XXF，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新元素服装店遗失地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4401211977010821270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惠风园艺社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881MA51N36W03， 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魏常翠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号：440103600133226，声明作废

注销清算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街天天托儿所,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2440105743558232R， 法定代表人：

张秀明，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沥

滘

迎祥坊 17 号之

五，经全体理事会同意拟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小组处理债权债务。 请债

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

债权。 清算结束后，本单位将依法向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 联系电话：13902231594

华南快速路石门堂山隧道至春岗立

交段增设出入口匝道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公示

本工程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洞街，于现有华

南快速路增加出入口匝道和辅助车道。

1、 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www.gjtjt.cn/upload/file/2019-10-09/8d1c

e46d-108c-469b-bee5-489dcc16c6e6.pdf；

2、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和反馈意见表途径：建设

单位：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联系人：曾工，

联 系 电 话 ：15989011989， 电 子 邮 件 ：

276831345@qq.com；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

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

369122449069.docx;

4、公示时间：从登报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债权转让通知

广州南沙经济开发区金门房地产有限公司：

根据我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

债权转让人广东裕泰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债权

受让人广州汇邦投资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

协议,现将债权转让人对你方所享有本金 8491.6

万元及利息尚未履行的现有债权, 该债权经最高

人民法院(2009)民二终 104 号、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 (2006) 粤高法民二初字第 20 号民事判决

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执变字第

53 号执行裁定等法律文书予以确认尚未履行的

现有债权依法转让给债权受让人广州汇邦投资

有限公司,与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包括申请执行

人权益）也一并转让。 请贵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

通知书后向债权受让人广州汇邦投资有限公司

履行现有的全部义务。

遗失声明

詹百灵遗失个体户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号 :440111601080473,编号：11913036323,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盛康水产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 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XU4R54， 编号

GS032019068713，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通知书

吴坤、广州市展力实业有限公司、吴潭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

的规定， 以及我与吴春年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

现将我方根据（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 916 号

民事判决书对你方的所有债权，依法转让给吴春

年， 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

请你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应向吴春年

履行全部义务。

通知人：刘宝华

2016年 12月 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广东广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吴潭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

的规定， 以及我与吴春年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

现将我方根据（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 914 号

民事判决书对你方的所有债权，依法转让给吴春

年， 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

请你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应向吴春年

履行全部义务。

通知人：刘宝华

2016年 12月 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张翔、万红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

的规定， 以及我与吴春年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

现将我方根据（2013）穗增法民二初字第 313 号

民事判决书对你方的所有债权，依法转让给吴春

年， 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

请你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应向吴春年

履行全部义务。

通知人：刘宝华

2016年 12月 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莫中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

的规定， 以及我与吴春年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

现将我方根据（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 62 号民

事判决书对你方的所有债权， 依法转让给吴春

年， 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

请你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应向吴春年

履行全部义务。

通知人：刘宝华

2016年 12月 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广州能安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莫中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

的规定， 以及我与吴春年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

现将我方根据（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 915 号

民事判决书对你方的所有债权，依法转让给吴春

年， 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

请你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应向吴春年

履行全部义务。

通知人：刘宝华

2016年 12月 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范景辉、广州市金沐贸易有限公司、郭学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

的规定， 以及我与吴春年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

现将我方根据（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 64 号民

事判决书对你方的所有债权， 依法转让给吴春

年， 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

请你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应向吴春年

履行全部义务。

通知人：刘宝华

2016年 12月 5日

清算公告

广州嘉联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注册号：440112000054417） 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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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温记

粦

房屋继承事宜的公示

温记

粦

位于黄埔区新龙镇均和大道 10 号的

房屋和均和大道 110 号的房屋， 属于广汕公路

（金坑 -中新段）改造工程项目拆迁范围内。 根据

村委会提供的证明，温记

粦

于 2009年 2月死亡。

温记

粦

生前未设立遗嘱及签署遗赠抚养协

议，经其所在村委证明，其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

为妻子李胜运，父亲温耀平，儿子温新华，女儿温

运霞、温长华、温运如。

经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协商一致，同意上述

房屋均和大道 110 号由温耀平、 温新华继承，并

签订相关房屋征收补偿合同及领取相关补偿款，

均和大道 10号房屋由李胜运、温运霞继承，并签

订相关房屋征收补偿合同及领取相关补偿款，如

发生法律纠纷，自行解决。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 2013 年 6

月 27 日由广州市组织机构

代码管理中心颁发的代码为

052567252 的代码证正、副

本。 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 广州欣国航空代

理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

239 号 903 房

关于按现状收铺的通知书

(2019）粤 01�破 133号

尊敬的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路 151号的各位业主：

根据广州市圣隆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债务人”）与每个业主所签订的《委托经

营管理合同》约定，在合同到期后，在未与各业主

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债务人应按合同约定的装修

标准将贵铺交还给业主。

现因债务人已经进入破产程序，无力按约定

完成装修并交还商铺的合同义务。 为免扩大各位

业主损失，管理人特此通知：

债务人不再按《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的

标准履行交铺义务。 各业主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自行按现状收回商铺。 各业主自行收回商铺并不

免除债务人因上述违约而应向各业主承担的法

律责任。

广州市圣隆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2019年 10月 8日

清算公告

广州博煌服饰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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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美蓓化妆品有限公司遗失国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粤国税字：440111088047849，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瀚淼运输代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RA7389，

编号：S12120170048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阿梅按摩室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4088160037276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信宜市东镇茵尚品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40983600285250，现声明作废。

注销声明

广州市龙吉工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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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天

安经（乙）字[2012]0184号（3），专此声明。

遗失声明

戴秀君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401056

00957194，编号：S0592014026254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我司广州珍宝巴士有限公司属下有：粤

AL3686车遗失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现声明作废

该登记证。

分类广告

注销代码、法院公告、协查通知、遗失声明、清算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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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邹甜）

“亮剑天

体、剑指世界杯”———昨晚，天河体育

中心打出亮眼横幅， 迎来中国男足征

战2022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40强赛的

首个主场，杨旭上演大四喜，力助国足

以7:0大胜关岛。

关岛队虽然是小组“鱼腩”，但四

年前的世预赛曾 2:1 击败印度。 里皮

赛前也表示不会掉以轻心，全取 3 分，

是里皮赛前给国家队的“底线”。 昨晚

国足派出最强阵容出战， 锋线上由艾

克森、杨旭和武磊联手出战，蒿俊闵戴

上队长袖标。

“我们都是来自业余球队的球员，

相比起中国队， 这场比赛我们表现得

很业余。 ”对于本场比赛，关岛队有十

足的心理准备，但该队打得并不保守，

甚至在国足松懈时也有过射门机会。

不过， 中国队轻易地在第 6 分钟就打

破僵局，王刚射门被扑后，杨旭后点不

射破门。10 分钟后，武磊凭借个人能力

连过对方 2 名防守队员后将比分扩大

至 2:0，随后杨旭连入三球，将比分扩

大至 5:0，上半场结束前，吴曦攻入第 6

球，半场中国队 6:0 领先。易边再战，关

岛也加强了后场的防守， 国足体能出

现下降，射门效率有所下降，武磊、吴

曦和蒿俊闵先后被替换下场。 下半场

第 75 分钟，艾克森攻入本场比赛的第

7 球，力助国足以 7:0 完胜。

“最重要的是取胜，赛前看见很多

媒体说我们要进多少球， 但对于我们

来说要的是每场比赛的胜利。 ”赛后武

磊说道， 他表示球队的目标是以最好

的成绩晋级 12 强赛，不需要跟对手比

净胜球。 武磊表示， 留洋让他增加信

心，希望能实现全国球迷的梦想，打进

2022 卡塔尔世界杯， 每场比赛我们都

尽自己最大努力。大家对我的关注，对

我的期望比较高， 希望能够用自己的

经历帮助国家队。

里皮笑容满面地步入新闻发布

厅， 他表示中国队此役十分专注， 没

有轻敌， 防守很紧凑， 进攻很投入。

他透露， 三个换人是为了准备下一场

客战菲律宾队的比赛， 对于他来说，

拿下每场比赛， 晋级 12 强赛是最大

的目标。

对阵关岛杨旭半场上演“大四

喜”，三次世预赛戴帽，其个人代表国

家队出战 A 级赛事进球达 28 球，成为

国足历史第二射手。

1988 年出生的杨旭，14 岁便入选

国少队，从国少、国青、国奥到国足，一

路走来他都备受质疑， 但他一次次用

进球数回应了质疑声。在职业生涯中，

他效力过的俱乐部大多是保级球队，

进球最多的一个赛季是 2009 年在辽

宁宏运，单季打进 15 球。 2015 年转会

山东鲁能后，队中大牌林立，他并没有

太多机会。 虽然在俱乐部的表现不算

突出，但在国家队层面，他却是现役国

脚中，在 A 级赛事中进球最多的球员。

前两届世预赛首战， 国足分别以

7:2 战胜老挝，6:0 大胜不丹，这两场比

赛杨旭都曾上演帽子戏法， 而这一次

是他第三次世预赛的帽子戏法。 在本

届世预赛前，郜林、肖智均落选，31 岁

的杨旭却进入大名单， 不少球迷认为

球风偏软、特点不突出，但回顾杨旭昨

晚的进球，有劲射、有头球、有偷袭，他

再次用 4 粒进球为自己正名。 有数据

统计， 国足历史第一射手是郝海东 41

球，杨旭暂时以 28 位列第二。

对出生于东北的杨旭来说， 从 6

月的热身赛到本场对关岛， 最难克服

的是广州炎热的天气， 但他以每一堂

训练课的努力，去克服这一难关。因为

对于 31 岁的他来说，这或许是最后一

次追逐世界杯的机会，“我们没有任何

理由松懈，这次是最好的机会，尽我们

所能把握机会。 ”杨旭赛前如此说到，

这位老将正以最后的倔强，追逐梦想。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国足这次过“关”

杨旭用“大四喜”回应质疑 成为国足队史第二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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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

荨

武磊

（左二）表示

每场比赛都

会尽最大努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