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开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李秀花缴存 2009年 9月至 2014 年

2 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7578 元投诉案， 因你单位

下落不明 /以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 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穗公积金中心越秀责字

〔2019〕740号《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 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

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越

秀管理部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

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 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自送达起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11月 4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科化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叶强缴存 2005 年 2 月至 2006 年 2

月、2014 年 9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10901元投诉案， 因你单位下落不明 / 以其他送

达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穗

公积金中心越秀责字〔2019〕739 号《责令限期办

理决定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

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越秀管理部办理补缴手续。 如

对本决定不服，可自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广州

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送达起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11月 4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六六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罗诗韵缴存 2018年 2月至 2019 年

5 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5200 元投诉案， 因你单位

下落不明 /以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 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

6930-2 号《核查通知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若对职工所反映

的事实、补缴数额有异议，请自本核查书送达之

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提出并附上有关证明资料。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11月 4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万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李洁敏缴存 2014年 8月至 2017 年

9 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4499 元投诉案， 因你单位

下落不明 /以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 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穗公积金中心责字〔2019〕

4336-1 号《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 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本

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越秀

管理部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送

达之日起 60 日内， 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

复议，也可自送达起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11月 4日

注销公告

广州医学院学报杂志社（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440104707691554） 经上级部门决定终止经

营并 申请注销，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企业申报， 逾期不报视为放弃权利。

特此公 告。

遗失声明

兹有郑增加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 :440582600208394，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宜彩摄影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401036004404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颖彩摄影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40103600710556，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公告启事 、遗失声明 、

注销代码、清算公告栏

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刊登热线：84267279� � 13416434253 QQ：122195533

广东省消委会指出，猪兼强在

广告中承诺“快速学车，四个月拿

证”，而实际情况却与其宣传的完

全不符， 不仅4个月拿证的承诺没

有兑现， 甚至报名后6个月连练车

都没有安排，严重违反了和消费者

签订的VIP学员协议。

记者通过天眼查看到，2017年

12月6日， 天河区工商局对猪兼强

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责令停止发

布违法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

响， 罚款380000元。 “自今年7月

起， 已陆续收到消费者关于猪兼

强的投诉， 但由于近几个月一直

联系不上该公司的人员， 无法约

谈调解。” 省消委会工作人员表

示。 据了解， 有学员向相关部门

反映情况， 天河区相关部门表示：

因猪兼强已搬迁， 新的办公地址

还在确定中， 现终止调解， 建议

与该公司客服联系表达诉求； 如

无法沟通， 可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其中一名学员告诉记者，他已

在10月21日，向天河区法院提起了

诉讼， 案由为教育培训合同纠纷。

广东穗恒律师事务所主任、 律师

林淑菁也给出建议，“学员可以先

报警立案，保留当时签订的合同等

证据，同时提起民事诉讼。 由于涉

及人员较多，可集体讼诉，通过法

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11月1日， 猪兼强向不少学员

发出短信称，将对所有学员负责到

底，尽量在合同框架内满足学员诉

求。 同时在相关政府部门协助斡

旋下，公司也正与翰景路，磨碟沙

场方积极协调，争取继续使用。 在

相应条件成熟时，即可安排学员继

续上车学习。

律师：学员可报警并走法律途径解决

猪兼强在天河翰景路的训练场地已关闭。

信息时报记者 李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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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警察两轮PK�真警察全胜

南沙警方一日成功阻止两起冒充警察的电信诈骗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近

日，广州“猪兼强”因无法练车、退

款难遭到众多学员投诉。

总部已搬迁 训练场地关闭

10月30日，记者在猪兼强位于

天河区翰景路的华科大训练场看

到，目前该场地大门紧锁，场内停

放着十多台教练车， 门口张贴着

场地回收的公告， 不允许人员和

车辆进入。

据了解， 广东猪兼强互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2014年，称以

互联网思维来改造传统驾校行

业， 公司总部注册地在天河区元

岗路200号的天河慧通产业广场，

但早在10月16日，其总部因拖欠物

业租金搬离。 根据场地管理处的

公告， 猪兼强共拖欠租金等费用

19余万元，双方租赁合同已解除。

学员退款难 教练被拖欠工资

“我2017年报名的， 现在到了

科目三，马上三年就到期了，却练

不了车，考不了试。 ”学员陈先生

焦急地说道，一旦过期意味着“回

炉重造”， 之前的考试都将白费；

学员张小姐告诉记者， 她是去年

10月报名的，交了4280元，如今学

到科目二， 多次联系客服练车无

果。

报名猪兼强的学费从3000多

元到5000多元不等。 目前，有部分

学员要求退款， 但猪兼强客服表

示，退款要等到11月底才能退，有

学籍考完科目一的要扣50%，科目

二练过车的扣80%。

记者在一个猪兼强学员维权

群里看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

有3000多名学员受到影响无法正

常学车。 不少教练也表示由于被

拖欠了七八个月工资， 他们现在

只能暂时停工。“我们这里有30多

个教练，几个月没发工资了，一个

人多则七八万，少则五六万元。 ”

其中一位教练无奈地说道。

猪兼强列入异常经营仍在招生

根据猪兼强官网在9月4日发

布的公告称，由于内部管理调整、

场地调整等原因， 导致学员的培

训进度缓慢，并给出了处理方案，

表示对于已经签订《合同解除协

议书》的学员，将会在11月20日前

办理退款。

根据天眼查显示，因“通过登

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

系”，10月21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天河分局已将“猪兼强”列入

经营异常。“公司说新办公点还没

确定， 要等新办公场地布置好再

另行通知大家。预计11月10日陆续

恢复练车。 ”猪兼强一名工作人员

回应道。 尽管如此，记者发现，猪

兼强现仍在对外招生， 甚至推出

“双十一”优惠活动。

10月29日， 猪兼强再次在官

网发出公告， 由于猪兼强近期内

部调整， 即日起天河区翰景路训

练场

（天河区天华街天华苑北

100

米）

和磨碟沙训练场

（广州市海

珠区新港东路磨碟沙地铁

B

出口

直行

300

米华快立交桥旁）

将暂停

招生， 待内部调整完毕再另行通

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讯员

郑善因 梁荣忠 ）

“我们是广州南沙警

方，是真正的公安机关，电话那头说的

东西都是假的， 请你不要相信……”日

前，广州市南沙区裕兴东街的一间出租

屋里发生了这样一幕：电话里的假警察

洗脑诈骗，面前的真警察耐心劝阻。 这

场“真假警察”的较量中，最终“邪不压

正”。而这也是南沙警方当天劝阻的第 2

起冒充警察实施诈骗的案件。

警方提醒， 公安机关办案调查，一

律通过上门或者请当事人到公安场所

的方式面见当事人，绝不会通过电话或

者网络社交平台进行调查处理。 同时，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

“核查账户”， 绝不会要求公民转账汇

款。

真警察一天劝阻两起诈骗案

10 月 25 日下午， 南沙区反诈中心

接到一条预警信息，显示事主何某疑似

遭遇电话诈骗。

接报后，反诈中心民警尝试电话联

系何某未果，随即联系其家属，试图通

过家属找到何某。 由于何某家属人在外

地， 且他本人也无法打通何某的电话，

民警判断何某极有可能正在与诈骗嫌

疑人通话，于是启动紧急预案，由辖区

派出所上门寻找何某，同时反诈中心民

警前往何某工作地点进行查找。

民警到达工作地点的时候，恰巧赶

上何某打电话给店铺的老板娘借钱，民

警于是指引老板娘先安抚何某情绪，接

着询问她现在何处。 当得知何某在家

后，民警立即驱车赶往其位于裕兴东街

的出租屋，终于在下午 17 时许，成功找

到何某。 民警找到何某的时候，她还在

与冒充警察的诈骗嫌疑人进行通话，于

是就发生了反诈中心民警耐心劝导事

主的一幕。 何某冷静下来后，意识到了

自己被骗。

据悉，这已经是一天时间内劝阻的

第 2 起冒充警察实施的电信诈骗了。 当

天上午 10 时许， 南沙区反诈中心接到

预警信息， 南沙某酒店员工可能被诈

骗。 虎门边防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到达

目标酒店，发现事主在半个小时前请假

离开。 由于情况紧急，民警让酒店同事

视频呼叫事主，并在接通后，直接与事

主进行视频通话，揭露假警察的诈骗手

法，成功制止其转账，及时保全了事主

财产。

经了解，事主是被一个自称某省公

安厅的假警察以核查信息为由，要求转

账至所谓“安全账户”进行诈骗的。

加 QQ出示《警察证》骗取信任

通过事主何某的陈述，犯罪嫌疑人

的诈骗手法也浮出水面。 原来，事发时，

何某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市公安局

民警“郑警官”。 这个所谓的“郑警官”

说， 有人于 2019 年 8 月 6 日利用何某

的身份证办理了一张银行卡，警方通过

侦查发现，该卡涉及某洗钱案，涉案金

额高达 200 万元。 现要求事主何某报告

资金流向，并且所有资金需由国家银联

会银联中心清查，查清是否涉及不法黑

金。

为了取得何某的信任，“郑警官”还

要求事主添加其 QQ， 在 QQ 里向事

主出示了 《警察证》《刑事拘捕令》

《协查通知》 等一系列伪造的证件及

文书图片。 接着，“郑警官”就要求何

某提供身份证、 银行卡等个人信息，

并要求事主的银行卡内存有 120 00

元。 何某信以为真，开始四处筹钱准备

存入银行卡。

据民警介绍， 为了争取事主的信

任，情急之下，他甚至接过事主何某的

电话，直接与假警察对话，通过一连串

发问，迫使对方露出马脚。 由于劝阻及

时，何某最终避免了经济财产损失。

“猪兼强”总部已停业搬迁？

多名学员练车吃闭门羹，教练称多月未领到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