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楚涵广告设计部遗失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YM32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合众广告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19037247X1， 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丘升华遗失由人人佳购物广场开具的铺租押

金收据一份，金额：1万元整，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

囍

雀棋牌室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CDX

PL9R，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何建民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普通

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4400174320，发票号

码 56159658， 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承保公司：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商业

险保单流水号 ：00180001269415， 保单号 ：

63002080220190002022，车牌：粤 AJ60M6,车

主：王维玲

遗失声明

张高兴，身份证号码：3606021981022

82031.遗失在广州市金龙盘服装批发市场

（证号：穗市字 88010258）所经营的商铺的

营业执照登记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寻亲启示

2013 年 11 月 21 日， 在阳江市阳西县儒洞

卫生院大门口外旧 325 国道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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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9日

报纸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况

项目名称：广东信翼科技有限公司 6000吨硅橡胶（一期）扩产项目；

建设单位：广东信翼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地点：茂名市高新技术产业园；

项目概要： 厂区总占地面积 25778.29�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11267.87�平方米， 项目投资 12106.61�

万。 项目主要生产硅橡胶，年产量 6000吨。

二、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结论

建设项目采取各项有效的污染治理措施后， 各项污染物的排放均可满足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

要求，上述环境问题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三、意见反馈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查阅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KdkjY47kI5RZXWZOskNmQ（提取码:kwpr）。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联 系 人：李波 电话：13828698680

四、公示期限：2019年 11月 4日至 2019年 11月 15日

公 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现对已办理变更登记的民间组织单位予以

公告。

广州市手拉手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2440105587625965X，住所：广州市

海珠区同福中路 348-1-2 号 3E-2 房，法定代表

人：张健达）于 2019年 8月 13日变更住所，变更

前：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沙园大街 17 号二楼

自编 208 室， 变更后： 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

348-1-2 号 3E-2 房；于 2019 年 8月 13 日变更

法定代表人，变更前：陈良益，变更后：张健达。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有关登记侵犯

其合法权益的， 可以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向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或广州市民政局提出行

政复议； 或是在本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向广州市

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

2019年 10月 31日

遗失声明

广州安晟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李占胜遗失

定金收据一张，编号 302019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景森鞋材加工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 注册号 440111600737612， 编号

119110603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忠信镇东升富恒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1623MA4WFJ2XXY,

声明作废.

通 知

因客观情况，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司现召集江门市深三捷电池有限公司全部股东于 2019

年 11月 26日上午 10:00于哈尔滨市南岗区邮政街副 434号哈工大科技园 1101室召开股东会。

会议事项：

1、关于对江门市深三捷电池有限公司进行注销的决定；

2、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注销工作。

通知参会股东：

1、中国技术创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8309G

2、江门市兴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7037480073840

3、中国科招高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6259094174

因无法联系到以上股东，我们特此登报告知。 如您有不明事宜，可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

公司指定的联系人王老师联系，联系电话：13804515667。

召集人：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司 2019年 11月 9日

关于陈汝和房屋继承事宜的公示

陈汝和的房屋位于黄埔区镇龙村公路北 1

号右 1，属于广汕公路（金坑 - 中新段）改造工程

拆迁项目内的拆迁户， 该房屋持证人为陈汝和，

根据村委会提供的证明，陈汝和于 2006 年 12 月

已故。 陈汝和生前未设立遗嘱，按法定第一顺序

继承人为妻子卢金兰，子女陈耀祥、陈耀安、陈水

群、陈礼英。 妻子卢金兰于 2004 年 6 月已故，儿

子陈耀安于 2013年 6月已故，生前无妻子子女，

经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协商一致， 其陈水群、陈

礼英明确放弃继承上述房屋产权所有权，同意上

述房屋由陈耀祥继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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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示

声明公告

广州柔美伊美容化妆品有限公司郑重声明：

我司从未生产或接受委托生产过品牌为卡美乐、

俏俏美、卡丽丹的产品，凡名称为以上品牌的产

品均不属于我司生产，敬请消费者认清广州柔美

伊美容化妆品有限公司出品的产品，谨防假冒伪

劣产品，特此申明。

减资公告

广州市美鑫机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1037889023321),经股东会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原来

50万元人民币减至 30万元人民币。 请债权人于

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逾期不提出，视

为放弃权利。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凤阳康柏斯服饰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05600514831，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32D34A，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凤阳纯品服饰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40105600514840，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2440101MA5A32KD0A，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永俭工艺品经营部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126600455415，执照编

号 26910041019，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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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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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科技论坛在穗举办

众“大咖”热议5G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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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郑晓

慧）

11月 7日， 备受瞩目的 2019《财

富》全球科技论坛在广州拉开帷幕。 今

年是《财富》全球科技论坛连续第三年

在广州举行。 本届科技论坛以“创新，

共建美好未来”为主题，一众“大咖”齐

聚羊城，聚焦全球科技的流行趋势，包

括 5G、医疗和生物科技、数字化转型、

金融科技、绿色科技，以及人工智能伦

理和科技民族主义等热点话题， 展开

了一场思想盛会。

在本届论坛上，5G 成为了论坛最

热门的话题之一。《财富》全球科技论

坛联合主席钱科雷认为， 当前中国在

5G的商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他在演

讲中提到， 最近中国的 3 家电信运营

商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5G 的设备

应用商， 会在广州和中国其他的城市

进行商业使用， 但有些国家却落在后

面。“中国人口非常多，投资也非常活

跃， 所以中国在这个领域目前是处于

领先的地位。 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华

为、 小米也宣布了它们 5G的手机，小

米是《财富》500强最年轻的企业之一，

但有些公司落在后面。 ”钱科雷说。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浦晓燕

指出，基于 5G 的万物互联，后云时代

开启云计算新需求。 她在演讲中指出，

当下我们正处在“万物互联” 的转折

点，5G 使我们更加无需担心 IT 基础

设施的建设。 云、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中

的边缘计算都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些

技术不是“非此即彼”的命题，只有它

们紧密配合，才能构建一个智能的、完

全互联的世界。 后云时代的到来，将涵

盖数十亿台智能设备实时处理网络边

缘的数据，并及时做出反应。

百度智能云事业群组副总经理及

人工智能业务总监李硕表示，在 5G时

代，“云”会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出现，智

能计算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出现，这

个时代更多的将会是云计算、 人工智

能和万物互联共同出现的一个时代，

大的通信的带宽可以让不同的设备、

机器之间的对话、 数据交换变得更加

容易。

联想中国副总裁、 联想创投管理

合伙人宋春雨表示，5G 不仅是消费者

之间互联互通， 而且从物联网之间互

联，所有的垂直行业都能很好地互联，

这是一个巨大的行业的趋势。“5G 是

爆炸性技术、颠覆性的技术，深刻地影

响所有的垂直产业， 我们的确是这么

认为的。 我们投资的战略首先是从终

端、云，主要的一些核心技术着手，这

是我们的基础，能够帮助联

想、帮助整个行业生产出更

好的产品。 第二是应用层。

我们认为 5G 将是智能城

市、智能医学包括个人设备

上有 AR、VR、虚拟现实、加

强混合现实等等，所有的这

些领域中 5G都是这些应用

实现的基础。 ”宋春雨表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袁婵）

A股史

上最快被ST的公司申请摘帽了。ST丰

山昨日公告称，由于供热公司恢复供

热， 公司原药合成车间正式投料复

产。 按照规定，公司已向上交所提交

了关于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的申请。

7月14日，ST丰山公告称， 由于4

月16日供热公司对蒸汽管网全线进

行安全检修， 公司核心生产部门停

产，且3个月内不能恢复生产。 该事项

符合上市规则相关条款情形，公司股

票简称由“丰山集团”变成了“ST丰

山”。 据悉，这并刷新了A股公司最快

被ST的纪录。 10月25日，供热公司又

开始恢复供热，ST丰山原药合成车间

也于当天正式投料复产。 原药合成车

间运行平稳后，ST丰山于11月7日向

上交所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记者注意到，自被“ST”的第一天

起，ST丰山股价连续录得5个跌停板，

并于7月23日创下上市以来的最低价

28.60元。 昨日， 则收报35.03元，涨

2.19%，总市值为28亿元。

银泰证券投资顾问徐春晖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ST股在申请

“摘帽”时，股价往往受此提振会有一

波上涨，等到真正“摘帽”时反而利好

出尽， 因此投资者若要参与此类股

票，一定要关注公司的基本面情况及

未来前景。

三季报显示，ST丰山2019年1~9

月实现营收 7.29亿元 ， 同比下降

27.84%；净利润4774.71万元，同比下

降49.73%。公司表示，由于供热公司停

止供热， 导致公司车间开工率不足，

销售收入下降，停产、安全、环保整治

费用增加致使前三季度业绩下滑。

信息时报讯（记者 袁婵）

广电运

通昨日午间公告称，公司参股公司广

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股票简称为“广电

计量”。

据了解，广电计量发行价为 7.43

元/股， 昨日收盘报 10.7 元， 涨幅达

44.01%，最新市值达 35.4 亿元。 广电

计量是一家全国性、综合性的独立第

三方检验检测服务机构，主营业务为

计量服务、检测服务、检测装备研发

等技术服务。

截至公告日，广电运通持有广电

计量 3059.44 万股， 占其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总股份的 12.34%。 广电计量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33067 万股，广电运通占比 9.25%。

广电运通参股公司昨首发上市

ST丰山申请“摘帽”

2019《财富》全球科技论坛在广州举

行。 论坛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广药集团联

合《财富》全球科技论坛执委会举办了以

“科技让生活更健康美好”为主题的2019

《财富》全球科技论坛早餐会，广药集团

在会上发布其科研成果———全球生物医

药“芯片式”科研战略资源重大项目、国

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广药研究

院“犬类实验动物资源库”正式揭牌。 据

悉，该平台掌握了Beagle犬这一创新药物

研究的科研战略资源， 这在全球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广药集团“国家犬类实验动物资源

库”是专业从事实验Beagle犬保种育种及

技术开发的机构。实验Beagle犬是贯穿着

药物研发的整个阶段最重要的实验动物

之一，是创新药物研究“卡脖子”式科技

战略资源。 目前全球范围内都在大力发

展生命医学及生物制药产业， 对高质量

实验Beagle犬需求越来越大。不少国家都

把Beagle犬种质资源作为战略资源，严格

进行掌握，不对外共享。 可以说，犬类实

验动物资源是中国生命健康领域的科技

创新活动的“芯片”，在全球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广药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楚源

表示，目前广药集团已与香港大学、粤澳

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澳门大学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 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医

药现代化建设。 在9月份召开的“2019中

国（澳门）传统医药国际合作论坛”上，广

药集团已进行了粤澳合作签约。 下一步，

广药集团还计划在澳门设立国际总部，

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国际化、标准化发

展。 根据广药集团发展规划，集团明年将

冲刺世界500强，未来将向世界一流企业

迈进。

信息时报记者 梁海祥 郑晓慧

相关报道

广药集团明年冲刺世界

500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