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安晟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张春潮遗失

定金收据一张，编号 302021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清山遗失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颁发的军

人保障卡，卡号 8144011807244443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大龙通彻通信设备经营部

(92440101L828482850)遗失公 章 一 枚 ， 声 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汕头市潮阳区海门金纪贡茶饮品店遗失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4058260051

2372，现声明作废。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年 11月 12日,在文冲船厂水域,发现死

亡约 1天男尸:约 25岁,168cm,身穿红 /黑方格长

袖衬衣,蓝色牛仔长裤。 知情请电:83120639。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 年 11 月 13 日,在海珠区广州塔财富码

头对开江面 , 发现死亡约 2 天男尸 : 约 20 岁 ,

167cm。身穿蓝色平角短裤。知情请电:83120601。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素娟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AB9Y5R，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慧媛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财

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铭荟室内装饰部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L437

20430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平典投资咨询服务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40101MA59KR162J） 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编号：S2592017003859G。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梁安，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编号

粤军 A000321，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昭方棋牌室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G3D70X，

编号 S2691016008150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东娣不慎遗失广东省医疗收费发票， 票据

编号：KX77505727,发票金额：2838.23 元，流水

号：34559907，现声明作废。

广东汇誉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 2019年 11月 21日 10:00时整对以下报废物资进行公开拍卖：

序号 标包 标的 现状 保证金

１ 标一棋杆仓 2019年第五批报废物资 现场为准 50万

２ 标二九塘仓 2019年第五批报废物资 现场为准 50万

３ 标三城北仓 2019年第五批报废物资 现场为准 50万

一、参加本次拍卖的竞买人必须具备以下资质：

1、注册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500万元的企业法人；

2、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包括 "废旧物资（或金属）回收 "等相关内容（危险品除外）；

3、应持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登记证明》、《废旧金属收购业备案

书》；

4、提交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

人、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5、提交银行开户证明（其中帐户名称必须与竞买人营业执照登记的名称一致）；

6、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企业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同一母公

司属下多家子公司、控股公司，或存在其他同类情形的，只接受其中一家企业法人报名；

7、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二、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 -15 日 09:00-16:00 时,提供上述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三

份、被授权人身份证明原件三份向我司提交竞买申请（所有复印件须加盖公章），逾期不候。

三、经审核符合资质的竞买人，需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 16:00 时前将拍卖保证金（由竞买人对公账

户汇出）汇款至我司指定帐户，以实际到帐日期为准，（户名：广东汇誉拍卖行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

银行广州龙口西路支行，帐号：662658427042；注明汇款用途：竞买保证金）。

四、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 11月 19日 -20日（具体展示时段请咨询）； 展示地点： 标的存放地 ；

展示要求：竞买人现场查看人员不得超过 2人 /单位，需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并

自备安全帽。

五、报名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莞庄路 2号鸿德国际酒店 1楼大厅

拍卖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莞庄路 2号鸿德国际酒店 4楼纽约厅

六、联系人：郑经理 13828419227���邮箱：zhy@huiyu.net��网站：www.huiy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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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

公司与下列 8 人解除代理合同:1.赵冬梅(执业证

号码 00001544000000002019050114);2.邹海港

(执业证号码 02000244000080002018107513);

3.常要各(执业证号码 000015440000000020190

54610);4.郑海才(执业证号码 020002440000800

02018109017);5.邝灿文(执业证号码 020002440

00080002018087864);6. 刘瑞琼 (执业证号码

02000244000080002018052196);7.宋锦添(执业

证号码 02000244000080002018062098);8.蒋海

燕(执业证号码 00001544000000002019059857)。

此 8人的执业证均已遗失，现声明作废。

关于吴育全房屋继承事宜的公示

吴育全位于黄埔区新龙镇均和水浪路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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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育全于 2004 年 8 月死亡，其妻子蒋张娇于 2007

年 10月死亡。

吴育全、蒋张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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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人为儿子吴光荣、 吴新安，女儿吴陈金、吴秀

群。

经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协商 一致， 同意上

述房屋均和水浪路 115 号由吴光荣继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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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东莞城市装钉器材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停

止公司经营活动, 请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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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悦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01340157506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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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关于陈树安房屋继承事宜的公示

陈树安的房屋位于黄埔区镇龙村镇龙大道

78-1号，属于广汕公路(金坑 - 中新段)改造工程

拆迁项目内的拆迁户， 该房屋持证人为陈树安，

根据村委会提供的证明， 陈树安于 2002 年 5 月

已故。 陈树安生前未设立遗嘱，按法定第一顺序

继承人为妻 子范茂珍，子女陈金潮、陈金燕、陈金

文。 陈树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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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妻子范茂珍，儿子陈金潮、陈金文，女儿陈金

燕。经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协商一致， 其陈金潮、

陈金燕、陈金文明确放弃继承上述房屋产权所有

权，同意上述房屋由范茂珍继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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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胜勤（身份证号码：440923199408201719）

因个人原因及幼儿园业务发展需要，从见报之日

起不再担任茂名市电白区岭门镇金鹰幼儿园法

人代表一职，现我园拟任新的法人代表：陈益（身

份证号码：440923196402184467），特此声明！

茂名市电白区岭门镇金鹰幼儿园

2019年 11月 13日

茂名市电白区民政局公告

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 茂名市电白区小良镇东南医院经我局批

准成立登记，现予公告.

名称:茂名市电白区小良镇东南医院。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2440904MJL9587699， 法定代表

人:潘飞腾，业务范围:开设门(急)诊，住院，康复病

床。 设有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康

复医学科，医学检验科、急诊医学科，中医科，影

像放射科。住所:茂名市 电白区小良镇 X636县道

旁(小良敬老院对面).开办资金:人民币叁拾万元

整。业务主管单位:茂名市电白区卫生和计划生育

局。 登记时间:�2019年 2月 1日.

茂名市电白区民政局

2019年 2月 1日

股东会通知

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定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下午 15:00 在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科学城科丰路 31 号自编一栋 10 楼公司会议

室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监事的议

案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议案，请各位股东依法准时出席，未出席会议

或拒绝表决的视为弃权。

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14日

注销公告

广州市天河区信华芊卉幼儿园（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4401066832744217）根据《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

向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登报日起 45 日内

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和平县鸠山种养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3441624MA4UQD578J） 经成员大会决议

停止经营并申请注销，请各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债务。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顺着来服装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26601356534，国税

税务证正副本，粤国税字 220421199105010

21X01，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粤税字

22042119910501021X0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聂文海遗失众诚保险商业险保单（正

本）， 保单号：301031924401130033395，

单证号：0000725756，已盖承保专用章，特

此声明。

责编：阮栩 美编：梁文珊 校对：段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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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我的

房子没有厕所和厨房。”市民戚先生昨日

向信息时报报料称，今年5月，他通过南

方产权交易中心在广州市荔湾区西湾东

路花了98万买下一套房子，9月拿到房产

证后开始装修。 9月30日，邻居找上门来，

称戚先生房子的厕所厨房是属于他家

的， 由于该房子唯一的排污管道位于厕

所位置，若无法解决，房子无法居住。

装修一半才知厕所厨房不属自家

戚先生告诉记者， 该物业原产权属

于广州市华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房

一厅一厨一卫共46.67平方米，算上税费

当时共花了约98万元。“但就在装修进行

了一半时，买了隔壁的邻居发现，我家厕

所和厨房的位置是属于他家的。”戚先生

立刻查看房产证， 图纸上确实将厕所厨

房所在位置划分在隔壁范围内， 他赶紧

联系房子原产权归属的广州市华正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对问题进行处理。

据戚先生介绍， 当初他在南方产权

交易中心上知道了这套房子的转让信息

时，但网站上并没有公布图纸，并且需要

自行看房。 而当时戚先生自行上门看房

时， 也看到隔壁与该厕所厨房位置是相

通的，没有对通道位置进行封闭。

据戚先生介绍， 这栋楼大多是回迁

房，回迁后按照原本的面积数进行划分。

他猜测， 现在的问题估计就是那时候划

分所导致的。

业主盼尽快解决问题

对此， 房屋原产权方相关负责人回

应称， 目前正在积极考虑问题的解决方

案。 此前公司方曾前往房管局查到了

1997年该房的测绘图， 图上显示规划与

现在房产证上平面附图是一样的， 因此

公司会按照房产证划分面积进行处理。

近期会找有资质的施工队前去戚先生家

进行查看， 商量如何将污水管道移接到

其房产范围内， 并在该范围内重新划分

厕所与厨房位置。

目前戚先生一家只能租房住， 他希

望问题赶紧解决。 如果问题实在不能解

决，也只能选择起诉，退回房款。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刚

认为， 这种情况需要看购买方是否存在

重大误解，或者看出让方是否存在欺诈、

故意隐瞒情形导致购买方违背真实意思

签订了合同。“如存在，可以向法院申请

进行合同撤销，但合同是否能进行撤销，

就要看购买时合同的信息是否完整。”邓

刚说，如果出让方已经进行相应的告知，

只是购买方自己没有留意，则无法撤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温倩茵）

11

日， 广州市海珠区大塘村东华南九

巷中通快递分拣点因电线老化短路

起火，过火面积达 15 平方米，所幸

起火时快递点无员工， 烧毁的快件

量也不多， 属于之前滞留没成功派

送的，客户可凭快递单号获得理赔。

11 日上午约 9 时，有江海街大

塘村村民见东华南九巷中通快递点

起火，浓烟向外冒出，于是拨打 119

报警。接警后，附近微型消防站工作

人员、大塘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街

道安监中队、外管中心、派出所等职

能部门迅速赶到现场疏散人群、拉

警戒线，由于火势较大，动用 4 个灭

火筒仍无法扑灭。 此时消防官兵出

动的一台消防车赶到， 很快将明火

扑灭，后还有火星冒出，江海街道环

监所继续使用高压枪持续喷水一小

时，确保现场环境安全，无二次事故

发生，事件中无人员受伤。

经初步调查， 起火时店内无员

工，店铺还没开门营业，起火原因为

线路老化短路引起。由于火灾，该快

递点前铺设的电线尽数烧毁， 街道

紧急联系供电部门进行抢修， 已在

11 日中午重新通电。 事故控制后，

派出所约谈快递点负责人， 该负责

人下午 3 时到中队接受安全教育和

行政处罚。

花百万买房 厕所厨房却是隔壁的

广州荔湾一市民遭遇荒唐事，房屋原产权方回应称正积极考虑解决方案

广州海珠区大塘村

一快递分拣点起火

烧毁的快递不多，凭单号可

获得理赔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全国的

秋天也要分流派？近日，中国天气网出炉

了“全国秋季流派图”，将全国各地的秋

季划为“缩水派”“抽风派”和“拖延派”，

而一直拖到今天才算入秋的广州， 就被

归入到“拖延派”。

“秋季缩水派”：华北西北东北

中国天气网1981~2018年大数据显

示，秋天最短的地方主要分布在东北、华

北等地，秋日普遍在50天左右，沈阳秋季

最短，仅有48.5天。 从逐十年数据分析，

我国多地秋季在缩短，比如乌鲁木齐、兰

州、北京、杭州等地秋季变短十分明显。

“秋季抽风派”：华中地区

在秋季，华中一带基础气温较高，一

旦遭遇冷空气侵袭，气温便会直线下降，

呈现出“过山车”的状态，有时甚至能在

两日内完成“四季跨越”。以长沙为例，今

年 10月 4日最高气温 37.2℃ ，5日降到

29.8℃，6日暴跌至17.6℃，3天最高气温

差距近20℃，单日降幅超过12℃。

“秋季拖延派”：华东华南

中国天气网大数据显示，华南、华东

一带秋季滞后现象较为明显， 以逐十年

的数据来看，海口、南昌等地的入秋时间

均明显推迟。从1981年开始，海口的入秋

时间已经从之前的11月22日推迟到11月

27日；南昌从9月29日拖延到10月5日。广

州多年平均入秋时间为11月9日，昨天已

是11月13日，白天最高气温仍有29℃。

全国秋季流派图出炉，看看你家的秋天属于哪一派？

广州秋天被归入“拖延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