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徐旭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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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0024400008000201401854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梁惠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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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0024400008000201301974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穗邦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遗失粤

ADB332 营运证 IC 卡，编号 003145368�，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军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2MA59C78

Q2M，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四会市万昌盛冷气配件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284066707332U，

遗失金税盘和公章 1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婉琪遗失 7 栋 1203 房交来富力尚悦居住

宅诚意金第二联收据，No：9883252, 金额 20000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有泰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遗失粤

A9G0V7 的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证

号：002142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卡英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遗失粤

A0T6R0 的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证

号：0022105。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下一站奶茶店遗失个体户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40111600760268，执照

编号：1191106397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蔡记水果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4010660071202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连结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012560016418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惠森服装辅料商行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

9K7TW9T,编号 S1192017006041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裕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证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编码 91440401MA59ARJ

M33，编号外 0102015026069（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贤怀遗失士兵证,证号：士字第 07410126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徐润玲，车牌赣 CH3428，投保了

中华联合保险机动车商业险， 保单号为：

0219440193310360001238， 因不慎遗失

商业保单，流水号：194402132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元岗陈绵通讯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 注册号：440106600533606， 执照编号：

069100595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元岗利胜文娱用品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440106600533591，执照编号：

069100595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凤球食品销售部遗失《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05600652682，

执照编号：0591202940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龙田经济联合社遗失广

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正、副本，粤农集体

字第 011855119000，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声明以

下编号的执业证作废。

执业证：

汤少玲 02003144000080002016001423

张萍芳 02003144000080002017002376

谢勋焕 02003144000080002018000452

钟育珊 02003144000080002018002165

梁继东 02003144000080002018000862

朱妙婵 02003144000080002018000820

陈启亮 02003144000080002018000900

蔡喜君 02003144000080002018001285

许芝彬 02003144000080002018001148

周海华 02003144000080002019000153

郭四兰 02003144000080002018002735

倪小琳 02003144000080002018002892

苏茂艺 02003144000080002019000282

陈雅兰 00002844000000002019000409

胡海麟 00002844000000002019000319

刘晓婷 00002844000000002019000214

刘畅 00002844000000002019000360

黄福荣 00002844000000002019000143

张锴华 00002844000000002019000222

注销公告

和平县和林种养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

441624NA001424X） 经成员大会决议停止经营

并申请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2019 年 12

月 3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百乐门棋艺室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8100885895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百乐门棋艺室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366998869

8T，编号：S03620150088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赖力瑛广东省珠海市卫生学校药剂专业专科

毕业证（毕业证编号 03301002081320150117）丢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徐光召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40101MA5CC72H36，编号：S0392018010

256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严志坚不慎遗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

贸中心 1A030 号商铺装修保证金收据（收据编

号：BZ1803100007）原件一份，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桥南景荔食品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 注册号：440126600557692， 核准日期：

2011-03-2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林赛兰遗失市场场地经营合同书 2019

（LS）223 档、2019（CY）粮油 223 档各一份，特此

声明作废。

公 告

拆迁户马敏强、钟莉琴、马穗真原为黄埔区

（原萝岗区）九龙镇枫下村新兰社村民，属于科学

城北区知识城起步区范围内拆迁项目内的拆迁

户，已签订《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协议》（穗开

科北迁〔2011〕0072号）。

该户成员高月好已于 2015 年 11 月去世，其

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有马穗真（4401111943041

91817）、马敏标（44011119661001181X）、马敏

强（440112197010201215）、马敏晶（440111197

112191840）、 马福廷（44011119750615185X），

现明确由继承人马穗真、马敏标、马敏强继承被

继承人在上述协议中的权益（包括但不限于房屋

拆迁补偿款、奖励款、临迁费、安置面积、高月好

的相应安置权益）。 因继承人中马敏强已故，所以

马敏强的继承权由其第一继承人钟莉琴、 马万

棋、马万城共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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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新东方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彭伟龙遗失

互助金 2000元，单据 0030050，合同保证金 5000

元，单据 0047418，声明作废。

责编：熊栩帆 美编：何建玲 校对：叶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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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

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申请，同时对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等在香港修例风波

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

华春莹说，日前，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

对，执意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

成法，这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就此表明坚

决态度。 针对美方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决定

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申

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

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

“人权观察”“自由之家” 等在香港修例风波

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 中方敦

促美方纠正错误， 停止任何插手香港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

采取进一步必要行动，坚定捍卫香港稳定繁

荣，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有记者问：中方为何对美国有关非政府

组织进行制裁？

华春莹说，大量事实和证据表明，有关

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

子， 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

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乱局负有

重大责任。 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裁，必须付

出应有代价。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

房屋局局长陈帆2日表示，预计未来5年

公营房屋的总建设量将达到10万套，未

来10年将提供超过24万套公营房屋。

陈帆当日出席香港特区立法会房

屋事务委员会会议， 介绍特区政府

2019/2020至2023/2024年度的公营房

屋建设计划。 他表示， 未来10年， 特

区政府将提供24.8万套公营房屋， 与

31.5万套的供应目标仍有差距。 特区

政府将和香港房屋委员会加大力度、

多管齐下， 尽快增加公营房屋的供

应。

陈帆表示， 除了调整公营供应比

例，对于开拓的新增土地，特区政府将

把七成用于建设公营房屋。 特区政府

2018年将9幅原本计划在未来数年出

售的用地改拨为公营房屋用途。 同时，

在技术可行的情况下， 在选定发展密

度分区内， 将公营房屋用地的容积率

（总建筑面积与净用地面积的比率）

进

一步提升一成至增加最多三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实

习生 李佳）

记者从广东省风湿免疫

疾病大数据中心获悉， 为了给风湿

免疫疾病的病因研究及诊疗提供临

床依据， 尽可能达到风湿免疫疾病

的精准预防和精准治疗， 该中心委

托广州东方风湿病专科医院， 并联

合首都医科大学等多家单位启动风

湿免疫疾病患者检查、 治疗数据入

库工作，招募类风湿、风湿、强直、痛

风等风湿免疫疾病患者 100 名进行

公益检测及治疗。

据了解， 贫困患者可申请公益

援助金 500 元~2000 元/人的治疗

费用援助；此外，入选者可接受首都

医科大学多家知名医院专家免费会

诊援助

（原

300

元

/

人会诊费）

。

招募对象：

疑难、久治不愈或未

确诊的痛风/痛风石、类风湿性关节

炎、骨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强

直性脊柱炎等风湿免疫疾病患者。

援助项目 ：

肾功能、风湿四项、

类风湿因子（RF）、红细胞沉降率（

ESR）、免疫五项等检测与治疗。

招募时间：

12 月 2 日至 12 月 10 日

报名电话：

020-8722-1562，13202045867

报名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

大道中 336-1 号

据新华社电

针对日前英国伦

敦发生的一起持刀行凶案，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2日表示，中方对无辜

遇难者表示哀悼， 恐怖主义是世界

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 恐怖分子从

来不分国籍、不分宗教、不分性别、

不分年龄，因此反恐也绝不应有“双

重标准”。

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

者问：据报道，11月29日，1名身着伪

造自杀式炸弹背心的男子在英国伦

敦市伦敦桥附近持刀行凶，造成2人

死亡。该男子最终被警方击毙。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 这是一起不幸的案

件， 中方对无辜遇难者表示哀悼，

对他们的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慰

问， 也对英国警方采取果断措施应

对有关暴恐行为表示理解和支持。

“同时， 很多人跟我一样都在

想， 如果这起恐袭案件发生在中

国， 英国、 美国的媒体会怎样报道

和解读？” 华春莹说， 根据以往的

经历， 估计他们会把凶手美化成被

压迫而不得不反抗的“斗士”， 质

疑警察近距离开枪击毙凶手是“过

度使用暴力”。 另一方面， 据媒体

报道， 此案凶手有暴恐前科。 他曾

于 2012 年因企图对伦敦地标发动

爆炸袭击而被判处有期徒刑 16 年，

去年底有条件获释并提前出狱。 去

年 12 月， 法国斯特拉斯堡发生了

一起暴恐案件， 相关的凶手也有犯

罪入狱记录， 一度还被法国警方列

入“极端人员监视名单”。 出狱后

不久， 他就在斯特拉斯堡圣诞集市

上再次发动恐袭， 酿成了无可挽回

的悲剧。

“我想这些都充分说明，恐怖主

义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恐

怖分子从来不分国籍、不分宗教、不

分性别、不分年龄，因此反恐也绝不

应有‘双重标准’。 各国应该加强合

作， 共同探索更加有效的预防性反

恐和去极端化措施， 维护各国的共

同安全。 ”她说。

据新华社电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

研究中心2日发布“2019年度十大网络

用语”，它们分别是“不忘初心”“道路千

万条， 安全第一条”“柠檬精”“好嗨哟”

“是个狼人”“雨女无瓜”“硬核”“996”

“14亿护旗手”和“断舍离”。

据介绍 ， “2019 年十大网络用

语” 是基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

（网络媒体部分 ）

， 采用以智能信息处

理技术为主、 以人工后期微调为辅的

方式提取获得的。 监测语料库包含了

代表性网络论坛、 网络新闻、 博客等

不同媒体形式的海量年度语言资源，

用数据反映了年度流行网络用语的使

用情况。

中国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申请

并制裁支持反中乱港分子的美非政府组织

外交部发言人谈伦敦恐袭案：

反恐不应有“双重标准”

香港未来10年将提供超过24万套公屋

“2019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发布

据新华社电

2019年12月2日，辽宁

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 国家能

源局原局长努尔·白克力受贿案，对被

告人努尔·白克力以受贿罪判处无期

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对努尔·白克力受贿犯罪

所得赃款及其孳息予以追缴， 上缴国

库。 努尔·白克力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1998年至2018年，被

告人努尔·白克力利用担任中共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

市长，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

委、副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

府代主席、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副主任、 国家能源局局长等职务上

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承揽工程、 推广

产品、 享受优惠政策等事项上提供帮

助， 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

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 折合人民币共

计7910万余元。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

人努尔·白克力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数

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 鉴于努尔·

白克力到案后能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

未掌握的大部分犯罪事实， 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积极退赃且

涉案赃款赃物已大部分追缴， 具有法

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从轻处

罚。 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努尔·白克力一审被判无期

广东开展公益检测治疗

招募百名风湿免疫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