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香依舞服装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L06711

0928，成立日期 2003-11-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新雨露服装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L15799

145M，成立日期 2006-05-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饶世英遗失工商营业执照证正、副本，注册号

4401046010576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胡鹏遗失工商营业执照证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46010085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智翱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安徽增

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壹份，发票

代码：3400191130，发票号码：06763438，

已填开，已盖发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李杰鸿遗失工商营业执照证正、副本，注册号

440104601011186。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喜洋洋花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40103600957789， 编号:�S03920160

07660G，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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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解除代理合同:

1.林凤琴(执业证号码 020002440000800020160

17100);2.侯小芬(执业证号码 020002440000800

02016050054);3.吴柱方(执业证号码 020002440

18380002014001146)。 此 3 人的执业证均已遗

失，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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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0024400008000201600496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芝良生肉档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409211967053080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广能物流有限公司有一台粤 A691DE

车，遗失危险标志灯号：牌号：44010413-16 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廖敏仪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遗失第二代身

份证，证号：440711199302164829，现声明作废。

不承担他人冒用后果。

遗失声明

雷州市白沙水果市场华山水产品 4 号铺、5

号铺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88260016

14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二友保健馆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401256031663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庆记烧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N8UU0R，编

号 S1220190632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和寮镇焦点发室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8816001421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石城焦点发廊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088160028852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摩登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0173971356XU), 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金由

人民币肆仟捌佰壹拾伍万肆仟元整减少至人民

币肆仟陆佰柒拾捌万壹仟元整, 请债权人自见报

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请求,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罗裕秋不慎将个人警察证丢失 （警号：

019128），特此公告。 2019年 11月 27日

遗失声明

兹我司广东粤运二汽运输有限公司属下有：

粤 AP0437、 粤 AP7099 车遗失车用气瓶使用登

记证，现声明作废该登记证。

遗失声明

广州韬尔电器店遗失公章、财务章、个人章各

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韬衣百货店遗失公章、财务章、个人章各

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安铺伍娇豆芽档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8816000274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协成汽车出租有限公司韩庆洋遗失押金

一张，编号 201806-00000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均禾家美顺百货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4XB

E1U，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颐扉心理咨询工作室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工商注册号：440402600019946，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疆北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工商注册号：4404026003766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广州市商业银行股权证（股东名： 招兴

广，股东号：G040287，股权证编号：0002353），现

声明自登报之日起作废无效。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姓名：甘胜用，身份证号码：44092119900524

1246 不慎遗失医师执业证， 执业证书编码：

241440983000124，以上情况属实。

遗失声明

广东樊登品牌发展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3PE4846�，

编号：4402599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海幢林记小食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JT7J70，

编号：05913043963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海幢林记小食店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JY24401050006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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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拆迁户陈华开为黄埔区(原萝岗区)新龙镇镇

龙村村民，属于广汕公路(金坑 - 中新段)改造工

程拆迁项目内的拆迁户，被拆迁房屋地址镇龙大

道 116-1 号，持证人为陈华开，宅基地证号为增

集建(1990)字第 0089093/01251202093�，证载用

地面积为 60 平方米， 实测面积为 300.32 方米，

房屋属混合结构。

陈华开已于 2002 年 1 月过世， 根据 [继承

法]有关规定，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有妻子及 6儿

女，名单如下:

陈键文：440183198402183431、陈月好：440125

195303123428、陈锐志：440125197812203417、

陈丽贞：440125197002053445、陈耐金：440125

197510163501、陈丽芬：440183198505163468、

陈锐锋：440125197306093438。

经大家商讨一致决定，其陈键文、陈锐志、陈

锐锋、陈丽芬、陈耐金、陈丽贞明确放弃继承上述

已被拆房屋产权所有权，由陈月好继承上述房屋

产权(包括补偿、安置面积、签定《房屋拆迁补偿

协议书》及《安置房购房合同》领取房屋补偿款、

奖励款、临迁费等拆迁补偿相关款项，安置房的

产权办理到陈月好名下。 )，有继承产权人及其他

家庭成员均无异议。

以上情况属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责编：李俊杰 美编：梁文珊 校对：叶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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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

员 谭康联 王军飞 ）

肚子痛看似简

单，但背后原因可能是仅仅是消化不

良、胃痛，也可能是致命的肝脾破裂、

胆道梗阻等！ 这种涉及多学科疾病的

症状，误诊、漏诊可能性较高。 为解决

这种困境，昨日，全国中医医院、广州

地区首家“腹痛中心”在广东省中医

院正式挂牌成立，急性腹痛患者来到

广东省中医院

（大德路总院 ）

急诊处

的“腹痛中心”，即有多学科的专业医

生快速准确诊断并收治到相应专科

科室，降低患者折返率。

腹痛多由腹内组织或器官受到

某种强烈刺激及损伤所致，也可由胸

部疾病及全身性疾病所致。“腹痛患

者往往起病急，病情进展快，诊断相

对困难，误诊率和漏诊率极高，患者

往往需要多个专科多专业检查治疗

甚至会诊，一旦延误病情，极有可能

对生命构成严重威胁。 ”广东省名中

医、广东省中医院原副院长、外科学

术带头人陈志强介绍，为此，“腹痛中

心”联合所有相关专科，患者一旦到

达“腹痛中心”，会有来自急诊科、胰

腺中心、肝胆外科、胃肠外科、结直肠

外科、肛肠外科、血管外科、泌尿外

科、妇科、介入科、内科等不同科室的

医生组成的诊治团队为其作出快速

准确诊断和个体化治疗，无需反复去

相关科室挂号，直接有效降低患者折

返率。

当急性腹痛患者需要手术治疗和

进一步检查时，“腹痛中心” 将开启绿

色通道完成各项检查， 并联系相应专

科科室收治入院，实现“一站式”管理。

广东省中医院院长陈达灿表示， 医院

会在医疗管理、仪器设备、人员配置及

科研工作等方面给予相关部门和科室

最大限度的支持，确保“腹痛中心”的

诊疗“绿色通道”畅通无阻，降低腹痛

患者的并发症和死亡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晏文龙 实习生

黄雪燕 通讯员 华轩）

教育报国守初心，

立德树人担使命。 2日晚，有华南理工大

学学生“奥斯卡”之称的2019年优秀大学

生年度颁奖晚会在五山校区进行。 颁奖

典礼对2019年学校学生系列的评奖评优

活动进行整合，涉及“感动华园”大学生

年度人物、十大三好学生标兵、中国“互

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等多

个代表性奖项的颁奖盛典。

陈可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乡

规划专业的博士，也是华工2019年“感动

华园”大学生年度人物代表。作为华工乡

建扶贫志愿者服务队团队负责人， 陈可

投身到广东、四川等地革命老区、农业地

区和贫困山区开展乡建扶贫实践， 也发

现了第一线亟待解决的问题。 除了利用

自己本身规划设计的专业之外，“还积极

的在村里做乡村建设人才培训， 既要扶

贫，也要扶智和志。”陈可说，希望通过培

养基层的管理干部和意识技能方面提

升，促进乡村整体方面的提升发展。

华工PlasmaSmart项目致力于解决尼

日利亚番茄保鲜，在尼日利亚籍队长Flo－

ra的带领下，团队获得了“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尼日利亚番茄保

鲜技术原始落后， 每年因番茄保鲜问题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2亿美元。 团队

主要成员潘园园告诉记者， 这项技术已

经成熟，虽然还没有投入市场，但通过他

们的方形保鲜机器对番茄处理5到10分

钟，“保鲜7天~10天没有问题”。 她说，技

术主要采用低温等离子体保鲜技术，还

能够降解农药残留，使果蔬更安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云法宣）

近日，广州一对情侣深夜

在马路中间争吵，女子被撞身亡的视

频引发关注。 记者昨日从白云区法院

获悉，死者男友被判刑了！

阿峰和小婷

（化名）

是一对情侣，

两人同在一家单位实习，实习结束后

相约吃宵夜庆祝，期间有说有笑。 4月

15日凌晨，回程路上，因感情问题发

生矛盾， 阿峰赌气故意走到马路中

间，张开双臂迎向车流，要向小婷演

示“如何被车撞”。

小婷走到阿峰身后，想劝说阿峰

离开机动车道，不料却被男友用右手

肘击到胸口， 倒退两步蹲在车道上。

就在阿峰欲查看小婷情况时，林某驾

驶小轿车驶过， 瞬间将小婷撞飞，也

将阿峰剐擦倒地。 可惜，小婷因伤势

过重抢救无效而死亡。

经交警部门认定，由于阿峰在车

行道内停留且实施妨碍道路交通安

全的行为，导致林某驾驶的小汽车与

小婷和阿峰发生碰撞，造成小婷死亡

的严重后果， 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林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 小婷无责

任。

法院认为，阿峰违反交通运输管

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一

人死亡，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

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阿峰犯罪以后

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

实，是自首，并在案发后积极赔偿，取

得了被害人家属谅解， 可以从轻处

罚。

根据本案的事实、情节、危害后

果及阿峰的认罪态度、 悔罪表现，判

决被告人阿峰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

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法官表示，情侣间吵架或闹矛盾

是正常的事， 遇到问题要冷静沟通，

互相给予理解，切勿冲动行事。 尤其

是年轻情侣，遇到感情问题易产生较

强情绪波动， 冲动之下做出危险行

为， 这不仅会伤害自己和身边的人，

还可能危害公共安全，造成不可挽回

的损失。

广东省中医院成立“腹痛中心”，多科室医生组成诊治团队

肚子痛去医院，能享“绿色通道”

焦点问答

女友劝阻“作死”男友反被撞身亡

男友负主要责任被判刑

华南理工大学举行学生“奥斯卡”颁奖仪式

创新创业扎根乡村 这些学霸太棒了！

一、问：“腹痛中心”的急诊接诊分流阶段，是哪些医生坐诊？

答：设置一线医生随时接诊，当出现疑难杂症时，二线医生进行

诊断。 遇到困难时，可随时向三线医生

（专业主任）

和四线医生

（大科

主任、学术带头人）

求助，形成快速反应整体网络。

二、问：多“急”的腹痛，可以到“腹痛中心”？

答：每个人对疼痛的耐受能力不同，当急性腹痛难忍时，需要及

时到中心就诊，慢性腹痛患者则建议挂专科就诊；有的患者可能是因

简单的消化不良、有的可能是致命的胆道梗阻，不管最终确诊是哪种

原因，急性腹痛患者都应及时就诊，不轻易放过急性重症腹痛可能。

三、问：急性腹痛到省中医院，接受的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

答：“腹痛中心”以症病同治、中西结合和微创技术为优势特色，

对需要手术患者提供先进诊断技术和微创技术， 围手术期结合中医

药快速康复；对适合保守治疗患者发挥中医对症辨证诊疗优势，为腹

痛患者提供最佳的诊疗方案。

潘园园介绍团队的项目。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