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安正汽车驾驶咨询服务部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40111600792506，

编号：11911069005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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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

遗失：1、 交强险空白单证（三联）， 流水号为

1080416959和 1080416960；2、商业险空白单证

（两联），流水号为 1600530359 和 1600530360，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粤番禺防污 8 船舶适航证书， 船舶识别号：

CN19954273211， 船检登记号：1995K510144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泉树纺织品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1253200099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 2014 年 11

月 04 日由广州市组织机构

代码管理中心颁发的代码为

32094164-3 的代码证正、副

本，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 广州市穗轩楼餐

饮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同和街老庄路英豪街 5 号之

11 房（仅限办公用途）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广州市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

办公室拟向广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局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

组。 请债权人自 2019 年 12 月 6 日

起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东文投国富长江九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因不慎遗失财务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文投国富极客五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因不慎遗失财务章一枚、法人私章（朱旭兰）一枚，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文投国富领军三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因不慎遗失财务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文投国富腾飞六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因不慎遗失财务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文投国富先锋八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因不慎遗失财务章一枚、法人私章（朱旭兰）一枚，

现声明作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徐毅儿）

由广东画院和广东美术馆联合主

办的“广东画院建院60周年优秀

作品展暨院史研究展”12月6日在

广东美术馆隆重开幕。 此次展览

以“优秀作品”和“院史研究”为

主要切入方式， 将广东画院成立

60年来各个时期的优秀学术成果

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 当中包括

200多位画家及多位理论家的400

多件作品以及1500多件的手稿、

文献照片等， 充分展示广东画院

的学术特色和整体面貌。

据了解， 广东画院筹建于

1959年， 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四大

画院之一，也是第一个包括国画、

版画、 油画等画种在内的综合性

画院。 经过几代艺术家的共同努

力， 广东画院以自信而稳健的步

伐走过了60年， 以强大的凝聚力

和多姿多彩的学术创造力， 在全

国历届大型展览中屡创佳绩，成

为国内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画

院之一。

广东省文联主席、 广东画院

院长、广州美术学院院长、广东省

美协主席李劲

堃

表示， 策划这个

画展： 一是对在各个历史时期为

新中国美术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

老一辈美术家致敬； 二是对中青

年画家在传统继承、文化积累、艺

术风格、 创作技法进行研究与发

掘；三是通过全面梳理和总结，进

而从人员结构、 组织形式等方面

探讨中国画院体制对祖国文化事

业的积极作用。未来，广东画院将

继续以造就岭南名家大师、 推出

广东精品力作为目标， 建设广东

画院研究院、广东画院、广东青年

画院三大平台，大力度、深研究、

广传扬， 将广东画院打造成为重

大题材美术创作重要基地、 青年

美术人才培养重要基地、 基层美

术人才培训重要基地， 积极参与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 力争成

为中国美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高

地。

本次展览还将特别设置声光

电互动区， 让观众能在观展的同

时， 与广东画院60年来的全体画

家、 名家大师来个珍贵的历史合

影，然后通过二维码下载照片，留

下难得的观展留念。 展览将持续

至12月22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晏文龙 通讯员 吴谦 李鲤）

12

月7日，由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广州大学联合主办的中

国高校影视学会影视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

届中国影视史学年会召开。 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

学、北京电影学院等5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50名专

家学者与会。

“今天的影视教育做得如火如荼， 但1983年之前，

普通高校影视教育几乎是空缺的。 ” 中国高校影视学

会副会长李亦中介绍， 这个以从事影视类教学一个学

术团体成立之后，将会加深史论的研究。

主题论坛上，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郭震

之以“关于电视剧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主题报告。 她

认为，一项好的电视剧可以从产业、艺术、专业、文化4

个方面加以评判和研究。 所谓产业，是从电视收视率等

数据中看其反映的时代风云和审美趋势； 艺术是如何

发现当代经典； 专业是从电视剧是属于律政剧或者是

医疗剧等类型上总结规律； 文化则是看电视剧对社会

的影响，是否促进了社会道德的进步。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胡智锋还在闭幕式来电祝贺，他认为，影视史学专

业委员会的责任与使命在于团结海内外影视史学的专

家学者，研究好作品、真历史、新问题，让影视史学研究

为影视创作和批评提供更多借鉴。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影视史学专业委员会广州成立

专家学者交流研究影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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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晏文龙

通讯员 粤教宣 刘颖倩 谭国柱 ）

12月7日，由广东省教育厅和广东

省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 广州美

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 广东省美

术家协会美术教育委员会承办的

第二届广东省美术教师作品展开

幕。 本次作品展在广州艺术博物

院布展，展期至本月15日。

据了解， 第二届广东省美术

教师作品展共收到作品总共1837

件，分为国画、水彩、油画、综合艺

术四个类别。经过评选，共评选出

中小学入选作品300件，其中获奖

作品100件 ； 高校入选作品200

件，其中获奖作品100件。 本次在

广州艺术博物院展出的是其中的

200件获奖作品。

本次画展入选的500件作品，

集中呈现了广东省美术教师创作

成果，别具新意，种类丰富，语言

多样， 有表现时代及社会的宏大

叙事， 也有对生活日常的真实关

注，既思考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注

重对艺术语言及个人体悟的探

索， 从某个角度体现了广东省美

术教师深厚的创作实力和对艺术

的多元化探索， 将在全省美育和

专业教育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到广州艺博院看美术老师的作品

第二届广东省美术教师作品展开幕

“广府人家 时光城事”展览在太古汇玻璃盒举行。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200

幅获奖作品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展出。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钰）

昨日，广

州太古汇联合广东省工艺美术研究

所， 邀请佛山彩灯非遗传承人黄宏宇

在广州太古汇商场3楼玻璃盒举办传

统非遗手工艺体验工作坊。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广府人家 时

光城事”展览项目之一，该展览通过广

府人家的“衣”“食”“居”“玩”“赏”五大

生活场景， 展现不同年代的广府人对

广府文化的坚守和传承方式， 展览将

持续至12月11日。

据策展方广东省工艺美术研究所

负责人介绍，展览撷取香云纱、老火靓

汤、满洲窗、广式花砖、灯谜、彩灯等广

府生活中鲜活、趣味的文化元素，突破

广府文化“传统”的固有面貌，“我们希

望把‘追忆’变成‘追捧’，让更多街坊

邻居们深入了解广府文化的魅力”。

展览叙述了一个岁月流转而情怀

不变的故事， 王伯和阿Wing两爷孙的

故事穿插在场景之间，通过他们之间的

闲话家常，展现广府文化在岁月流转中

的变迁与发展。

展览以“衣”“食”“居”“玩”“赏”5个

单元空间，把浓浓的广府味揉进当代生

活， 独特的视角让复古与新潮并存，文

化记忆变得亲切可感———传统非遗香

云纱与刺绣，成为年轻人的个性“国潮”

时尚；“煲”罗万象的汤水秘方，也可以

是满足快节奏都市生活的方便汤料包；

旧建筑的一砖一瓦一窗，毫无违和地点

缀着现代家居； 玩转传统节庆习俗，打

卡分享“朋友圈”才是新时代的正确打

开方式。 同时，展览将极具现代感的太

古汇玻璃盒建筑结构融入满洲窗色彩

及纹样，结合自然光影效果营造一个色

彩丰富的展览空间。在展厅真实还原新

一代广府人客厅场景， 其中满洲窗、广

式花砖元素成为点睛之笔，迎来公众沉

浸其中拍照留影。

香云纱、老火靓汤、满洲窗、广式花阶砖……

来太古汇看广府人家的时光城事

广东画院建院60周年优秀作品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