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乐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市《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车牌号码：粤

AD86602，证号：穗交 0042763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乐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市《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车牌号码：粤

AD95777，证号：穗交 0041078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乐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市《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车牌号码：粤

AD70239，证号：穗交 0032957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松洲永日百货商行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11600025228，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黄珊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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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00244000080002018065367，现声明作废

注销声明

广州亿鑫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自即日起注销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附页，证书编号：穗

埔WH安经证字[2018]440112231号，专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琦宇百货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RKPN4U，编

号：S2592018005070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多肉美甲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CD6H53F，编

号：S0492018029377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吉水启明五金模具加工店遗失地税税

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440881198307191033，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佐平手袋加工厂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216006427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华凤铝箔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LQXX

XG，编号：S1012017005270，声明作废

关于提议召开股东会

表决股权转让及选举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经理的通知

董冰岩股东：

广州市耀斑斓纺织品有限公司定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 11 时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迎宾路

段万博街 32号召开股东会，决议表决如下事宜：

1、重新选举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

2、表决孙杨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85%的股权（850

万元）转让给彭亮。

3、 商议公司注册地址更改为广州市番禺区南村

镇迎宾路段万博街 32号之二

请股东董冰岩见公告后，按时参加股东会。

孙杨

2020年 1月 15�日

关于股权转让的书面通知

董冰岩股东：

本人作为持有广州市耀斑斓纺织品有限公

司 85%股权的股东， 提议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

11时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迎宾路段万博街 32

号召开股东会，拟决议表决以下事项：

拟将孙杨持有的公司 85%的股权（以 850万元）

转让给彭亮。

请你于收到本通知或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日内， 对上述股权转让事宜提出是否同意

转让的意见，并将意见书面告知公司及孙杨（邮

寄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万博街 32 号之二，

联系人：彭亮，联系电话：13356567018），并按时

出席股东会。

孙杨

2020年 1月 15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森涵贸易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颜艳竹缴存 2014年 1月至 2014年

8 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856 元投诉案，因你单位下

落不明 /以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穗公积金中心责字〔2019〕

7934-1号《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 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本

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白云

管理部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送

达之日起 60日内， 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

复议，也可自送达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0年 1月 15日

广东阳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广东阳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停止公司经营活动， 并通过

吸收合并方式与上海阳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合

并。 合并前广东阳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上海阳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贰佰万元整。 合并后上海阳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壹仟贰佰万元整。 合并时，合并前广东

阳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后

续的上海阳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承继。 广东阳泰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 31 日成立清

算组，开始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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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月 31日

遗失声明

广州万达文化旅游城投资有限公司：本人戴

沛生购贵公司雪域华府 B1 区 8 栋 2304 房，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支付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并取得等额收据，收据号为：0061156；

于 2016年 12月 16日支付人民币肆拾陆万肆仟

伍佰捌拾肆元整（￥464584 元） 并取得等额收

据，收据号为：0061398，0061399，0016400。 因

以上票据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松都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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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佳汇天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有关债权人自

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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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兹我司广州市白马巴士有限公司属下有：粤

AM5077、 粤 AL6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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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赵纯遗失广东锦粤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开具的给本人的押金收据单一份，金额 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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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新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与原广州市国土局签订的《广州市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穗国地出合〔1996〕

161 号） 尚欠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及违约金一案，

我局于 2019年 12月 26日向你单位发出《广州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催告函》， 因受送达人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我局领取催告函，逾期则视为送达。 请你

单位在收到催告函后履行缴交土地出让金及违

约金义务，否则我局将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并向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 1月 15日

公 告

广州旭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单位与原广州市国土局、原广州市国土资

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了《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穗国地出合〔1997〕313 号及其补充

合同之 1 号、变更协议之 2 号）尚欠土地使用权

出让金利息及违约金一案，我局于 2019 年 10 月

17日向你单位发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催

告函》，因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我局领取催告函，

逾期则视为送达。 请你单位在收到催告函后履行

缴交土地出让金利息及违约金义务，否则我局将

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特此公告。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 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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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人解除代理合同：1.廖俊明（执业证号

码 00001544000000002019028827）；2.郭自安（执业证号码 00001544000000002019026796）；3.郭

丽婷（执业证号码 00001544000000002019044771）；4.郭敏婷（执业证号码 0000154400000000201

9044860）；5.梁朝（执业证号码 00001544000000002019039573）；6.张晓东（执业证号码 020002440

00080002018087952）；7.梁朝（执业证号码 00001544000000002019039573）；8.刘茂荣（执业证号码

00001544000000002019030121）；9.曾佳（执业证号码 00001544000000002019028353）；10.陈治能

（执业证号码 00001544000000002019029483）；11.申超（执业证号码 000015440000000020190407

30）；12.卢乾申（执业证号码 00001544000000002019026147）；13.谭美玲（执业证号码 0000154400

0000002019027826）；14.蔡小燕（执业证号码 00001544000000002019026704）；15.龚井芬（执业证

号码 00001544000000002019028232）；16.吴文柱（执业证号码 02000244000080002019016452）；

17.李祥玖（执业证号码 02000244000080002019016549）；18.刘茂荣（执业证号码 00001544000000

002019030121）；19.李伟健（执业证号码 02000244000080002018081655）；20.曾雪平（执业证号码

02000244000080002018079563）；21.刘艳（执业证号码 02000244000080002018079207）；22.梁为

红（执业证号码 02000244000080002018106459）；23.汪涛（执业证号码 0200024400008000201900

3448）；24.左国伦（执业证号码 02000244000080002018096206）；25.李育智（执业证号码 02000244

000080002019013894）；26.杨陈（执业证号码 00001544000000002019030429）；27.陈兴英（执业证

号码 02000244000080002018097071）；此 27人的执业证均已遗失，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丽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696261）遗失

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1

张， 车牌号码： 粤 A7E3T0， 证件号码：

0012638。 现声明作废。

责编：李俊杰 美编/制图：方元 校对：段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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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2020

年1月1日零时起，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

费站取消，全国高速公路通过ETC门架

系统实施分段计费。 昨日，广东省交通

运输厅做客民声热线，对近期交通运输

方面的热点问题答疑解惑，省交通运输

厅收费管理处处长徐海波表示，按照运

输部的要求，1月10日之前要达到基本

稳定，广东这个目标基本实现了。 1月23

日之前要达到基本完善，第三个时间节

点是在2月底之前要达到全面完善，“目

前我们正在按照第二个和第三个时间

节点全力向前推进，争取提前完成。 ”

热点问答

1.

在出口显示路费很难吗？

答 ：

在新的系统切换之后，我们已

经关注到这个问题，能不能在出口按照

以前的方式一样做一个全程的显示？ 现

在取消了省界收费站，涉及到全网的门

架系统和全网的车道系统改造，需要全

国一起统筹来进行这个工作。 据了解，

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也组织了专家、技

术团队全力攻关这个事情，相信很快会

有方案出来。

2.

何时能够全面完善

ETC

系统？

答：

任何一个系统初步上线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磨合期，全国14万公里的高速

公路，同时一下全国联网。 这么大的系

统，会有磨合期，还有一些不稳定的情

况。 我们正按照要求进行不断地完善和

调优。 按照运输部的要求，1月10日之前

要达到基本稳定， 这个目标基本实现

了。 1月23日之前要达到基本完善，第三

个时间节点是在2月底之前要达到全面

完善。 目前我们正在按照第二个和第三个

时间节点全力向前推进，争取提前完成。

3.

扣费完了之后据说账单是要合并

收费的，怎么合并，多长时间扣一次？

答：

关于结算这块交通运输部有运

营规范规则， 在路段中心1~5天内上传

到省级结算中心，省级结算中心在收到

上传数据后24小时内进行结算，之后会

将结算情况提交给银行划扣，银行完成

扣费。 按照广东省的规则，是一天结算

一次，结算后把结果反馈给银行，银行

将反馈情况告诉车主。 如果一天走了好

几个高速公路，目前显示的只是这一天

总的费用而不是单次的费用。

4.ETC

扣费流程是怎样？ 扣错费怎

样退？

答：

ETC是每一辆车经过一个门架

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扣费的流水，通过门

架系统上传到路段中心，每个路段的中

心会上传到省结算中心，省级结算平台

联合电服进行结算，之后将结算结果发

送到银行，银行扣款后将账单反馈给车

主，结算完成之后才算是真正完成了一

次交易。 车主在现场看到的扣费并不是

真正的结算，银行的扣费才是真正的扣

费，账单以银行推送的账单为准。 如果

涉及到跨省的， 还会上传到部结算中

心，流程会更久一些。

系统切换之后，我们这段时间做的

大量的工作就是在做交易流程的分析，

希望交易流水在结算的时候做得更加

精确、更加准确，我们坚决不多扣费，不

损害车主的利益。 如果是因为系统原因

扣错费，我们会原路退回。 现在建立了

快速受理退回的通路，由联合电服先垫

付。

5.

有些地方的账单显示全是门架编

号，广东的账单能更清晰吗？

答 ：

我们已经做了几个方面的调

研，也跟车主进行沟通，希望车主提出

更多的建议和意见出来，争取能做到符

合车主的习惯。 目前在1月12日已经做

了一批结算， 把相应的账也发到了APP

和官网上。 这个账单有标注经过门架的

点，比如说从黄埔大道上，可以看到黄

埔大道这个点。 广东已经做到了一天的

结算、月结，有经过每一个门架的明细，门

架和跟收费站的站点是相结合的，能比

较清晰地看到经过了哪个收费站。

但目前账单还没有做到一个入口

进、一个出口出，这一段统一的金额的

显示， 这是下一步要进行改进的地方。

接下来希望做到一个入口进一个出口

出，能有一个总额，然后再有一个明细。

6.

有车主反映，客服电话打不通，线下

营业厅排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答：

去年从4月份开始推广ETC发

行，到现在增加了一千万的量。 随着使

用量的增加，相应的投诉、咨询量增加

是必然的。 广东采取了几项措施加强售

后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如增加了客服人

员和座席的接线人员，广东的ETC客服

工作人员已从4月的不到100人，增加到

了目前的520人， 接下来还要增加100

人。 交通集团从各个收费站调取了100

人作为售后服务人员进行培训。 1月13

日已有33名新客服人员上线，接下来还

有67人即将完成培训。

同时， 在优化智能客服的升级，如

人工每天接听的量是1.6万，机器人的量

是1.8万。 另外，利用银行的网点来增加

的服务网点。 目前民生银行、农业银行

的营业网点已上线了粤通卡的自助办

理业务，接下来还会跟建设银行合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聂璐）

猪肉价格上月下降了4.5%。 国

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数据显示，2019

年 12月， 广州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6%

（以下均指环

比 ）

，降幅比上月

（下降

0.2%

）

扩大0.4

个百分点， 其中食品价格下降2.6%，

非食品价格下降0.1%；消费品价格下

降0.8%，服务价格下降0.3%。八大类商

品及服务价格5降2涨1平。 此外，受冬

装打折促销等影响，衣服在上个月价

格也有所下降。

猪肉鲜菜价格均下降

据数据显示，上个月，食品烟酒

价格下降1.7%。 随着恢复生猪生产相

关政策措施逐步落实落地，生猪产能

有所恢复， 猪肉供需矛盾稍有缓解，

11月中旬起各市场猪肉价格便逐步

有所回落，12月开始广州投放2600吨

冻猪肉,进一步稳定了市场价格。 自6

月起持续高位运行的猪肉环比价格

首次回落，12月下降4.5%； 在猪肉价

格回落的带动下，羊肉、畜肉副产品、

鸡价格分别下降4.8%、4.6%和1.2%；受

需求减弱，而蛋鸡产能高导致供给增

多的影响，鸡蛋价格下降7.8%。

此外，由于苹果、梨等水果供给

增加，而居民消费需求较稳定，在部

分水果价格下降的带动下，鲜瓜果价

格下降6.3%；同时，在政府保供稳价

政策的进一步推进下，居民“菜篮子”

产品需求得到切实保障，薯类价格下

降7.4%、食用油价格下降2.6%、水产品

价格下降1.2%、粮食价格下降0.6%；一

方面政府大力鼓励外地果蔬进穗，另

一方面广州近几月天气持续晴好，本

地鲜菜生长旺盛，市场上鲜菜供应充

足， 带动鲜菜价格总体下降3.1%，调

查的34种鲜菜价格10涨23降1平。

冬装促销价格略降

除了“菜篮子”产品价格下降外，

上月，衣着类价格下降1.5%。 据悉，受

冬装打折促销影响，儿童服装、女士

服装、男士服装分别下降3.3%、2.2%和

1.6%。 此外，进入岁末，其他用品和服

务类价格下降0.7%。 其中，岁末宾馆

住宿需求减少， 带动宾馆住宿下降

9.4%，其他住宿下降6.6%；受国际金价

变动影响， 金饰品价格下降1.1%，铂

金饰品价格下降1.7 %。

此外，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下

降0.3%。 其中，由于元旦假期较短，而

寒假尚未开始，目前正处于旅游市场

淡季，旅行社收费下降1.6%；受天气

晴好，花卉供应充足影响，园艺花卉

及用品价格下降5.5%。 而交通和通信

类价格则微降0.1%，表现不明显。 不

过，在服务类价格方面，受人工费逐步

上调影响，家政服务价格上涨1.5%。

省交通运输厅就ETC热点问题答疑解惑———

2月底前全面完善ETC系统

上月广州CPI环比下降 猪肉价格下降4.5%

八大类商品及

服务价格

5

降

2

涨

1

平

1、食品烟酒价格下降1.7%隗

2、衣着类价格下降1.5%隗

3、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下降0.7%隗

4、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下降0.3%隗

5、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微降0.1%隗

6、居住类价格上涨0.2%隍

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0.5%隍

8、医疗保健类持平隰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