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谢秀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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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54400000000201904870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司梧州市创靓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梧州誉禾物业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开具收据一

张，收据内容为：丽港华府丽港家居生活城 B 区

08.09.10.11.12.13.13B.15 号铺装修保证金，收

据金额：壹万元整，编号 6295047，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市海盈物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1837910494083）经股东决定，决定注

册资本由原来 10000万元减少至 5000万元。 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

请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本公司将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2020年 3月 26日

遗失声明

彭 小 满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440103600728853，编号 S0392014004635G，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大龙刘其昌蔬菜档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D1J

YNXP，编号：GS26201910958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承华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EQ619

4，编号 GS06201918317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律动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HNN81

K，编号 GS062019183175，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东丰厚拍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151912873069）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

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2010 万元人民币减至

1210万元人民币。自 2020年 03月 26日起公司

清理债权债务。 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提出清偿。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林小春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 注册号 ：

440105600999679，执照编号 :S0592014046771

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曾昭秀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号：440103600570115，现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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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谢学儒遗失粤 A70849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商业险保单流水号：190000156847， 保单

号 6022701030220190003594，声明作废

公 告

赵汝婵现向广州市南粤公证处申请办理唐

冠文遗留的坐落在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南

昌大街一巷 3 号之一后座 805 房房屋等财产的

遗嘱继承权公证。 唐冠文于二

〇

二

〇

年一月十五

日死亡，请持有唐冠文对上述财产所立的公证遗

嘱、赡养协议、遗赠扶养协议的人士或其他经唐

冠文生前扶养且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

的人，对赵汝婵继承上述财产有异议的人士在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三十日内，携有关证明材料向广

州市南粤公证处申报。

联系地址：天河区天河路 240 号丰兴广场 C

座 15楼

广东省广州市南粤公证处

联系人：梁小姐 电话：020-38856261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万桥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麦穗强缴存 2011 年 12 月至 2017

年 05 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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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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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

越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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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自送达起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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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26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杰度贸易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 规定为黄楚如缴存 2016年 11月至 2017

年 2 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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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通字

[2019]11645-1号《核查通知书》。 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若对职工

所反映的事实、补缴数额有异议，请自本核查书

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提出并附上有关证明

资料。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0年 03月 26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吉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 规定为朱丽君缴存 2014 年 3 月至 2014

年 3 月、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间住房

公积金 4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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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14009-2 号《核

查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

为送达。 你单位若对职工所反映的事实、补缴数

额有异议， 请自本核查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

日内提出并附上有关证明资料。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0年 03月 26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永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

理条例》 规定为黄楚如等 2 人缴存住房公积金

投诉案（详见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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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11644-1号等 2

份《核查通知书》（详见列表）。 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若对职工所

反映的事实、补缴数额有异议，请自本核查书送

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并附上有关证明

资料。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0年 03月 26日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11644-1号，

黄楚如，2812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16080-1号，

韩超，65908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永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吴仁武等 7人缴存住房公积金投诉

案（详见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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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8-2 号等 7 份《责令限

期办理决定书》（详见列表）。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

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越秀管理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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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送达起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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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26日

穗公积金中心责字〔2019〕4378-2号，

吴仁武，9117元；

穗公积金中心责字〔2019〕7426-1号，

罗春群，18403元；

穗公积金中心责字〔2019〕7428-1号，

黄沛双，1400元；

穗公积金中心责字〔2019〕7430-1号，

胡伟智，5708元；

穗公积金中心责字〔2019〕7431-1号，

孙佳，3230元；

穗公积金中心责字〔2019〕7432-1号，

吕勇，5191元；

穗公积金中心责字〔2019〕7433-1号，

蔡露芳，16890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杰度贸易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吕勇等 5 人缴存住房公积金投诉案

（详见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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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中心越秀责字[2020]504-1 号等 5 份《责令限

期办理决定书》（详见列表）。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

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越秀管理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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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送达起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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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26日

穗公积金中心越秀责字[2020]504-1号,�

吕勇,�39159元；

穗公积金中心越秀责字[2020]505-1号,�

孙佳,�25320元；

穗公积金中心越秀责字[2020]506-1号,�

黄沛双,�5600元；

穗公积金中心越秀责字[2020]503-1号,

何敬文,�26071元；

穗公积金中心越秀责字[2020]502-1号,

吴仁武,�24940元；

广东精诚所至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本公司定于 2020 年 04 月 11 日在广

州市荔湾区黄沙大道 15-17 号珠光御景

壹号南岸至尚美术馆举行 2020 年迎春艺

术品拍卖会，拍卖标的包括中国古代书画、

近现代书画、岭南书画、古籍、拓片、文献、

清代外销瓷、砚台、古玩、民国印章一批等

艺术品。

拍卖时间：2020 年 04 月 11 日

上午 10 点 30 分

预展时间：2020 年 04 月 09—10 日

上午 9:30－下午 18：00

预展、 拍卖地址： 广州市荔湾区黄沙大道

15-17 号珠光御景壹号南岸至尚美术馆

联系电话：020-83886222

遗失声明

陈佳芝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405826002997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建涛遗失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出具的合同保证金壹万元， 安全互助金贰仟元

的收据，票据号：19023037441，声明作废。

变更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瑞宝街新星幼儿园（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52440105795501975C）住所：广州市

海珠区工业大道南 423号、西

滘

南大街 10 号、广

州市海珠区燕子岗南路 12 号，法定代表人：李秋

梅，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变更法人，变更前甘展

鹏，变更后：李秋梅，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东涌新牧饮品店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X35U0

R，编号 S1092018015037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东涌新牧饮品店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401150111478，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东涌升坤奶茶店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401150022254，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大凡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失由广州

市宁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30 日

开具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二联发票联 1 份，

发票代码：4400151320，发票号码：77983672，已

填开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亮甲化妆品商行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1116001665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兴盛装饰设计服务部遗失地税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粤地税字 44010219690314

2315，纳税人编码 44010450904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明午美食店遗失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L1578

04878，编号 S0492014041521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日月服装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许可证编号JY24401040027444，声明作废。

责编：阮栩 美编：余永康 校对：叶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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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杨群娜）

“没想到， 大喇叭在防疫中发

挥了这么大的作用。 ”疫情以来，广东

的城乡社区、 田间地头都回荡着大喇

叭发出的防疫声音， 已经成为农村防

疫利器。 截至 3 月 13 日，广东省各级

疫情防控指挥部以及卫生健康、 应急

管理、宣传、农业农村、疾控等 28 个部

门， 利用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

向 16694 个农村大喇叭滚动发布疫情

防控、 复工复产等信息 1.3 万条 1300

多万次，覆盖全省 69 个县区 12032 个

行政村，覆盖人群超 3000 万。

一万多个大喇叭响起“防疫之声”

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江洪镇北草

村书记吴德感慨，“疫情刚开始， 各种

谣言满天飞， 不少村民跑去商店抢购

物资， 等到县大喇叭一遍遍发出防控

信息辟谣，大家才不再去抢”。

疫情恰逢春节，社区防控成重点，

一旦出现疫情影响很大。而相比城市，

农村社区由于各项条件相对薄弱，能

否防控又尤其关键。 乡村特别是偏远

山区农村，居住分散，老人多，很多不

识字，让他们看通知、看新闻等比较困

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布农村的大喇

叭发挥了作用。

在全省部署下，1 月 21 日，省应急

管理厅与省气象局发挥原有省突发事

件预警信息发布体系的优势， 与省疫

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省卫健委、疾控

中心等迅速建立工作机制， 启动全网

发布疫情防控预警信息程序。 1 月 22

日， 广东首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II 级

预警短信通过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

布系统全省全网发出，“戴口罩”“少出

门”“勤洗手”，遍布全省各地农村的大

喇叭同步响起“防疫之声”。

“村民听多了就有效果，有户人家

还把婚礼取消了。 ” 恩平市牛江镇莲

华村委会莲兴村老村长彪叔表示，今

年村民们基本取消了拜年、 喜庆等民

俗活动。 潮州饶平县覆盖所有行政村

355 个大喇叭，每天循环播放；遂溪县

气象局和应急管理局， 利用 257 套大

喇叭等为生产酒精消毒液的国投广东

能源公司等企业复工复产、 安全生产

提供服务。

而且不少农村也在语言上“别出

心裁”。“不戴口罩不听劝阻，报警；来

自疫区拒绝隔离，报警；搬弄是非信谣

传谣，报警。 ” 肇庆鼎湖区凤凰镇镇委

委员蔡少飞表示，该镇每天上午、下午

播报本地特色防疫信息，对“不听劝”

的村民，还通过大喇叭话筒直接喊话。

同时， 不少农村还将防疫信息翻

译成本地方言，包括瑶话、客家话、潮

汕话、雷州话等。“喇叭方言版广播听

着很亲切，很多老人家也听得懂，就能

第一时间了解防疫知识，非常实用。 ”

饶平县上饶镇埔中村驻村干部庄俊辉

表示。

意外“走红”大喇叭背后的秘密

“大喇叭不是无来由出现。 ”省气

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广东每年遭受

灾害性天气影响多， 气象信息尤其是

救命的预警信息，如何传到乡村、边远

地区始终是面临的一大难题， 大喇叭

的构想应运而生。

2014 年， 依托省政府和中国气象

局共推气象现代化试点省“平安山区”

气象保障工程项目， 省气象局加大农

村大喇叭建设，分别在阳春、阳西、陆

河等 10 个县 2720 个行政村试点建设

大喇叭。随后，在该项目的示范带动下

以及 2015 年《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

例》的实施后，肇庆、广州、江门等多地

陆续建设农村大喇叭共覆盖 40 个县

5263 个行政村。

“大喇叭背后其实有一个完整体

系在支撑。 ” 省气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省政府推动成立省、市、县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102 个，

明确该中心统一发布自然灾害、 事故

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三大类突发

公共事件预警信息， 而大喇叭就是该

中心突发事件传播 11 种渠道之一。

“农村大喇叭，是 9 年来广东持续

推进气象现代化成果之一。 ”省气象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2012 年广东被列为

全国 4 个气象现代化试点之一， 推进

防灾减灾应急体系建设， 大喇叭作为

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的渠道

之一，也在不断建设并完善。未来将进

一步提高农村大喇叭覆盖率， 加大各

地共建共享共用力度， 努力破解突发

信息‘最后一公里’难题，最大程度发

挥大喇叭在城乡社区治理和乡村振兴

的基础性作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廖

培金）

全市殡葬服务机构已暂停现场祭

扫活动， 广州市民如何进行网络祭扫？

昨日， 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 即日起市

民群众可以通过“粤省事” 的“云祭

扫” 平台进行网上拜祭先人、 寄托哀

思。 进入“粤省事” 微信小程序后， 点

击界面快捷方式或“公共服务” 即可进

行“云祭扫”。

昨日， 市银河烈士陵园和市殡葬服

务中心分别开发了个性化的网络拜祭平

台， 并上线运行。 据银河烈士陵园有关

负责人介绍， 先人骨灰安放在银河烈士

陵园的市民， 可通过电脑进入“广州市

银河革命公墓” （网址： wsfw.gzyhmc.

org.cn） 或手机微信关注“广州市银河

烈士陵园服务号” 进行网上祭扫。 电脑

版祭扫平台点击“公众拜祭” 输入逝者

姓名， 在拜祭页面， 可实现献花、 点

烛、 献茶、 祭品、 敬香、 留言等祭扫功

能， 满足广大市民悼念逝者、 寄托哀

思、 缅怀先人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信邮哀思” 的方

式， 该方式是广州市民政局为市民创新

推出的一种祭祀形式。 想体验“信邮哀

思” 服务的市民， 可在清明节前将对先

人缅怀之情通过书信邮寄到广州市殡葬

管理处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

394 号 ， 电 话 ： 87053456， 邮 箱 ：

gzbzglcyx@163.com）， 工作人员会在清

明期间分发到先人骨灰存放的墓园 （骨

灰楼）， 并将其摆放到墓地或骨灰盒前。

广州市民政局提醒广大市民， 在寄

出信件时， 请务必在信封左上角注明

“信邮哀思” 字样及先人骨灰存放的墓

园 （骨灰楼） 名称、 先人姓名、 格位

（墓穴） 编号等信息。

全省一万多大喇叭“防疫”建功

向3000多万人发布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信息

广州市民即日起

可使用“云祭扫”

银河公墓和市殡葬服务中

心也可网络拜祭

图为工作人员在调试大喇叭。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