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

渼

颜堂美容美发中心遗失个体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R0TB6U，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商业险发票

共 1 份（发票联），流水号：044001900104-39864

93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从化市街口鑫星湘菜馆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旧注册号 44012230400739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二轻汽车修配厂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19036112-1；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塑料皮革工业总公司普利大厦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0001001210；遗失公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塑料皮革工业公司普利商场遗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19032161-3；遗失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五金家用电器工业公司商场（注册号

19032072-5）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南方科技实业开发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19034972-0；遗失公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花城塑料皮革材料厂 （注册号

4400001001224）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五金家用电器工业联营中心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19032074-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锦佳实业发展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400001000492；遗失公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鼎典家具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W

A3WXC，编号 S0612019154267G(1-1)；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810202926201；遗失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兰记海鲜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N9400D，

编号：S0892017014368G，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市羊城房地产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01190441279F）经股东决定，公司

拟将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4711021.27 元减至

人民币 10129562.74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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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何雪兰遗失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开具的保单，保单

号码：AGUZGLRCTP19B004854O，流水

号：QBAP1901110838，业务联，现声明废。

遗失声明

广州素萃化妆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11572179632T）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佰魅斯日用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115622561630）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店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西欧电子经营部成

立于 2005年 10月 27日，法人代表为朱志霞，持

有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西欧电子经营部正副各壹

本，证照号 440306806889734。 现因保管不善所

致，遗失正副本各壹份，遗失证照确系无法找回

现刊登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坤芽茶行遗失工商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QTNX22.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顺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行

政章）、财务专用章、法人（彭家伟）私章各一枚，现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化州市文楼镇文楼村委会香蕉种植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 440982NA000228X）经成员大会决

议拟终止经营并申请注销。 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 联系人： 董盛武， 联系电话：

13824868968

遗失声明

广州市合享成电子有限公司的公章和财务专

用章已于 2018年 11月 12日遗失, 现声明作废。

现公司名称已经变更为广州九伏电子有限公司。

寻亲公告

2007 年 7 月 15 日早上 7 时在阳东区大八

镇敬老院门口侧拾得女婴一名,当时身着婴儿衣

服裹着黄色毛巾。 现女婴身体健

康。 望女婴亲生父母见报后，15

天内与阳东区民政局联系办理

相关手续 ， 逾期 另 做 处 理 。

联系电话 0662-6611809

2020年 3月 25日

关于提议召开广州雷勒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通知

李绍杏、唐卒:

广州雷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股东刘东旭提议于近日召开 2020�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公司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执

行董事为李绍杏、监事为唐卒。 现因公司及股东

无法联系你二人，故登报通知，请你二人在本 通

知刊登后十日内， 召集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 特此通知。

广州雷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刘东旭)

2020年 3月 27日

公 告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作出（2020） 粤 0114 清申 13 号《民事裁定

书》， 受理了申请人广州市花都区乡镇企业经济

发展总公司对被申请人广州市花都区盛丰地产

开发公司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 并于同日作出

（2020）粤 0114 强清 6 号《决定书》，指定国信信

扬律师事务所为广州市花都区盛丰地产开发公

司清算组。

清算组依法负责广州市花都区盛丰地产开

发公司的债权登记、审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向清

算组（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101 号兴

业银行大厦 13楼，联系电话：020-38219668，

15521331571，联系人：方珩）申报债权，对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情况

进行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特此公告

广州市花都区盛丰地产开发公司清算组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金誉时装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邹文娥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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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784-17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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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办事处办理补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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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7日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784号，

邹文娥，16340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785号，

龙久英，576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786号，

冯俭仪，120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787号，

陈运秀，158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港日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鲁明缴存 2016 年 5 月至 2016 年 6

月、2017年 6月至 2018年 3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65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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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20〕316号《催告书》。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

应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

心番禺办事处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催告不服，

你单位有权自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我中

心陈述和申辩。 逾期仍不补缴的，我中心将依法

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0年 3月 27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番禺金源时装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陈端秀等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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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番禺责字〔2019〕1793-18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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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办事处办理补缴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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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7日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793号，陈端秀，2588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794号，曾秀娥，534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795号，邬婷晖，7350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796号，陈燕玲，20073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797号，钟钜标，11977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798号，陈柳居，23963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799号，陈爱云，21427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800号，莫春香，1894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801号，吴小春，1730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802号，陈凤佳，7320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803号，黄雪珍，1312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804号，杜细苗，1294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805号，林要珍，14549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806号，邹美林，1322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807号，陈肖章，1602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808号，秦海燕，794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809号，黄桂英，18865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810号，龙久英，1570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811号，郭国辉，10720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812号，冯俭仪，26505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813号，易映红，1319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814号，曾润姣，14715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815号，王颖慧，14715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番禺三越时装制衣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罗杏菊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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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番禺催字〔2019〕2350-2371号《催告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应自

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番禺办事处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催告不服，你单位有

权自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我中心陈述和申辩。 逾期仍不补缴的，我中心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0年 3月 27日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50号，罗杏菊，10275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51号，黄艳云，13027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52号，唐雪梅，1631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53号，王秀均，1531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54号，曾艳，673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55号，石存敏，1323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56号，吴子全，18693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57号，韦凤娥，446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58号，牟修连，14677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59号，康芙蓉，14850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60号，陈亚平，472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61号，李芳喜，1236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62号，夏娟，10096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63号，李大祥，410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64号，肖响云，16736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65号，李宗菊，1487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66号，梁秀英，1653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67号，刘秋英，1492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68号，鲁映松，10395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69号，王月明，1398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70号，张红梅，1842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催字〔2019〕2371号，陈文新，1647元；

遗失声明

湛江市坡头区官渡黄田兴副食店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4408046000167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 州 市 冠 和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91440101764043916J） 不慎遗失车牌号为粤

AF2622的车险商业险保单、 车险交强险保单各

一份，车险商业险保单号码：0219440198340360

000275，保险金额：15009.02 元；车险交强险保

单号码 0219440198340332000263， 保险金额：

4928 元，车船税金额：117.44 元，投被保人均为

广州市冠和物流有限公司，特此申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合利服装工艺厂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72503862

07，编号 25913014166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广裕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7G1R8

的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证号：

0014414。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黄记湛江鸡饭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063000840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黄记湛江鸡饭店遗失国税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粤国税字 44010319711203

5434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太平人寿清远公司工作证 ： 周秀英 ：

02000344180080002018003979， 声明作废

公司分立公告

根据股东会决议，广州嘉联工程技术咨询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拟存续分立为广州

嘉联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

元）、 广州嘉联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

元）， 分立前的广州嘉联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的债权债务由分立后的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本

公司债权人可自 2020 年 3 月 27 日起四十五日

内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本公司债权

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分立将

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广州嘉联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27日

遗失声明

紫云勇 2019年 9月不慎丢失身份证， 证号:

530427199403151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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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线：84092756� � 13416434253

Q: : 173745866

遗失声明

邓映霞遗失恒大城市之光大厦 1 栋 B 座

2419房收款收据，编号：870174，声明作废。

责编：陈绵钦 美编：余永康 校对：叶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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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 通讯员

粤考宣）

3月26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

布《关于做好2020年普通高校春季高考

志愿填报工作的通知》。 2020年“依学

考成绩录取”和“3+证书考试”实行网上

填报志愿，考生在4月7日9：00至10日18：

00期间，登录广东省普通高考管理系统

（

网址为

http://www.eeagd.edu.cn/pgks/

）， 进入春季高考志愿填报模块填报志

愿。

网上志愿确认前可多次修改

据介绍，考生在提交所填报的志愿

后，系统将进行数据逻辑校验，如果出

现红色的警告字符，所有志愿将无法提

交，请考生仔细核对院校代码及专业代

码后进行修改，直至正确为止。 修改正

确后，考生可保存所填报的志愿，并进

行查看、修改等操作。

在规定时间内

（

4

月

7

日

9

：

00

至

10

日

18

：

00

）

， 考生在未进行网上志愿确认前

可多次修改志愿；考生首次“确认志愿”

后， 如有需要可最多进行2次取消志愿

确认， 修改志愿并重新确认志愿的机

会。 当考生确定不再进行志愿修改时，

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志愿确认。

取消志愿确认后重新修改的志愿必须

再次进行网上确认，否则志愿无效。

考生通过手机短信验证码方式进

行网上志愿确认，不设现场签名确认环

节。 投档录取以考生网上确认的志愿信

息为依据。 志愿填报期间，广东省教育

考试院将使用106904886号码发送有关

短信，请考生密切留意该号码发送的短

信。

“依学考成绩录取”共6个院校志愿数

“依学考成绩录取” 设一个平行志

愿组，6个院校志愿数。 每所院校设6个

专业志愿及1个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选

项。 考生按文科类、理科类、体育类、艺

术类填报志愿。 普通高中学考三门科目

成绩均达到D级的考生， 可与普通高中

学考均获得等级成绩，且至少有一门达

到C级及其以上等级的考生同时填报依

学考成绩录取文科类、 理科类志愿，录

取时将分两批投档。

“3+证书考试” 招生志愿填报设本

科、专科两个批次。 本科批次和专科批

次填报志愿同时进行。 本科批次志愿填

报设1个院校志愿，每所院校可填报1个

专业志愿， 不设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选

项。 专科批次中对中职生设一个平行志

愿组6个院校志愿， 每所院校最多可填

报6个专业志愿、1个是否服从专业调剂

选项；专科批次中对退役士兵设一个平

行志愿组3个院校志愿， 每所院校最多

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1个是否服从专业

调剂选项；专科批次中对内地西藏新疆

中职班应届毕业生

（含青海藏区生源，

下同）

设1个院校志愿，每所院校可填报1

个专业志愿，不设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选

项。

考试院负责人提醒，考生在填报志

愿时，要结合自己考试成绩、排位及高

校和专业的往年录取分数、投档最低排

位等情况，适当拉开填报的院校和专业

志愿之间的梯度，以提高被录取机会。

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熙灯）

冷空

气接棒雨水，这个周末不平静。 预计，

27日白天到夜间，广州有大到暴雨，今

日夜间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 气温明

显下降，过程降温5～7℃。

据气象台预测，26日~27日， 广东

自西向东有一次强降水过程， 雨区主

要在西北部、珠三角，28日起降水趋于

减弱；27日夜间到28日，受较强冷空气

影响， 全省自北向南各地气温明显下

降，日平均气温下降5～7℃。

此外，27日前后广州市有大到暴

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强雷电、8～10

级短时大风、 短时强降雨和局地冰雹

等强对流天气，27日夜间起受较强冷

空气影响，气温明显下降，过程降温5～

7℃。 具体天气预报为：27 日，多云到

阴天转大到暴雨，21~26℃；28 日，大

雨转多云，16~21℃；29 日， 多云间阴

天，有阵雨，18~23℃；30 日，多云间阴

天，有雷阵雨，19~24℃；31 日，多云到

阴天，有中雷雨，20~25℃。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文涛 通讯员

穗纪宣）

3 月 26 日， 广州市纪委监委

发布消息：日前，经广州市委批准，广

州市纪委监委对广州市天河区政协原

党组书记、 主席林赛龙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林赛龙丧失理想信念，背弃

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

织审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

洁纪律，为其亲属经商谋取利益，违规

出入私人会所，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

行公务的礼品；贪欲膨胀，将公权力作

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在集体土地承租、

企业经营等方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林赛龙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

廉洁纪律，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

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

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

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等有关

规定， 经广州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报广州市委批准， 决定给予林赛龙

开除党籍处分； 由广州市监委给予其

开除公职处分； 终止其天河区第九次

党代会代表资格；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

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4月7日起春季高考填志愿

实行网上确认志愿，不设现场签名确认环节

天河区政协原主席林赛龙

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

冷空气来 今晚起将明显降温

广东多地有大雨到大暴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