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乐亿佳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T3LR5J，编号

S2592017015685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学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信链达建材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K-

GA54L，编号：S2512018055750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邦民百货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4010332400085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黄村程记包子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D23N

DXC，编号 S0620191971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从化市良口镇锦村瓦一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 J5810080775801，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欧艺兴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101MA5CXDC5X5）经股东决议：公司

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100 万元减至人民币 50 万

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

公司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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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铎友饮食店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 440126600715527，编号 S2692014

07417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快骏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

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大龙美家生鲜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X53

MXM，编号 GS2620190935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警官江凤玲， 遗失

个人警察证，证号 0300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润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开具的押金收据一

份，金额 5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添，遗失 2000 年 8 月 24 日购买广州达观

实业有限公司商品壹位： 尊荣福位 B 区 6 行 88

列，证件编号：10207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江波，遗失 2001 年 5 月 19 日购买广州达

观实业有限公司商品壹位：福缘宝座 C 区 12 行 9

列，证件编号：10762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简壹鞋业贸易商行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4010330400444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花必开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号 440103600700733， 执照编号 0391302114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郭有义， 李瑞珍遗失广州市从化区珠江国际

城 C2区一期 2 号楼 1 梯 601 购房发票， 发票编

号:（06031351）一份，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山市曙光运输有限公司东凤分公司不慎

丢 失 空 白 支 票 4 张 ， 支 票 号 ：

3060443018816214、3060443018818710、

3060443018853695、3060443018870736、 特此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辉荣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40101MA59L3242Y，编号：S0592017004

419G，现声明作废。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20年 4月 10日在荔湾嵘都花园对出花地

河水面发现死亡 2天男尸:25岁,173cm,穿灰色毛

衣,灰色休闲裤,黑色皮鞋,知情请电 81897409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20 年 4 月 10 日 22:50 分在人民桥南端

水域,发现死亡约 4天男尸:约 30岁,尸长 170cm

,发长 0.1cm,尸体上身穿黑色外套;下身着黑色

长裤,黑色皮鞋,尸体右前臂后侧有狮子纹身 20X�

12cm;左前臂后侧有狮子纹身 20X15cm;左上臂

外侧有纹身 20X12cm;左胸部有狮子纹身 15X10

cm,知情请电:87352579,联系人:陈警官,黄警官。

广东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 10:00 在国拍房网拍

平台（www.gdgpfang.com）公开拍卖：四会市新风路 1 号后街商铺

等 3 宗物业租赁权（招租面积、 起拍价及出租条件等详见上述网

站）。 符合资格的竞买人请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 12 时前向我公司

缴纳保证金，并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 16 时前完成网络报名。 展示

时间：2020 年 4 月 16、17 日，展示地点：标的地。

电话：020-83809295 转 29、26

公司地址：越秀区北较场横路 12 号 17 楼

公司网址：www.gdgpfang.com�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天资舞蹈培训部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PJ

FR9P，编号 S0692014105864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廉城燕霞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4088IMA4Y4Q5K3E，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英德市沙口镇依见钟情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418816003078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车牌号码： 粤GZ3307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881MA53U0GH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崔超丹， 身份证号，430903198610020629，

心理治疗师资格证，签发日期，2016-11-28，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崔超丹， 遗失医师资格证， 证书编号：

20134411043090319861002062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东涌聚彩杂货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40126600275647，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2440101MA5A3UDL8W，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东涌欣辉服装辅料厂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副本，执照注册号：440126319001812，

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东拜登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0558186203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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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遗失机动车综合

商业保险发票共 1 份 （发票联）， 流水号：

044001900104�5204701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傅允表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LXBX9D， 编号 :

S0392017003383G，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弘呈岛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11MA59DYRT77)经股东会研究决定，

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减资为 10

万元人民币。 自 2020年 04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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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广告

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登报热线：13318787826（微信同号）

遗失声明

李晓欣不慎丢失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商务

英语专业专科毕业证,证书号 1274212015060018

35,声明作废

责编：熊栩帆 美编：梁文珊 校对：段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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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昨日，

越秀区政府发布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

屋的决定，将征收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三

号二期农林下路站建设项目范围内的国

有土地上房屋，用以建设广州市轨道交

通十三号二期农林下路站附属工程，征

收的房屋主要位于东风东路。

征收范围主要涉多个大院

征收范围主要涉及东风东路的多个

大院。 根据公告，征收房屋地点包括：越

秀区东风东路695-1、695-2、695-3号，

东风东路695号大院1号、2号、3号、4号、5

号、6号，东风东路697号大院1号。

公告明确， 征收补偿工作由广州市

越秀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中心依法组织实施，并由广州市越秀区

人民政府黄花岗街道办事处作为房屋

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

具体工作。 根据安排， 签约期限是自征

收决定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10月9日止。

选择货币补偿有弃产补助

根据补偿方案， 房屋被征收人可以

选择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其中一

种补偿安置方式。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

可按以下补偿标准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 也可选择按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

确定。 住宅房屋补偿标准

（产权证记载

用途为住宅）

： 框架结构房屋：60000元/

平方米； 混合结构房屋：59000元/平方

米。

同时，还有货币补偿征收奖励、货币

补偿搬迁时限奖励、货币补偿弃产补助、

货币补偿临时安置补助费。其中，货币补

偿征收奖励， 按3000元/平方米计算；货

币补偿搬迁时限奖励， 具体为若在发出

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150天内签订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并在协议规定的时

间内搬迁的，将按4000元/平方米给予奖

励；货币补偿弃产补助，即房屋被征收人

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 并在发出房屋征

收决定公告之日起150天内签订协议的

按照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10000元/平方

米计算，一次性给予补助；货币补偿临时

安置补助，即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

按照被征收房屋产权证建筑面积一次性

支付3个月的临时安置费给被征收人，其

中住宅房屋每月50元/平方米。 因此，如

果选择货币补偿的框架结构住宅房屋，

在第一阶段签订协议并搬迁， 最高可拿

到77150元/平方米。

产权调换有两地方可选择

根据补偿方案， 住宅房屋被征收人

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 可以选择在越秀

区珠光路北侧复建房项目或荔湾区悦江

上品苑小区进行房屋产权调换。其中，若

选择在越秀区珠光路北侧复建房项目进

行产权调换， 按被征收房屋合法产权套

内建筑面积1∶1的原则，确定产权调换套

内建筑面积； 选择荔湾区悦江上品苑小

区进行产权调换， 将按被征收房屋合法

产权套内建筑面积1∶1.3的原则， 确定产

权调换套内建筑面积。

被征收人在越秀区珠光路北侧复建

房项目及荔湾区悦江上品苑小区安置房

项目进行产权调换所增加的公共分摊面

积按每平方米3500元结算。

东风东路这些房屋将被征收

最高补偿7.7万元/平方米，将用于地铁13号线二期农林下路站建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

员 韩文青 ）

“感谢白衣战士们，让我

获得了重生！ ”4 月 10 日，经过广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团队的

共同努力下，41 岁的杨凡

（化名）

在接

受心肺联合移植手术三周后康复出

院，获得自由呼吸的她终于告别 24 小

时吸氧状态，红润的脸庞洋溢着喜悦。

患者需 24小时吸氧维持生命

杨凡罹患先天性心脏病， 从小体

弱多病。成为了母亲的她，由于妊娠与

分娩加重了身体的负荷， 开始出现口

唇青紫、呼吸困难、气促等症状，经过

医院诊断， 为先天性心脏病合并重度

肺动脉高压，也就是典型的“艾森曼格

综合征”。

对普通人来说最轻松不过的呼

吸，却是杨凡苦苦追求的梦想，尽管四

处求医，却一直没有好转迹象。一年多

前，在病友的推荐下，杨凡慕名来到广

医一院。“当时她的情况已非常糟糕，

低氧状况非常严重， 需要时时吸氧才

能维持生命。”该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

巨春蓉博士说，经过评估，她已达到心

肺联合移植的标准， 但出于对这个手

术的不了解，她和家人一直犹豫，通过

药物保守治疗了一段时间。

但在何建行教授的带领下， 器官

移植团队多次组织多学科讨论她的病

情与治疗方案， 医护人员一方面给他

们讲解相关手术知识， 一方面邀请他

们参加病友活动，最终，亲眼看见很多

肺移植和心肺联合移植术后患者的真

实生活状态， 杨凡和家属有了极大的

信心，最终决定要搏一搏。

疫情期间手术成功获“新生”

然而，心肺联合移植手术的开展，

需找到与患者相匹配的质量尚佳的供

体。因此，杨凡加入了等待供体做器官

移植手术的“大军”中。

四个多月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杨凡家人接到了医院的通知， 一位患

者因为脑外伤抢救无效， 家人决定捐

献器官， 这个心肺器官和杨凡配型成

功。但杨凡的家人却再一次犹豫了，疫

情时期做这么大的手术安全吗？对此，

医护人员马上跟杨凡及其家人说明了

情况，尽管是特殊时期，也一定会全力

以赴。在征得患者及家属的同意后，心

肺联合移植专家团队也马上投入“战

斗”。 手术前一晚，何建行教授带领团

队反复优化手术方案，一直到深夜。

3 月 19 日， 杨凡被推进了手术

室， 移植手术由广医一院胸外科何建

行教授、 心脏外科谢少波主任联合主

刀。 “在手术过程中， 我们基于对患

者病情的充分判断与评估， 采取更加

精细的技术， 既保证手术的安全性，

又尽量减少操作过程中患者的失血

量， 减轻了用血压力。” 器官移植团

队主任医师徐鑫说， 在整个团队的默

契配合下， 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 术

后的第二天， 杨凡就已撤下 ECMO，

一个多星期脱离呼吸机， 回到普通病

房后就可下地走路， 术后三周就已达

到出院标准。

疫情期间，广医一院完成一例心肺联合移植手术

这名患者实现了自由呼吸的“梦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讯

员 陈莉 王文良 梁荣忠）

身负命案辗

转潜逃近20年，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栽在寄快递这件小事上。 近日，

广州白云警方抓获一名在逃人员，而让

他露出马脚的，是一款名为“云递安”的

物流管控APP。 自4年前上线以来，这款

“神器”已协助抓获在逃人员140名。

4月2日， 白云区石井街某物流公

司档口接待了一名前来寄件的男子。

按照流程， 物流公司员工要求此人出

示身份证进行核对，并使用“云递安”

APP对其进行登记。 原本是普通的日

常操作，但“云递安”系统却产生了预

警信息：有可疑人员出现。白云警方当

即电话通知正在办理收件的快递小

哥，请他配合“留住”这名寄件人，并马

上赶往现场。十几分钟后，民警赶到现

场， 将浑然不知的寄件男子洪某

（

45

岁）

带回公安机关作进一步调查。

经核实，这名被“挽留”的寄件人

洪某， 涉嫌一宗故意伤害案———2001

年2月，云南省元江县的一名出租车司

机死亡，同时身上财物被抢走。经过当

地警方不懈的追踪调查， 案件在近期

终于有了进展， 锁定洪某有重大作案

嫌疑。2020年3月7日，当地公安机关依

法办理有关手续， 将洪某列为在逃人

员展开追捕。

辗转全国多个地市藏匿躲避19

年， 就在被列为在逃人员后仅仅20多

天，洪某终于落网。之所以能在这么短

时间内识破逃犯， 白云警方这款物流

管控神器———“云递安”APP发挥了重

要作用。 据了解，2016年以来，白云区

自主研发“云递安”系统，首创行业“5

个100%”

（即

100%

实名收寄、

100%

收寄

验视、

100%

技防安检、

100%

持证经营、

100%

从业登记）

， 创建物流寄递行业

治安管控体系。 经过几年来的不断深

化应用， 系统已集登记统计、 信息采

集、巡查监管、研判预警、便捷寄件等

五大功能。

白云区现有7000多个物流企业，4

万多个快递人员， 每天有十几万登记

信息录入。 这些信息经过系统的高效

处理， 能够快速筛选出疑似人员或物

品。 据统计，2016年至今，“云递安”系

统共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在逃人员140

名，涉毒人员35名，破获毒品案件5宗，

查获枪支130支、子弹120颗等违禁、敏

感物品一批。

4月13日，白云警方也为这位协助

办案的快递小哥颁发了1万元奖金。

“云递安”物流管控APP上线4年协助抓获在逃人员140名

潜逃近20年的命案嫌犯也“认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