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执行告知单位: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长兴派出所告知人:欧阳锋、侯剑江，被告知单位：广

州汇诚沐足有限公司单位法定代表人:张东风告知内容:

处罚前告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

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2020 年 6 月 11 日 23 时许，犯罪嫌疑人谢鸿宇、刘佳(四川)、刘佳(湖南)、

叶翘苑等人在广州市天河区科韵北路岑村综合楼五楼广州汇诚沐足有限公司涉嫌组织郑青青、文华

燕、廖东梅卖淫被我局民警查获。广州汇诚沐足有限公司对发生在本单位的卖淫、嫖娼活动放任不管、

不采取措施制止。 以上事实有证人证言、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检查笔录的证据证实，广州汇诚

沐足有限公司的行为已违反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娟的决定》第七条之规

定，拟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七条之规定，对广州汇诚沐足

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问:对上述告知事项，你(单位)是否提出陈述和申辩(对被告告知人的陈述和申

辩可附页记录，被告知人提供书面陈述、申辩材料的，应当附上，并在本告知笔录中注明)答:对你提出

的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将进行复核。

被告知人 2020年 6月 15日

听证告知:公安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责令停业整顿六个月，并处罚款壹拾万元。 的行政处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要求听证。 如果要求听证，你(单位)�

应在被告知后三日内向 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问:对上述告知事项，你

是否要求听证,答:对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将在二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符合听证条件的，公安机关将

在十日内举行听证。 对放弃听证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2020年 6月 15日

减资公告

广州至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01347508962E，经股东决定，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 1000 万

减资至 30 万（人民币），请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广东国评矿产资源交易信息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E7WA

5K，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

注册资本，由原 5000 万减资至 30 万（人民币），

请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提出清偿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梁建辉不慎遗失广州市花荣物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联)一份，发票代码 4400172320，发

票号码 24541350，金额 9030 元，已盖发

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点

玥

文具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编号：GS25202000558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D3X610Y，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瑞官遗失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

号： 44010560015188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东冠家具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LD128L，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人力资源协会遗失社会组织法

人登记证书 （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440112MJL015146C，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余俊颖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父亲:余春林：

母亲：劳少萍，出生日期：2018 年 11 月 1 日，出生

证编号 S44065956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慕妮雅（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D3XH

10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邦泰货物运输代理服务部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

A5A9L5DX5，编号:10912003523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九佛伟达杂货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401113800282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戴乐于 2020 年 6 月 28 号遗失身份证，身份

证号码 360111198710011015，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怡乐棋牌室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40125600564031，编号：S25920140011

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 世 龙 遗 失 身 份 证 ， 身 份 证 号 码

36012319981005221X，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愿景国际投资（广州）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101MA5D7WYJ53)经股东会研究

决定， 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减

资为 100万元人民币。 自 2020年 06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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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海珠区凤阳人定小食店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440105601113739，编号：S059201

5030861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棠景小行星餐厅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L753346

73E，编号：S1120191367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棠景小行星餐厅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2440111030695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卡金卡鞋厂遗失公章、财

务专用章、法人（杨建明）私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伍记沐足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K6DL42，

编号 S0392017001542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小晖遗失广州市海珠区山本造型发廊注册

号 440105600266988�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

遗失声明

陈燕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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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154400000000201909244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楚进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5600503108，现声明作废。

清场通知公告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高沙股份合作

经济联合社（下称高沙联合社）与广州市番特橡

塑制品有限公司（下称番特公司）于 2007 年 6 月

29日签订了《承包合同》，与何清于 2007 年 7 月

25日签订了《承包合同》。 因番特公司、何清二人

承包土地之后， 多年来未对土地进行任何处理，

已造成土地资源浪费，高沙联合社遭受严重经济

损失。 现通过公告方式要求番特公司、何清就上

述两块土地清场并交回高沙联合社。 如番特公

司、 何清未能在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清场

交付工作，高沙联合社将按土地现状收回土地。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高沙股份合作社经

济联合社

遗失声明

广州市儒启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遗失粤

A6W2X3 的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证

号：0029784。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鳌头东就文体用品店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G5L

D57，现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公交集团广交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驾驶员

李 有 平 遗 失 押 金 单 12000 元 ， 编 号 为

0146281/0146282，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琳韵珠宝行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N1Q166，

编号 03913016121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一星甜品店遗失最后一次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256010165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林少鑫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1160066615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

MA5A55C966，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东广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01347427986J）经股东会决议将原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000万元减至 1200 万元，请

相关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本企业将

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遗失声明

蔡晓平遗失由广州市海运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开具的押金收据，单号：201912000011日期 2020

年 6月 29日，金额 2000元，现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公告启事、遗失声明、招租招聘

法院公告、清算公告栏、寻人启事

一个电话，服务到家！刊登热线：84092756、 13416434253

Q: : 173745866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凤阳锦绣顺风布行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 440105600612013，编号 S05920

14036192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缘来婚姻服务中心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

PB6U7M，编号 S26201906678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圆咩橙泡儿口红店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D2P

962，编号 S0592018019778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依靠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YEA455，

编号 S2692018020601G，现声明作废。

商铺占有使用费催缴公告

广州华闻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羊城

商贸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省第一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鉴于你方长期占用广东汉基经济技术

发展公司所有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羊城商

贸中心 N 西塔 9 楼 901--904 号写字楼，

且从未支付任何使用费， 因广东汉基经济

技术发展公司处于被吊销执照状态， 我方

作为广东汉基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债权人和

申请执行人，现正式告知贵方，见报之日起

七日向我方缴付上述写字楼的全部使用

费。

催告人：吕新剑 联系电话：13928869852

2020 年 06 月 30 日

商铺占有使用费催缴公告

广州华闻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羊城

商贸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省第一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鉴于你方长期占用广东汉基经济技术

发展公司所有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羊城商

贸中心 N 西塔 9 楼 901--904 号写字楼，

且从未支付任何使用费， 因广东汉基经济

技术发展公司处于被吊销执照状态， 我方

作为广东汉基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债权人和

申请执行人，现正式告知贵方，见报之日起

七日向我方缴付上述写字楼的全部使用

费。

催告人：周永丽 联系电话：13802944790

2020 年 06 月 30 日

责编：熊栩帆 美编：何建玲 校对：叶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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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少韩）

武汉、

黑龙江绥芬河、吉林舒兰、北京……今

年 2 月 18 日开始， 东莞虎哥张凯便带

领他的“虎哥爱心车队”开启一段抗疫

逆行之旅。 运送物资、 帮忙转运病人

……125 天的志愿服务活动， 让他花费

了 78 万元。 对此，张凯说道：“钱没了可

以挣，如果疫情不消除，生命可能就无

法保障。 ”

张凯的逆行事迹感动了很多网友。

在信息时报联合阿里巴巴及全国百家

媒体发起的公益平台天天正能量第 342

期常规评奖中，张凯的故事经过全国评

委和网友为期三天的投票和点赞，获得

了正能量奖，“虎哥爱心车队”队长张凯

获得 5000 元正能量奖金。

带着队员们辗转战“疫”重地

张凯今年 50 岁， 从小在黑龙江绥

芬河市生活。 1997 年， 他退伍后， 便

定居广东东莞。 2 月 18 日， 经相关部

门的批准， 张凯带领“虎哥爱心车队”

20 多名成员， 一人一辆车， 自备防护

服、 口罩等物资， 驱车 1100 多公里驰

援武汉， 主要负责搬运物资和转送病

人等工作。 慢慢地， 其他地方的志愿

者也加入车队， 张凯说： “最多的时

候， 我们队伍有 90 多人。”

4 月 8 日武汉解封， 车队准备离开

武汉时， 得知绥芬河市出现疫情。 隔

日下午， 张凯便率领三辆车抵达绥芬

河。 与陆续赶到绥芬河的其他车队队

员会合后， 张凯带领志愿者负责街道、

社区等处的消杀，同时还参与了绥芬河

方舱医院的建设。5 月 7 日，吉林省舒兰

市发生聚集性疫情传播。 了解情况后，

张凯联系了相关部门， 拿到了邀请函，

并于 5 月 11 日， 与 6 名队员赶到舒兰

抗疫。 6 月 16 日，得知北京再次出现新

冠肺炎疫情， 张凯和他的爱心车队成

员， 又从吉林赶到北京增援。

这一路，张凯带着队员们冲到抗疫

一线。 他说：“我一个人就花费了 78 万

元，没有接受过任何资助。 ”为了不让家

人担心，他还很少发微信朋友圈。

50岁退伍老兵获评正能量奖

“120 多天奋战，70 多万元投入，他

以常人难以想象的热血和激情，为这场

看不见硝烟的战疫，奉献着他所能提供

的最大能量。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工

作人员说道。 在给张凯的颁奖词中，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写道：“疫情突发，他

一声号令，带队驰援北上，武汉、绥芬

河、舒兰、北京，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

他的身影。‘如果不做， 我会内疚一辈

子。 ’这是一位 50 岁退伍老兵的义不容

辞， 和内心永远澎湃激荡的家国情怀。

铁汉也有柔情，他的心里同样藏着对妻

儿的牵挂。 只是大疫当前，他选择了为

更多人去担当。 奖励致敬，愿疫情早日

消散，英雄早日回家。 ”

据悉，“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联合信息时报在内的 100 多

家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开放

平台， 目前已奖励 7000 余名正能量人

物，投入公益金近 6400 余万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据

越秀区检察院消息，6月14日， 广州

市越秀区执信南路发生一起持刀行

凶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获悉该案

后， 该院第一时间指派检察官依法

提前介入。 6月22日，广州市公安局

越秀区分局以犯罪嫌疑人刘某鹏涉

嫌故意伤害罪提请该院审查批准逮

捕。

经审查：6月14日， 犯罪嫌疑人

刘某鹏携刀于广州市越秀区执信南

路守候， 发现被害人巫某驾驶小汽

车靠边停车时，从副驾驶车门上车，

随后持刀捅向被害人胸腹部。 案发

后犯罪嫌疑人刘某鹏逃离现场并向

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被害人巫某于

次日凌晨经抢救无效死亡。

6月28日，该院依法决定对犯罪

嫌疑人刘某鹏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

准逮捕。该案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信息时报讯

为提振消费信心，释

放消费潜力， 广东银联在广州实施

“重振引擎”助商惠民计划，累计待发

放1亿元消费券。 广发银行广州分行

作为广东银联重要合作伙伴，主动承

担惠民计划洽谈工作，联合广州地区

餐饮及零售等品牌商户，通过提供资

源加码、洽谈补贴优惠和采取助商全

面配套措施， 开展各式促销活动，努

力拉动消费，助力经济复苏。

据悉，广发银行广州分行与广东

银联充分联动、 密切配合， 截至目

前， 已签约75家餐饮商户、 约500家

门店， 其中不乏广州知名“网红”

店， 如陶陶居、 海门鱼仔店、 山东

老家、 侨美食家、 九龙冰室、 至尊

比萨、 海银海记、 开饭餐厅、 澳门

街、 三秋桂子、 客语、 德庄火锅、

滋粥楼小馆等， 同时， 鲜芋仙、 鲜

八度、 东海堂等鲜果、 蛋糕甜品等

商户均在消费券优惠名单之列。

客户只需在云闪付APP上领取消

费券，即可在广州多家品牌商户享受

满减优惠，针对不同商户优惠力度分

为满100元减50元，满30元减15元和满

100元减71元等三种活动形式。

消费券领取和使用流程 ：

1、用户

下载云闪付APP实名注册并绑定62开

头的广发银联卡。 2、在云闪付APP“发

现频道”免费领取消费券，同一用户

每个商户每周累计可领取1张， 每次

结账限使用一张消费券，每周限使用

1张。 参加活动时，要确保云闪付APP

更新到最新版本。 3、到店消费结账时

出示云闪付APP生成的“付款码”，收

银员扫码完成支付； 或打开云闪付

APP的“扫一扫”，扫描商户门店“收款

码”完成支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讯

员 欧阳积俊 陈玉敏 ）

祛湿消暑，不

少人会饮一杯凉茶。 不过，为提高独

家凉茶“疗效”，竟有凉茶经营者非法

在凉茶里添加西药！ 昨日记者获悉，

番禺警方在当前开展的“飓风2020”专

项行动中， 查处了一批非法凉茶店

铺，抓获涉案人员15名，缴获有毒有

害凉茶原材料一批。

番禺警方日前获悉， 部分不法

商户为了牟利， 在凉茶里非法添加

不明成分的西药。 办案民警在番禺

区范围内的凉茶铺随机取样40份，

送相关部门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

送检40份样品中有15份样品不同程

度含有西药“对乙酰氨基酚” “氯

苯那敏” “布洛芬” “马来酸氯苯

那敏” “甲硝唑” 等成分， 不符合

国家食品安全法规定。

根据检测结果，番禺警方迅速锁

定11家非法添加西药的凉茶商家，并

开展分批收网行动， 分别在沙湾镇、

钟村街、市桥街、沙头街和大石街等

镇街查处11家凉茶店铺，依法抓获嫌

疑人15名。

经审讯，11名商家经营者均对为

增加销量、在店内凉茶中非法添加西

药成分的行为供认不讳，该11家凉茶

店铺已被依法查封。 目前，案件仍在

进一步侦办中。

“东莞虎哥”花78万元转战四地抗疫

信息时报社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励张凯5000元

执信南路持刀行凶案

犯罪嫌疑人被批捕

“重振引擎”助商惠民

广发银行助力消费提振

为提高“疗效”非法添加西药

番禺11家凉茶铺被查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