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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登报热线：13416434253（微信同号）

遗失声明

茂名市茂南区车姨食品商行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902MA52WRAL1C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悦禧餐饮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CC-

CB48F编号:S0692018065523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鸿尚餐饮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LT6Y5

J，编号:S0692017063073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丕炳遗失英德市望埠镇李发农庄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441881600570737，声明作废。

招 租

桥头镇现有独门独院厂房单一层 3800平方，

租金 16 元，电 315 千瓦，空地大形象好，工业用

地能办环评。 还有大量厂房招租。 15118256911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20 年 6 月 29 日,在黄埔涌口水城,发现死

亡 3个月男尸:年龄 35 岁,身高 160cm,�身穿黑色

外套。 知情请电:83120601。 刑事侦查大队。

清算公告

广州银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133314736622）经股东会讨论决定

即日起解散，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请各

债权人自接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 未接

到通知的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庞天富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1160081752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

MA5A6528XB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天河区雍景幼儿园（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2440106565994233H）理事会决定，停止经

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天内，向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

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机构将向登记管

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风尚理发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5X5C2J，

执照编号 S2192014013044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

孖

女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0110600070073，执照编号 S1092014

013410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昕范服装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D36P93T，

编码：GS03201907770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傲世芳华服装设计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影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58101010495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永杨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40101MA5CCW2N0R，编号：S05920180

19403G，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深圳市信达成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300MA5FTC9E2Y， 经股东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组成清算组

进行清算， 请有关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逾期视为放弃。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蔺裕不慎丢失龙华公安分局辅警工作证,证

号 0900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忠信镇嘉盛食品店遗失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41623MA52F9DR8A； 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证号 JY14416230021581，声明

作废。

茂名市电白区民政局公告

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 茂名市电白区望夫镇新城幼儿园经我局

批准成立登记，现子公告。 名称:茂名市电白区望

夫 镇 新 城 幼 儿 园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40904MJL9594389。 法定代表人:刘娟。 业

务范围:学前教 育。 住所:茂名市电白区望夫镇望

夫圩营头坡。 开办资金:人民币叁万元整。 业务主

管单位:茂名市电白区教育局。登记时间:�2020年

6月 17月。

茂名市电白区民政局

2020年 6月 22日

遗失声明

马紫露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父亲:马晓东，

母亲:陈响丽，出生日期:2008 年 8 月 17 日，出生

证编号:I44109241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增城新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工会会员会遗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810063206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尹嘉发遗失白云辅警工作证，证号 18034，声

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市凯卫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6MA59A9BX38�）经股东会决

议，注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贰仟万元整减至人民

币伍佰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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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洲洞村彩和经济合作社

遗失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正、副本，粤

农集字第 011855144602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洲洞村大兴经济合作社

遗失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正、副本，粤

农集字第 011855144595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山心村山七经济合作社

遗失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正、副本，粤

农集字第 011855145612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山心村山六经济合作社

遗失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正、副本，粤

农集字第 011855145616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鑫康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4011201359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华双美食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4011200704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梁健朋化妆品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40126600580806， 编号

S2692014028321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中汇百业化妆品商行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126600792035，编号

S2692014067977G，声明作废

大会公告

广州益创餐饮有限公司拟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商讨注销公司的内容，请所有股东于本周五晚

7点到环市东路 370号正佳广场 3314�参加

遗失声明

广州市简极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QMHH

6R，编号 S2512019064516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景盛贸易商行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810035915101，声明作废。

委任清盘人的广告

Promote�Enterprises�Limited

晉昇

企业有限公司

自愿清算

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商业公司法》在英属

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公司 Promote�Enterpris-

es�Limited

晉昇

企业有限公司正在进行自愿清

算，特此通知。 自愿清盘于 2020.06.28开始。 李

旭涛 LI�XUTAO�,�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17号 1908室,�被指定为清算人。

日期 2020年 7月 1日

李旭涛 LI�XUTAO自愿清算人

遗失声明

本公司因不慎，遗失字样名称为“广州融捷

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和“李映萍”法人章各一

枚，现声明作废。挂失单位：广州融捷通信科技有

限公司，日期：2020年 7月 1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蒸妙健康体验馆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M

YGCXW编号 S2120190552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胡淇波遗失 2017年 03月 20日由广州市怡

花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普

通发票第二联一份， 内容: 保证金， 发票代码:

4400163320， 发票号码:77990705， 金额:7500

元，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龙 成 关 遗 失 记 者 证 ， 证 号 ：

B4400146600011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紫茵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父亲:李福全，

母亲:林秀丽，出生日期:2014年 03月 18日，出生

证编号:O44073236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 2007 年 06 月 07

日由广州市组织机构代码管

理 中 心 颁 发 的 代 码 为 ：

66183330-9 的代码证正、副

本，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 广州尤贝咨询有

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员

村程界路南社大街 36号 315房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子博饮食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40126601660411，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2440101MA59NUD20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桂茂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及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734936481W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天玑房地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广

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壹份，发票

代码：4400192130， 发票号码：31918267， 已填

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责编：陈绵钦 美编：梁文珊 校对：段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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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楼

粤语版

粤语读 mit1

（近音灭）

，有多种用法及解释：一、用手将东西

分开小部分，如“搣开个包”(

掰开这个包子

)；二、掐，如“搣到我好

痛”(

掐得我很疼

)；三、摘除，如“搣咗张纸”(

撕掉那张纸

)。 本文中

的“搣”是被借作形容词。

时报读者 袁肃

搣

粤语释词

前日中午，花地大道一酒家，两

个师奶的对话。

师奶

A

：喂，南海

××

有个

×××

开

盘，买一层送一层喔，不如一齐去整

一间呢。

师奶

B

：你买啦 ，我不考虑了 ，

哪有那么多钱买啊？

师奶

A

：你用不着这样说话吧，

你老公退休时不是拿了一大笔公积

金的吗，够买啦。

师奶

B

： 那家伙的公积金咋会

给你动， 他说那钱留给自己慢慢一

点点地花。

买楼

前日中午，花地大道一酒家，两

个师奶嘅对话。

师 奶 A： 喂 ， 南 海 ×× 有

个×××开盘，买一层送一层喔，不

如一齐谂番间呢。

师奶 B：你买啦，我唔谂喇，我

两公婆都退休喇，边有咁多钱买啊？

师奶 A：你使唔使咁讲呀，你老

公退休嗰时咪攞咗一大嚿公积金

嘅，都够买啦。

师奶 B： 嗰条友啲公积金边度

俾你郁啊， 佢话嗰啲钱留番自己慢

慢搣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文秀 通

讯员 刘晶）

近日，在增城区仙村镇

党群服务中心，新开设的社保费业

务办理专窗， 单5月份专窗业务量

就达到1100余人次。 这是增城税务

部门打通为民便民服务“最后一公

里”的一个缩影。

据悉， 为进一步降低缴费成

本、优化参保服务，增城税务部门

以灵活就业人员为切入点，推进社

保费征收业务“网格化”管理工作，

以“走出去”的方式将税务窗口向

基层延伸。 目前，增城税务部门在

全区13个镇街党群服务中心均开设

了社保费征收业务办理专窗。

此外， 在支持办理11项灵活就

业人员即办业务的基础上，增城税

务部门还积极探索将个体工商户

社保费业务纳入专窗办理范围。

从6月5日起， 增城税务部门以

荔城街、永宁街和派潭镇党群服务

中心作为试点单位，进一步将社保

费业务办理专窗的业务办理范围

扩展至38项， 为广大灵活就业人员

和个体工商户办理社保费业务提

供便利。

居民家门口有了健康卫士

白云区京溪街健康服务驿站正式落地

增城税务创新社保费征收业务“网格化”管理

白云区京溪街健康服务驿站启动仪式现场。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

“这下好了，有了健康服务驿站，小

病不出门，体检就在社区。 ”白云区

京溪街居民吴阿姨道出了街坊们

的心声。 昨日，红暖京溪“不忘初

心，礼赞战疫先锋”———2020年庆祝

建党99周年暨健康服务驿站启动

仪式举行。

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京溪街健康服务驿站” 启动

仪式现场，京溪街党工委与广州市

居民健康管理协会、南方医科大学

中医药学院分别签署共建协议，广

州市居民健康协会秘书长、南方医

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医师骆小冬等5

名健康专家受聘为“健康服务驿

站”首批驻点成员。 据了解，京溪街

健康服务驿站作为“红暖京溪”党

建品牌三大项目之一—“金牌服务

室”今年重点打造的大健康服务项

目，将依托“1+16”五心红色服务体

系，整合辖内各方资源，通过组织

开展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三

进”服务，提供“思想、身心、身体”

三位一体的大健康服务。 同时，结

合区委1358发展思路， 充分发用好

辖区科研创新能力强、高端医疗资

源丰富等良好基础，努力打造现代

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发展区，构建党

建引领下的“产业+服务”大健康服

务格局。

“疫情之下，健康越来越受到居

民的重视，街党工委、办事处与市居

民健康管理协会达成共建协议，双

方携手打造符合社会先进科学健康

理念方向的‘健康服务驿站’，打通

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为社区居民

提供近距离、易获得、方便快捷的健

康服务，以提升居民幸福感。 ”京溪

街道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京溪健康

服务驿站”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

则，整合社会资源，多方合作打造社

区零距离服务， 构建起贴心的健康

驿站服务平台， 将成为辖区居民的

健康“加油站”和文化“家园”。

作为社区居民代表参加揭牌仪

式的吴阿姨高兴地对健康驿站竖起

了大拇指，表示对驿站充满了期待。

据了解，驿站现有健康大讲堂、太极

拳学社等特色服务项目， 未来将开

展形式多样的社区科普宣讲、 锻炼

教学和义诊服务。

16名战“疫”先锋个人受表彰

此外， 活动现场还对16名优秀

的战“疫”先锋个人和10支战“疫”先

锋队进行了表彰， 同时为制作礼赞

战“疫”手抄报的京溪萌娃们表彰。

据了解， 此前该街通过手抄报

征集活动， 动员辖内小朋友们绘制

手抄报，抒写身边的战役故事，弘扬

社会正能量。 孩子们的手抄报内容

丰富，图文并茂，致敬防疫一线人员

的同时， 鼓励辖区居民争当防疫宣

传员。

京溪街道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表彰是为了进一步弘扬社会正气，

号召全街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 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必胜信心，发

扬连续作战作风， 切实落实好各项

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措施，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