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 2014 年 12

月 15 日由广州市组织机构

代码管理中心颁发的代码为

57404870-8 的代码证正、副

本，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 广州哲海商贸有

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黄

埔东路 2801 号之三 201 房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碧同京服装店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GEA

12C编号 S0692016021049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黄文军服装店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1CD

H5L编号 S0692015000224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赵亚军遗失广州市利士风汽车有限公司开出

的资格证保证金押金条收据 3000 元整（叁仟元

整）票据号 000153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小灵童装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 注册号 4401216008276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石角友荣杂货档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881MA4WE7PN6E，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豆可爱童装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0

CHL80，注册号 44012660002853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现有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2015 届高珊同学遗

失编号为 19411223 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

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一份，因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美德装饰材料经营部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40110304000031，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中天机械设备租赁部遗失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东棠喜丽粉面食品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0

DQ49H，注册号：44010660003519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容静药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J74B3L,工商

注册号:4401253080030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胡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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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0024401148000201400251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元岗松叶食品经营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信用代码:92440101MA5ACW

LJ7C，注册号:44010660114148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秀群肉制品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11601516954，执照编

号 S119201505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荔城创美日用品经营部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2531900135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米呀水果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WG2

KXG，执照编号 S0692018031476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细结大绍鸡档 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T

PHT7U，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营者:武海容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

号 4401036003337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文文，遗失 2009 年 9 月 14 日购买广州达

观实业有限公司商品壹位：永乐五区 8行 9 列，证

件编号：82085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卢松，遗失 2009 年 9 月 14 日购买广州达观

实业有限公司商品壹位： 永乐五区 8行 11 列，证

件编号：82085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卢松，遗失 2009 年 9 月 14 日购买广州达观

实业有限公司商品壹位： 永乐五区 8行 10 列，证

件编号：82085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赤坭

孖

仔鞋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和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EG

TK3U,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日不落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粤AFE069：道

路运输证 IC卡一张：44010004628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俊豪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BV310：道

路运输证 IC卡一张：00293606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俊豪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CG13 挂：

道路运输证 IC卡一张：00293600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佳红货运有限公司遗失粤 AQ969 挂：

道路运输证 IC卡一张：00206286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佳红货运有限公司遗失粤 AN103 挂：

道路运输证 IC卡一张：00175821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旭阳亮甲服务中心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KU

U236，执照编号 S1192017045533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快剪理发室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R87

D7N，执照编号 GS2620190762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许成尚遗失警察证一张，证号：044127，

现补办新证，旧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树新床上用品经营部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 注册号 440105600408023， 编号

0591301043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林祖振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0360024308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伍杨餐饮店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9UP27R8T���

，编号：S0620200713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亿盛皮具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憩足百货综合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 4401036002415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忠信镇勇君食物加工厂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16236001681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隆街镇东记瓷片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16236000961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鳌头标仔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 440122600187455， 编号22912009667G，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大湖市场宏娥蔬菜零售档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416236001055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英德市东华镇鱼湾佳和商行遗失公章一枚，

编码 44188100753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忠信镇创讯达手机维修部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 注册号 4416236000319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佳拉诚日用杂品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

AFEKY0F执照编码S2692016001496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佳拉诚日用杂品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JY1440113001914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精丰粗粮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83K98W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汪敬来遗失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440101MA5A2MT19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记强金属门窗加工场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126600522479，编号

S2692014023457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家全粮油制品档遗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FMMQ9G，编

号 03912006674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华恒甜品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DX

2H87,执照编号 S2692015039325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妮， 遗失江西师范大学毕业证， 证号

104141200905001662；学位证，证号 104144200

90047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江埔佳宁大药房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122600142118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40101MA5A5GB06N，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江埔春素小皙日用品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

ALUH85H，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家望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103600619903，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40101MA59W2PB3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德贵面食档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440106600276873，编号：S069201

4072408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凤阳紫雅佳服饰厂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056005963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钟洁秋食品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RQYK3H，

编号 S2592018005379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昌兆饮食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P9FG1L，

编号 S269201701668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略仔沙拉店遗失营业执照证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P2U

31Q，声明作废。

变更公告

单位名称:广州市天河区东明荔园小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106C14923735M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大马路 228 号之二十六

101 房 法定代表人:管小琴 变更事项:我校原

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东圃车陂荔园新村”现在

学校地址变更成: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大马路 228

号之二十六 101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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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茂名市电白区坡心镇大海洋艺术

幼儿园经我局执准成立登记，现予公告。

名称:茂名市电白区坡心镇大海洋艺术幼儿园。法

定代表人 : 杨环娣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52440904MJL9595508。业务范围:全日制学前教

育。注册资金:叁万元整。住所地址:茂名市电白区

坡心镇红十月村委会坡心村潭茂路。 业务主管单

位: 茂名市电白区教育局。 登记时间:�2000 年 8

月 7日。 茂名市电白区民政局

2020年 8月 17日

分类广告

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登报热线：13416434253（微信）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肥仔肉档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111600243321，声明作废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邮局海关公告

邮关机缉字[2020]�0037�号

我关于 2020年 7月 1日对一批行政案件作出了收缴决定。该批案件收缴清单正本已于 2020年

7月 1日在我关公告栏内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 具体收缴公告编号及对应

进境邮件包裹编号如下： 邮关缉缴清公字 [2020]�2142 号 (CI138343780JP)、 [2020]� 2123 号

(CI129256359JP)、[2020]�2127�号(CI149839393JP)、[2020]�2129�号(CI143417255JP)、[2020]�2131�

号 (CD350120830JP)、[2020]�2133�号 (CI129618733JP)、[2020]�2134�号 (CI153143998JP)、[2020]�

2135�号 (CD346618040JP)、 [2020]�2143�号 (CI143586197JP)、 [2020]�2144�号(CI153140651JP)、

[2020]� 2145� 号 (CD338160098JP)、 [2020]� 2192� 号 (CI129619019JP)、 [2020]� 2194� 号

(CI152614925JP)、[2020]�2195�号(CI152733959JP)、[2020]�2196�号(CI152880047JP)、[2020]�2146�

号 (CI143417281JP)、[2020]�2147�号 (CD341393353JP)、[2020]�2172�号 (CI130481136JP)、[2020]�

2173�号 (CI141200239JP)、 [2020]�2174�号 (CI154241047JP)、 [2020]�2175�号(CD325069890JP)、

[2020]� 2176� 号 (CD124868283JP)、 [2020]� 2177� 号 (CI125854060JP)、 [2020]� 2178� 号

(CI143416238JP)、[2020]�2179�号(CD346619385JP)、[2020]�2180�号(CI129617724JP)、[2020]�2181�

号 (CD349215858JP)、 [2020]�2121�号 (CI150498422JP)、 [2020]�2152�号 (CD350913009JP)、 [2020]�

2187�号 (CI147186265JP)、 [2020]�2151�号 (CI143416706JP)、 [2020]�2188�号 (CI143416428JP)、

[2020]� 2190� 号 (CI157240615JP)、 [2020]� 2327� 号 (CD328937529JP)、 [2020]� 2329� 号

(CD276213479JP)、[2020]�2331�号 (CD346619411JP)、 [2020]�2332�号 (CD346610633JP)、 [2020]�

2333�号 (CI150485534JP)、 [2020]�2397�号 (CI158208903JP)、 [2020]�2399�号 (CI162432088JP)、

[2020]� 2400� 号 (CI158287490JP)、 [2020]� 2401� 号 (CI154117950JP)、 [2020]� 2402� 号

(CI158207956JP)、[2020]�2403�号(CI154159742JP)、[2020]�2404�号(CI158285370JP)、[2020]�2405�

号 (CI162434509JP)、[2020]�2406�号 (CI158208735JP)、[2020]�2407�号 (CI154210098JP)、[2020]�

2408�号 (CI155317586JP)、 [2020]�2409�号 (CI158287747JP)、 [2020]�2410�号 (CI155315069JP)、

[2020]� 2411� 号 (CI158208673JP)、 [2020]� 2412� 号 (CI155317555JP)、 [2020]� 2413� 号

(CD311368911JP)、[2020]�2414�号 (CD326639995JP)、[2020]�2415�号 (EG607266931JP)、 [2020]�

2416�号 (EG607266446JP)、[2020]�2417�号 (C1166356988JP)、[2020]�2418�号(CI166357087JP)、

[2020]� 1017� 号 (CD350578850JP)、 [2020]� 0833� 号 (CI130481604JP)、 [2020]� 0836� 号

(CI133431173JP)、[2020]�0806�号(CD276803405JP)、[2020]�0807�号(CI129619141JP)、[2020]�0809�

号(CD276803215JP)、[2020]�0812�号(CI129619226JP)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邮局海关

2020年 9月 1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邮局海关公告

邮关机缉字[2020]�0038�号

我关于 2020年 7月 1日对一批行政案件作出了收缴决定。该批案件收缴清单正本已于 2020年

7月 1日在我关公告栏内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 具体收缴公告编号及对应

进境邮件包裹编号如下： 邮关缉缴清公字 [2020]�0818�号 (CI149979149JP)、 [2020]�0821�号

(CI129741620JP)、[2020]�0823�号(CI133433789JP)、[2020]�0824�号(CD276803073JP)、[2020]�0826�

号(EF216714433ES)、 [2020]�0856�号(CI130481635JP)、 [2020]�0858�号 (CD276801948JP)、 [2020]�

0860�号 (CI129743461JP)、[2020]�0862�号 (CI130481670JP)、[2020]�0865�号(CD346618549JP)、

[2020]� 0869� 号 (CD345699550JP)、 [2020]� 0871� 号 (CD276801925JP)、 [2020]� 0873� 号

(CI150585943JP)、[2020]�0876�号(CI143416122JP)、[2020]�0880�号(CI129615839JP)、[2020]�0882�

号 (CI150489111JP)、 [2020]�0885�号 (CI130482352JP)、 [2020]� 0886�号 (CD276803056JP)、 [2020]�

0887�号 (CI133433656JP)、[2020]�0888�号 (CD276803113JP)、[2020]�0889�号(CI133689271JP)、

[2020]� 0890� 号 (CI130480201JP)、 [2020]� 0891� 号 (CI150585047JP)、 [2020]� 0892� 号

(CI130480419JP)、[2020]�0894�号(CI130480175JP)、[2020]�0896�号(CD276801758JP)、[2020]�0898�

号 (CI129616998JP)、[2020]�0900�号 (CI129443816JP)、[2020]�0902�号 (CI130480484JP)、[2020]�

0903�号 (CI150487416JP)、 [2020]�0904�号 (CI130480515JP)、 [2020]�0905�号 (CI129443039JP)、

[2020]� 0906� 号 (CD328937625JP)、 [2020]� 0907� 号 (CD347960627JP)、 [2020]� 0908� 号

(CI130480688JP)、[2020]�0909�号(CI130480665JP)、[2020]�0910�号(CI129444927JP)、[2020]�0911�

号(CI150587480JP)、 [2020]�0912�号(CD347960692JP)、 [2020]�0913�号 (CD329940966JP)、 [2020]�

0916�号 (CD346618977JP)、[2020]�0052�号 (CN000482501JP)、[2020]�0914�号(CI130480144JP)、

[2020]� 0915� 号 (CD330052000JP)、 [2020]� 1431� 号 (CI129744060JP)、 [2020]� 1432� 号

(CD330846061JP)、 [2020]�1433�号 (CI150585016JP)、 [2020]�1434�号 (CD300114876JP)、 [2020]�

1435�号 (CI150499493JP)、 [2020]�1436�号 (CI150497909JP)、 [2020]�1437�号 (CI157240451JP)、

[2020]� 1438� 号 (CI131799892JP)、 [2020]� 1439� 号 (CI157240540JP)、 [2020]� 1440� 号

(CI133431160JP)、[2020]�1441�号(CI130481666JP)、[2020]�1442�号(CI133431828JP)、[2020]�1443�

号 (CI129444105JP)、[2020]�1444�号 (CI130480569JP)、[2020]�1445�号 (CI129444944JP)、[2020]�

1446�号 (CI149887853JP)、[2020]�1447�号 (CD347960658JP)、[2020]�1448�号(CD276803158JP)、

[2020]� 1449� 号 (CD276801126JP)、 [2020]� 1450� 号 (CI129260588JP)、 [2020]� 1451� 号

(CD346618478JP)、[2020]�1453�号(CD346619031JP)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邮局海关

2020年 9月 16日

S263 连大线(江夏立交至

滘

口段)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

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的相关要求，对《S263 连大线(江

夏立交至

滘

口段)》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众参与信息公示，使项目建设可能影响区域内

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有所了解，并通过公示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的态度和建议，更

好的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

https://www.eiabbs.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0112&fromuid=82762

纸质报告书查阅方式：公众可向建设单位索要纸版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索要方

式见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查阅期限为自信息发布之日起 10 日。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范围为项目周边可能受影响的居民和相关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www.eiabbs.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0072&fromuid=82762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

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表时，应当提供有效的

联系方式。

五、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佛山市南海区道路建设管理处

联 系 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0757-86284843

通讯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佛平二路二号

邮政编码：528099 电子邮箱：582264353@qq.com

评价单位：广州市怡地环保有限公司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想建设单位提交意见或建议。

佛山市南海区道路建设管理处

2020 年 09 月 16 日

关于“华夏幸福广州白鹅潭项目”工程施工期间

交通疏解新闻通告

新隆沙项目为白鹅潭中心商务区的重点启动项目，位于珠江隧道芳村出口以西，芳

村大道以北，西邻花地河，北靠珠江，地处白鹅潭产业金融服务创新核心区域，是广州市重点打

造的三大核心CBD之一。

“华夏幸福广州白鹅潭项目”将于 2020 年 9 月 19 日 0 时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24

时施工。 施工期间需对上市路（长堤街 - 松基直街）及松基直街全路段车行道进行全封

闭围蔽施工，届时以下路段交通组织将作调整：

施工围蔽区北侧新增连接长堤街和太和街宽 7m的单向两车道沿江疏解道路。

途经围蔽区域路段的车辆及行人绕行：长堤街—

沿江疏解道—太和街—上市路—芳村大道西。

围蔽施工期间，华御湾（广州）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将严格要求施工单位按照相关部门意见，

做好施工区域内的疏解及引导工作。 合理设置指

示牌及标线等交通设施，同时在各围蔽易堵点设

置交通疏导协管员对周边交通进行疏导，缓解施

工带来的交通压力。 请过往车辆及行人留意现场

指引标志，听从现场交通引导员指引，合理选择

路径，安全通行，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感谢社会各界及市民对“华夏幸福广州白鹅

潭项目”建设的理解和支持。

施工期间绕行示意图

公 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现对已

办理成立登记的社会团体予以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街平安促进会（社区社会

组织联合会） 于 2019年 1月 3日在海珠区民政

局办理成立登记,《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51440105MJK940313B: 住所:广

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逸民里 15号。

法定代表人:刘德东；注册资金:人民币 0；活

动地域:广州市海珠区；业务范围:1.搭建党委政

府与群众的交流平台;2.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协助

调处基层矛盾;3.建立基层平安志愿者队伍,维护

群众权益;4.按规定承接党委政府职能转移、委托

以及购买服务等事项:5.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

登记指导、财务托管、培育扶持等。 (法律法规规

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开展的业务活动,必须

在取得相关审批许可证后方能进行):业务主管单

位:中国共产党广州市海珠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有关登记侵犯

其合法权益的, 可以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向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或广州市民政局提出行

政复议； 或是在本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向广州市

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街平安

促进会（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二 0二 0年九月十六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由我局

换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李侃，020-85607333

换证原因：迁址

机构编码：000086440000

设立日期：2012年 1月 9日

发证日期：2020年 9月 1日

许可证流水号：0267680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 406 号保

利克洛维之二中景大厦 A座 601-625房

邮政编码：510623

注销公告

广州博苑小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TB6U7T 经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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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徐子馨，电

话 18001378203，联系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沙田

镇恒大御景半岛 2栋 2701。

寻亲公告

2018 年 6 月 14 日在阳江市陂头村路

口大路边捡养一名女婴，现

女婴身体健康，望女婴亲生

父母见报后，15 天内联系

江城区民政局办理相关手

续，逾期另作处理。

电话:0662－3257601。

2020 年 9 月 16 日

减资公告

广州奥亚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 即日起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 3000 万元减

至 2100万元，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在见报 45 天内

与本公司联系，要求清偿或提供相应担保，逾期

本公司将依法减资，特此公告。

清场通知公告（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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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清未能在本次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清

场交付工作，高沙联合社将按土地现状收回。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高沙

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和协伟电梯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我中心已查实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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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登字

〔2019〕363-2号《关于限期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

登记及账户设立通知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本通知送达

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提交资料到我中心荔湾管

理部办理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及账户设立

手续。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0年 9月 16日

变更公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106MJK980331H

单位名称：广州市致知职业培训学校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 667 号 901、903、

904房

法定代表人：肖雄松

变更事项：

1.业务范围由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四、三级）、

计算机辅助设计（Protel）（四级）（要求取得合理

回报）变更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四、三级）（法

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需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开

展的活动，须依法经过批准。 ）

2.住所由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38 号 1604

房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 667 号 901、

903、904房。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热苏里牛肉拉面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D2UXB0M；编号:S11201915928

0，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编号，

JY24401110534434，声明作废。

广州斯达利电子原料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广州斯达利电子原料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选址于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平稳村第三工业区，由广

州斯达利电子原料有限公司建设，该项目正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为规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保

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我司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采用网络公示的形式对以下信息进行了环评公参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请访问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zns.gov.cn/zwgk/zdlyxxgk/hjbh/jsxmhjyx-

pjxx/hpgs/content/post_6536315.html）了解上述信息详情、下载相关文件等。公众意见表的内容和格

式由生态环境部制定，请公众实名参与并填报完整信息。 我们将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回

应公众关心的环境影响问题。

广州斯达利电子原料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16日

关于送达《解除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

通知书》的公告

邓子华：

2020年 4月 3 日，阁下与我公司签订了《合

作协议》， 我公司提供位于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

三沙村自编海堤路 9号之三地块面积为 9404 平

方米的土地与阁下进行合作经营，合作期限为两

年。 2020年 5月 5 日，阁下又与我公司签订《合

作补充协议》， 将合作期限延长至 2022年 12 月

31日。 合作期限内，阁下应按约定向我公司支付

合作款项，如超过合同约定付款时间十个工作日

的，我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收回场地。 鉴于阁下未

按约定向我公司支付款项， 我公司多次催促阁

下，阁下置之不理。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及合同

约定，我公司向阁下发出《解除合作协议及补充

协议通知书》。由于阁下无法联系，我公司公告送

达《解除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通知书》，阁下可于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到我公司领取《解除合作协议

及补充协议通知书》（联系人： 张勇； 联系电话：

15818139988）。

特此公告。

广州合和盛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1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邮局海关公告

邮关机缉字[2020]�0036号

我关于 2020年 7月 1日对一批行政案件作出了收缴决定。该批案件收缴清单正本已于 2020年

7月 1日在我关公告栏内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 具体收缴公告编号及对应

进境邮件包裹编号如下： 邮关缉缴清公字 [2020]�2004�号 (CD350578024JP)、 [2020]�2003�号

(CD346619306JP)、[2020]�2001�号 (CD346618932JP)、 [2020]�2000�号 (CD353179560JP)、 [2020]�

2033�号 (CI149979395JP)、[2020]�2038�号 (CD346619840JP)、[2020]�2034�号(CD346610219JP)、

[2020]� 2037� 号 (CD350833362JP)、 [2020]� 2032� 号 (CI150499207JP)、 [2020]� 2031� 号

(CD350831110JP)、 [2020]�2030�号 (CD300114862JP)、 [2020]�2029�号 (CI129617106JP)、 [2020]�

2028�号 (CD346619487JP)、[2020]�2027�号 (CI150498250JP)、[2020]�2026�号(CD339693836JP)、

[2020]� 2025� 号 (CD349215901JP)、 [2020]� 2024� 号 (CD346619875JP)、 [2020]� 2023� 号

(CD276803507JP)、[2020]�2059�号(CI149889222JP)、[2020]�2057�号(CI154737043JP)、[2020]�2056�

号 (CN000435515JP)、 [2020]�2055�号 (CI129617052JP)、 [2020]�2053�号 (CD350831083JP)、 [2020]�

2052�号 (CD330589748JP)、 [2020]�2051�号 (CI129619190JP)、 [2020]�2049�号(CI150837457JP)、

[2020]� 2048� 号 (CI149889315JP)、 [2020]� 2046� 号 (CI143416649JP)、 [2020]� 2044� 号

(CD346619252JP)、 [2020]�2043�号 (CI129619328JP)、 [2020]�2042�号 (CD350831137JP)、 [2020]�

2040�号 (CI129744759JP)、 [2020]�2039�号 (CI129619331JP)、 [2020]�2081�号(CD341393340JP)、

[2020]� 2080� 号 (CD350830587JP)、 [2020]� 2079� 号 (CD346619266JP)、 [2020]� 2077� 号

(CI138171183JP)、 [2020]�2072�号 (EG591471867JP)、 [2020]�2070�号 (CD346618393JP)、 [2020]�

2078�号 (CI129615856JP)、 [2020]�2076�号 (CI129619345JP)、 [2020]�2075�号 (CI150497872JP)、

[2020]� 2073� 号 (CI149836865JP)、 [2020]� 2074� 号 (CI150498484JP)、 [2020]� 2069� 号

(CI150498189JP)、 [2020]�2067�号 (CD346610196JP)、 [2020]�2066�号 (CD350833813JP)、 [2020]�

2062�号 (CD346619558JP)、[2020]�2061�号 (CD346619120JP)、[2020]�2064�号(CD350830573JP)、

[2020]� 2090� 号 (CI138171002JP)、 [2020]� 2089� 号 (CI154736989JP)、 [2020]� 2088� 号

(CD350578903JP)、[2020]�2087�号 (CD350830689JP)、 [2020]�2084�号 (CN000435974JP)、 [2020]�

2086�号 (CD346619779JP)、[2020]�2085�号 (CI129617790JP)、[2020]�2083�号(CD346619694JP)、

[2020]� 2082� 号 (CN001094738JP)、 [2020]� 2035� 号 (CI131799932JP)、 [2020]� 1974� 号

(CI154736975JP)、[2020]�2103�号(CD312409966JP)、[2020]�2182�号(CI154830162JP)、[2020]�2183�

号(CI143415952JP)、[2020]�2185�号(CD350831049JP)、[2020]�2171�号(CD346619955JP)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邮局海关

2020年 9月 16日

责编：周乐乐 美编：何建玲 校对：叶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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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

棋迷关注的棋坛盛事象甲联赛昨日拉

开战幕，首阶段安排在安徽亳州9月15

日～26日进行。 昨日，在赛季动员会上，

广东省棋牌管理中心主任、 广东碧桂

园象棋队领队吕钦表示， 广东队今年

目标是保三争冠。

与上赛季相比， 广东队主力阵容

有了些许调整， 黄海林租借加盟了深

圳队，而此前病休的许国义重新回归。

这样，广东队的四名主力将是许银川、

郑惟桐、张学潮和许国义。 吕钦仍像以

往那样，虽然以队员身份报了名，但或

许只在关键场次偶尔上场。

信息时报讯（记者 孙小鹏 通讯员

粤考宣）

昨日，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

院了解到， 广东省2021年普通高校招

生统一考试

（简称普通高考）

报名工作

定于2020年11月1~10日进行。

根据安排， 报名广东高考的条件

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高中阶段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的同时， 还需

要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具有广东省户

籍， 且出生后首次申报户口登记在广

东；父母一方

（或法定监护人，下同）

属

于符合《广东省人才优粤卡实施办法

（试行）

》规定的人才优粤卡持有人，或

是经省或地级市人民政府认定的高层

次引进人才； 父母一方属于驻粤部队

现役军人， 报考人员须具有我省高中

阶段学校学籍，并实际就读。

广东明年高考11月1日起接受报名

象甲联赛昨开战，广东队“保三争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