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凯迪物流有限公司遗失提单一份， 单号：

LGZCLA20909F5, 船 名 航 次 ：SHENG� PING�

019/200918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登报热线：13416434253（微信同号）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江埔谭少鱼府美食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

FQHH5E，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军遗失广东世腾环保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一 式 三 联 收 款 专 用 收 据 33 份 ， 号 码 为

0016050-0016082， 部分于 2020 年 8 月 30 日

前本人已签发使用，其他联次全部作废。 如非本

人签字使用，世腾公司概不认可，并保留追究法

律责任，特此说明。

减资公告

广州市鑫融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7499491038）经股东会决议，公司

拟将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000万元减至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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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胜丰运输服务有限公司遗失粤

AW8945（黄色）道路运输证， 证号：粤交运管穗字

002669644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春茗饮品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编号：JY244010502555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蒸武门饮食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JM892Q，

编号 S0592014008517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蒸武门饮食店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 许可证编号：JY24401050135969，现

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广州贤良组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

码 91440101088230731Y, 因不慎将公司公章遗

失，现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桦蕾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 法人章

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深圳市艾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40300797992683T)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原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238万元减少至不低于人民

币 2168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

权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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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广东

要防止骗子借机“普查”个人信息

英雄相惜，英雄辈出

新

华时评

在享受“数字化生存”

便利同时， 人们也在担忧

个人信息收集、 使用过程

中的不透明与不确定性。

特别是与指纹、声音、基因

等用于身份识别的生物信

息相比， 人脸暴露程度较

高，更容易实现被动采集，

这也意味着人脸信息数据

更容易被窃取。 如果缺乏

可靠的个人信息保护手

段，将便利留给自己，将风

险留给居民， 小区物业甚

至可能成为个人信息泄露

的源头。

———经济日报：《守住

人脸识别安全边界》

执法是行政机关的基

本职能， 也是与投资者联

系最直接、最密切的职能。

可以说，没有严格执法，就

没有法治政府， 也没有一

流的营商环境。 越是严格

执法、依法执法，就越能在

招商引资等方面有大作

为。 各级政府既要做到法

无授权不可为， 又要做到

法定职责必须为。 严格执

法意味着在市场准入、审

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

等方面打造公平竞争环

境，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

门”“玻璃门”“旋转门”，给

各类市场主体发展创造充

足、公平的市场空间。

———人民日报：《法治

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高校学生的生活不唯

学习和研究， 而是丰富多

彩的， 学生个体的作息时

间也因人而异，为此，高校

对学生作息也应做出弹性

的、有针对性的要求。如此

独断式地“一刀切”，不甚

合理， 如若因此引发大部

分学生的抵触， 则更是走

向了事情的反面。

———新京报：《赖床要

扣分， 大学生起床时间该

不该管？ 》

◎

木木 辑

利用人们的理财需

求，架设虚假投资平台，以

“高收益”“利润丰厚”吸引

投资者，最终卷款潜逃。针

对此类现象，警方提醒，广

州市APP投资理财类诈骗

警情频发， 已占到全部电

信网络诈骗警情的7.1%，

同比上升1.85倍， 成为继

购物交易、代办贷款、刷单

兼职和冒充客服之后的第

五大类电诈手法。

人们一旦手上有点闲

钱，就会寻思着投资增值。

可是， 放在银行跑不过

CPI，买楼又远远不够，炒

股又等不来牛市，所以，不

少人都期望能有赚快钱的

渠道。 骗子就是利用人们

的这种心理， 设计出一套

套“请君入瓮”的把戏。

从相关案件来看，此

类骗局往往有完整成熟的

话术范本， 有些骗子公司

还专门设立电销部、 网销

部、讲师部、IT部、管理部

等，架构非常完整。但其骗

局无非两大类： 第一类俗

称“杀猪盘”，骗子以谈恋

爱之名， 诱骗受害人参与

所谓的“理财投资”；第二

类以“导师”“专家”之名，

开微信群、QQ群教人炒

股、理财，最终还是把“学

生”往他们的陷阱上引。

此类骗局早已被警

方、媒体揭露个底朝天了，

为什么还时有发生？ 除了

一些人吃了“美女” 喂的

“蒙汗药” 失去判断力之

外，更多的情况是，被小利

所蒙蔽， 被连环骗局所牵

引。 骗子一般会让受害人

在前期获得短暂小额收益

（而且还可以提现到账），

刺激受害人的贪念， 同时

营造出资金安全的假象。

一旦“鱼儿”上钩，不断加

大投入之后，“渔翁” 开始

收网， 受害人的悲惨结局

就可想而知。

对此， 警方在打击诈

骗犯罪的同时， 反复提醒

公众提高警惕， 是非常必

要的。 在防范上当受骗这

种事情上， 当事人主动防

范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因

此是防骗的“第一责任

人”。事实上，受害人上当，

正是被高利率、 高回报迷

住了双眼， 相信了只赚不

赔的“买卖”。 人们只要不

相信“一夜暴富” 的好事

（要有此等好事，骗子为啥

不闷声发财），就不会上当

受骗。但是，作为一类高发

且上升较快的案件， 提醒

当事人自律仍然不够，还

必须想办法“包抄”，形成

合力。

投资理财类骗局，一

般都离不开互联网平台，

尤其是微信等即时通信工

具，这是一道关口。互联网

公司应绷紧这根弦， 及时

发现苗头， 配合做好把关

工作；银行是一个关口，投

资理财诈骗离不开这个端

口， 监控资金流动也有助

于发现骗局蛛丝马迹，帮

助打击犯罪； 公安系统是

最重要的一环， 应成为打

击此类骗局的中坚。 2015

年全国的一次专项行动，

就取得了丰硕成果， 此类

专项行动，希望更多一些。

总之， 各相关部门以及各

个关口要行动起来， 打提

前量， 维护好公众的资金

安全。 ◎

连海平 媒体人

“红红的花开满了木棉

道，长长的街好象在燃烧。 ”

流行歌曲《木棉道》唱出咗南

方春天木棉怒放嘅风采。 新

闻话， 广州亦要建一条 3 公

里长嘅木棉道， 位于白云山

附近建设中嘅广州公园。

木棉系广州嘅市花，亦

系好有街坊味道嘅一种花，

喺街头巷尾都可以见到。 我

住嘅小区门口， 就有几棵高

大婆娑嘅木棉， 一到春暖花

开， 周围就集结咗唔少街坊

举头赏花，佢哋拎出手机，甚

至专业嘅“长枪短炮”影个唔

停。 如果要揾啲“成行成市”

嘅木棉，亦唔难，可以去纪念

堂、越秀公园、陵园西等地，

或者华师、 华农呢啲大学校

园里面。 不过， 绵延几公里

咁长嘅木棉道， 就真系第一

条。

呢条木棉道， 建成之后

一定会成为街坊嘅新打卡

点。试想一下，两旁系高耸入

云嘅木棉， 头顶系热烈如火

嘅花， 周围系花园中七彩斑

斓嘅春色， 游客喺一望无际

嘅花道中漫步，或者慢跑，系

一件几咁惬意嘅事。 木棉道

唔单只靓爆镜， 呢种奔放向

上嘅色彩氛围， 对我哋嘅精

神亦系一种极大嘅鼓舞。

作为花城， 广州应该有

更多以花为特色嘅道路，唔

单只喺公园里边， 仲要遍布

社区、街道、巷仔，让呢座城

市更靓丽，更舒服。

◎

闻歌 媒体人

疫情防控中， 一旦

有突发情况， 贵在反应

快速。

“广州花都感染者

活动轨迹内超

11

万人

检测 ， 结果均为阴性 ”

（《羊城晚报》10 月 18

日），就是一种高效的表

现。 这样既能快速消除

潜在危险， 又能让市民

安心。

秋冬 季 节 到来 之

际， 各个关口都要打起

十二分精神 ， 守土有

责。 比如，

“广东倡议

不承运无法提供进货来

源 的 进 口 冷 链 货 物 ”

（《南方日报》 10 月 18

日）， 就非常必要。 据

报道， 在青岛新发疫情

的溯源调查过程中， 从

工人搬运的进口冷冻鳕

鱼外包装阳性样本中检

测到活病毒。 可见， 对

进口冷链货物确需保持

高度警惕。

疫情要防范， 生活

中的诈骗行为也要防

范。

“骗子借人口普查诈

骗， 深圳警方提醒市民

警惕”

（《深圳晚报》10 月

18 日）。骗子冒充普查人

员上门， 可以搜集公民

个人信息， 他们利用这

些信息， 可以实施精准

诈骗。 因此，市民要学会

识别普查人员身份。 最

好是能够通过互联网小

程序自助填报家庭人口

信息， 这样既能够避免

被打扰， 又有助于提高

人口普查效率。

提升文化素质， 则

有助于提升各种社会效

率 ， 因为人的素质高

了， 工作与学习的效率

也会相应提高。

“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 ， 华师初

中举办首届尊师拜孔大

典 ”

（金羊网 10 月 17

日）， 就是提升师生思

想素质的一种仪式。 当

然， “尊师拜孔” 不能

徒有形式， 更重要的是

在教学过程中一以贯

之， 老师以身作则、 言

传身教， 更有利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

扶贫济困， 也是应

当传承的优良传统。

“广

东 聚 力 东 西 部 扶 贫 协

作 ，

2016

年以来财政援

助资金总额和县均数均

居全国前列”

（大洋网 10

月 17 日）。 应该说，作为

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广

东， 在扶贫事业上也作

出了表率。

◎

陈香凝 媒体人

英雄惜英雄， 故事

让人动容———战争时期

舍生忘死立下赫赫战功

的战斗英雄， 和平时期

主动为民族英雄杨靖宇

守陵， 徐振明的事迹让

人们看到了英雄的崇高

人生追求， 看到了一位

老英雄坚守高尚价值观

的精神力量。

英雄为英雄守陵，

是崇高人生追求的生动

实践。伟大出自平凡，平

凡造就伟大。 徐振明自

己已经是英雄， 但他并

没有骄傲自满， 没有躺

在功劳簿上享清福，而

是在转业后想方设法把

工作做到极致。 不难看

出，坚守崇高追求，兢兢

业业做一件事， 最终都

能做出不凡的业绩，成

就不一样的人生。

英雄为英雄守陵，

传递的是崇尚英雄、争

做英雄的精神力量。 回

看徐振明的一生可以发

现， 无论是硝烟弥漫的

战争年代还是热火朝天

的建设时期， 他不仅自

己努力成为英雄， 还身

体力行营造崇尚英雄的

社会氛围。 徐振明的人

生是一种号召， 激励着

人们崇尚英雄、 争做英

雄， 把个人成长融入国

家富强、 人民幸福的伟

大事业。

英雄为英雄守陵，

英雄相惜的背后是期待

英雄辈出。 崇尚英雄才

会产生英雄， 争做英雄

才能英雄辈出。 学习徐

振明的英雄事迹， 弘扬

英雄精神， 就要在全社

会形成崇尚英雄、 争做

英雄的氛围， 珍惜和平

环境，努力自尊自强，为

实现两个百年宏伟目标

贡献力量。

◎

张建 新华社记者

连日来，江苏如东“援鄂

女护士” 在舆论上受到争议。

对此，其所在单位———如东县

洋口镇中心卫生院回应称：于

鑫慧现系该院劳务派遣职工，

从事内勤工作；今年初于鑫慧

先后在武汉两个隔离点参与

非医疗志愿服务50多天；其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债务纠

纷案， 偿债义务今年3月已履

行完毕； 婚恋属于个人事务，

相信她会妥善处理。

一些营销号将于鑫慧冠

以“最美”之名，再营造“人设

崩塌”的反差效果，大吃“剧

情反转”的瓜。 而南通市卫健

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于鑫慧“不是公立医院

的，也不是民营医院的，她也

没有护士资格证。 ”无异于火

上浇油。

可对于一个关键事实，

南通卫健委没有发声， 那就

是： 于鑫慧在疫情期间前往

武汉参与过志愿服务。 此番

洋口镇中心卫生院的回应，

对其在非常时期冒着风险参

与非医疗志愿服务予以了证

实和肯定。 而这个证实也表

明，于鑫慧获得“江苏最美人

物”“江苏最美青年抗疫先锋

获得者”“南通青年五四奖

章”，并非浪得虚名。 基于此，

南通市卫健委有关人士的发

言显然是不妥的。

正如路人突然倒地时，人

们不会苛责急救的医学生还

没有资格证；在疫情突如其来

的紧急时刻，一个女孩积极响

应政府号召参与志愿服务，也

绝不该因其没有护士资格证

而受到苛责。 我们的社会，更

多的是普通人。 很多时候，那

种完美人设，并不是普通当事

人的刻意营造，而是围观者的

强加；完美人设被打破，更不

是当事者的罪过，而是舆论设

定的“反转”。

公域的归公域， 私域的

归私域。 不能因为一个人在

公域做了好事， 就要求其在

私人生活中也必须是完人。

洋口镇中心卫生院说得好，

“对成长中的青年人给予更

多的宽容和爱护， 帮助他们

扬长补短，更好服务社会”。

◎

舒圣祥 注册会计师

信息时报评论邮箱：

xxsbpl@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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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82625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