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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名称

洪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六榕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流花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光塔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人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东山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农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梅花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黄花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华乐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建设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大塘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珠光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大东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白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登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矿泉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地址

小北路小石街 3 号

小北路 111 号

惠福东路 457 号

广卫路 21 号

西华路凉亭街 2 号

解放北路迎宾路 10 号

解放北路桂花路（广大校门西侧）

海珠中路 83 号之一

朝天路 64 号

大新路 142 号

天成路晏公街 10 号

一德路 190 号 1-4 楼

明月二路 E21 首层

寺右北一街三巷 5 号

农林下路 19 号之十

中山一路金羊三街 4,6 号

东风东路水均大街 72 号

先烈中路永泰西约 6 号之三

淘金路淘金街 34 号

建设二马路 14 号

德政中路拾桂坊 16 号

珠光路 120 号

万福路 203 号

东华东路 623 号

白云路 62 号

东华南路 159 号

麓景东路 29 号

广园西路 346 号首层

咨询电话

83517551

83542169

83190561

83185802

81041120

83333411

86233782

83522736

81308723

81273110-8109

83290056-8101

37650079

61336462

87001487

87319486

87353929、37589552

83509006

83830607-8025

83753004

83188786

87778763-8000

62728852

62728863

83214013、83214036

3668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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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奇宇山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

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1 份，发

票 代 码 ：044001900104， 发 票 号 码 ：

63272161，已盖发票专用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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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义春遗失保证金安全互助金单据 12000 元，编

号为 0248793/0248792，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愉乐幼儿园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一本， 许可证编号：JY34401050112524，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聪德珠宝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44010360095893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财声面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DH889C，编

号 S0392015020942G，现声明作废。

广州市嘉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广州市嘉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与安儒健康产业（广东）有限公司（下称 "安儒公司 "）于 2019

年 7月 4日签订的《安儒月子中心（华美达店）项目装修工程合同》（下称 " 工程合同 "），约定由我司

对安儒公司名下凯旋华美达酒店安儒月子中心 4 楼半层、6 楼全层、8 楼全层进行室内装饰装修工

程。2019年 11月 4日，广州安鼎月子中心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 "安鼎企业 "）、我司以及安儒公

司三方共同签署了《关于安儒月子中心（华美达店）室内装修工程工程款支付担保函》，约定由安鼎企

业对工程合同项下工程款及合理费用向我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法律规定，当有限合伙企业合

伙财产不足以清偿合伙债务时，由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

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因此安鼎企业的合伙人即广东华儒母婴护理服务有限公司、陈音彤、钟

惠华、刘中燕、龚海鹏、鲍恩华、李海涛、肖杰、朱文篆、毕环序、肖晓兰、崔博、陈少彬、郭昭阳、朱文妆、

李玲、陈楚涛应对安鼎企业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现广州市嘉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公告的方式通知安儒公司、安鼎企业、广东华儒母婴护理服

务有限公司、陈音彤、钟惠华、刘中燕、龚海鹏、鲍恩华、李海涛、肖杰、朱文篆、毕环序、肖晓兰、崔博、

陈少彬、郭昭阳、朱文妆、李玲、陈楚涛，截至 2020年 11月 11日止，安儒公司仍未履行支付工程款及

违约金的义务， 安鼎企业及其合伙人未履行担保义务， 工程款本金为￥835144.15 元，2020年 6月

24日至 2020年 11月 11日违约金为 ￥150220.2元（违约金按应付款每日千分之一计算）， 合计

￥985364.35元。

你方已经严重违反了约定，请在收到公告之日起五日内清偿全部欠款。

联系人：何杰威

联系电话：13802512043

联系地址：广州市周门路 9号自编 1号楼

序号 标的所涉及房屋名称 面积 起拍价 保证金

1

广州市南沙区金隆路 30号南

沙御景花园御赏街 1号 401户

145.1734m

2

75.26万元 15万元

2

广州市南沙区金隆路 30号南

沙御景花园御赏街 1号 402户

146.6014m

2

76万元 15万元

拍卖公告

受委托， 定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上午 10 时对以下标的依法按现状在中拍网（https://paimai.

caa123.org.cn/）以互联网电子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二、拍卖标的中所涉及的房屋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房屋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拍卖标的中所涉及的房屋质量和产权等问题由

竞买人在竞买前自行到房屋所在地确认， 委托人及拍卖公司不承担拍卖标的中所涉及的房屋有关过

户登记等的瑕疵担保责任。 2、该标的中所涉及的房屋目前现有资料不符合办理房屋确权及不动产登

记的条件， 如因国家相关规定而产生的拍卖标的中所涉及的房屋可能无法过户的风险均由买受人承

担。委托人及拍卖行对拍卖标的中所涉及的房屋有关过户登记等相关问题不做任何保证，该标的一经

成交，所有权利义务均发生转移。

四、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须于 2020年 11月 30日 16时前（以保证金到账为准），通过银行

转账方式交付保证金（交纳保证金账户：青岛公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开户银行：青岛银行台湾路支

行，账号：802550200066559）并携带转账凭据及有效证件（个人持身份证、单位持营业执照副本、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到拍卖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逾期不予办

理。

五、拍卖公司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1号 C座 605户，联系电话：18678978887。

青岛公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11月 23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巴格达仓储服务部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

DUGH0L，编号S1192019000227G），现声明作废。

撤销声明

广州悦麒麟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撤销 2020年

05 月 12 日、2020 年 06 月 26 日在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分别对外公示的清算组备案及

债权人公告，并解散清算组。 该公司继续经营，特

此公告！

减资公告

广州启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04679735563H）股东会决议，注册

资本由原来 1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10万元人

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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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遗失声明

广州市城冠建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社

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KE0NXL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好痴货饮品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TT

1X90,注册号:440106601558305;声明作废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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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凌信律师事务所 熊谌宇律师 电话：

020-38262566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钰）

昨

日10时45分， 著名雕塑家潘鹤去

世，享年95岁。

潘鹤是广州美术学院终身教

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广

东省美协名誉主席， 是我国当代

著名雕塑大师、 全国雕塑教育改

革的先行者、 具有杰出贡献的人

民艺术家，国务院授予“国家级首

批有突出贡献专家” 并享受政府

特殊津贴， 国家级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 被中国国家画院授予文

艺界首批“院士”勋号。 代表作有

《艰苦岁月》《开荒牛》《珠海渔女》

《广州解放》纪念碑等。

潘鹤致力于雕塑艺术64年，

从事美术教育45年。 创作大型雕

塑105座，分别建立于63个城市广

场上。 室内雕塑18座为国家级美

术馆、博物馆收藏，20座为市级美

术馆公共场所收藏。 潘鹤的艺术

成就载入《世界美术史》及《中国

美术史》，著有《潘鹤雕塑作品选

集》《潘鹤水彩纪游》。 铜雕《开荒

牛》1984年获第六届全国美术展

览金质奖。

作为雕塑界最具影响力的艺

术大师， 潘鹤2009年获由中宣部

批准设立，文化部、中国文联、中

国美协主办的国家级美术最高奖

“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2010

年获得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评选的

“广东省首届文艺终身成就奖”。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雕塑家，

潘鹤的作品始终紧扣国家发展的

时代脉搏。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

放，伴随着城市文化建设的步伐，

潘鹤又创作了以《开荒牛》为代表

的一系列城市雕塑，成为深圳、广

东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精神象

征。

雕塑大师潘鹤辞世

享年95岁，曾创作《开荒牛》《珠海渔女》《广州解放》纪念碑

在越秀能够免费享受这些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郭仲然）

家庭医生为糖尿病患者免费进行

空腹血糖检测、 免费测血压进行

义诊……近日， 越秀区白云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中心门口举办

了第14个“联合国糖尿病日” 咨

询义诊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围绕

联合国糖尿病日“护士与糖尿

病” 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主题开

展， 现场为居民普及糖尿病防治

知识， 提供义诊、 健康咨询， 免

费测血压、 血糖等， 并根据患者

实际情况提供合理用药及胰岛素

注射指导。

据了解， 越秀区的常住居民

均可在越秀区18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享受覆盖全人群、 全生命周

期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29大类。分别是居民健康档案、健

康教育、 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

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

健康管理、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等

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 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管理、 肺结核患者健康

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

卫生计生监督协管12类。

除此以外，2019年国家基本

公卫服务还新划入17大类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内容， 分别是地方病

防治，职业病防治，重大疾病与健

康危害因素监测 ， 人禽流感 、

SARS防控，鼠疫防治，国家卫生

应急队伍运维保障，农村妇女“两

癌”检查，基本避孕服务，增补叶

酸-预防神经管缺陷，国家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 地中海贫血防

控，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健康

素养促进，国家随机监督抽查，老

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 人口监

测，卫生健康项目监督管理。还没

享受到免费服务的居民， 可以到

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咨询了

解。

越秀区免费提供

12

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基本信息

荩

《开荒牛》。

通讯员供图

荨

《艰苦岁月》。

信息时报记者 摄

（资料图片）

雕塑家潘鹤生前照片。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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