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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报热线：13416434253（微信同号）

遗失声明

王四维遗失军官证，证件号军字第 124112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儿达饮食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编号：JY244010500283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杏韵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黄谷涛不慎遗失“珠海翠林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收据 1 张， 票据编号：

0029401，金额：10万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韵标皮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

10765041925）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科学火锅店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T3N91�

执照编号 S0692018019532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所遗失《广东省没收、收缴、追缴财物收据》

编号为 EG03654393第三联收据一张, 现声明此

票据无效。 员村派出所 2021年 1月 12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乡田真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144010500144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面之源小吃店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2440111061148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面之源小吃店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CXK1R9M

，编号 S1120191277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安山村暖水塘自然村经

济合作社开户许可证（正副本）核准号 J5810036

18580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红路货运代理服务部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9

UMHE225，编号 S1120200550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芸谷芸新能源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市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一张 ，车辆号牌：粤 AH41D9�

车辆运输证许可编号：0013107。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榕光轮胎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WK1Y8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街口心灵相通通讯设备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4012260025195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伊特丽西餐厅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编号 JY244010300157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江埔汤小主美食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44012260242951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易捷融资租赁（广州） 有限公司遗失粤

ADE9001的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车

辆运输证许可编号：005080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樊祥辉遗失粤A3QS27的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运输证，车辆运输证许可编号:005911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决新家具店遗失工商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 440103600779978，编号 S0392014

025375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单位广州市划思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在民生银行新塘支行开户时预留

的旧公章、新公章的备案证明，由此引起一

切经济责任由本公司负责。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太平锋锋摩托车经营部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L1

HJ6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汇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40105759442090，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汇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有关债权人自

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

小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

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

减资公告

广州彩和绿花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PLF06X）经股东

会决议，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 万元

减至人民币 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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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汝森遗失理想智造汽车销售服务(广州)有

限公司荔湾区分公司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注册登记联)1 份,发票代码：144002024160,

发票号码：00455127,已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

声明。

撤销公告

广州市高运工程运输有限公司撤销

2020 年 11 月 4 日、2020 年 1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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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销公告

广州利建环保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撤销

2020 年 9 月 11 日、2020 年 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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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办理技术服务收费减免的公告

为落实疫情期间减免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技

术服务费的相关政策，现请曾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至 2020年 4月 13日期间，在广州质量监督检

测研究院有缴纳产品检测业务费用，且未享受疫

情期间优惠政策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应当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办公时间 08:30-17:00

内，法定节假日除外）主动联系广州质量监督检

测研究院办理相关退费减免手续，逾期不再办理

并视为放弃退费减免。

联系单位：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楼潮田工业区珠江路

1-2号

咨询电话：020-82022337

手续办理：轻工包装类 020-83641497；

化工类 020-83193967；建材类 020-31002647；

食品类 020-83390395

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2021年 01月 14日

寻找责任人公告

位于越秀区应元路深巷西街 6 号建（构)筑

物，涉嫌违法建设。本机关根据《广州市违法建设

查处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请该责任人尽快

联系洪桥街执法中队。 地址:越秀区应元路豆腐

寮 75号一楼，联系电话:83544587。

广州市越秀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洪兰蔬菜水果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1440105032652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新地商业街桃花香梨食

品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401050176948，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RQHX06， 编号

S1592017000448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城北桂味米粉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40881MA5426ULXE，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潮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饶平汽车客运分公

司遗失粤 UX1468 发证日期 2017-06-16 道路运

输证 IC卡一份，号码列 00289106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权记大排档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121300008328，声明作废。

更 正

我单位于 2018年 5月 26日在《广州信息时

报》刊登“寻找家属启事”捡拾时间有误，更正为

“2013年 10月 16日”。 特此更正

新丰县社会福利院

2020年 1月 12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C18F5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

号穗交，00034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祥科遗失武警部队文职人员证、 证件号：

2020LW04002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维密秀商贸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鹭江支行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58101792574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凤巢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4040260008488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旺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责编：熊栩帆 美编：余永康 校对：叶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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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

白云

越秀

信息时报讯

（记 者 黄 丽 霞 ）

90多岁高龄的郭

明是越秀区濠畔

街的居民， 他因

腿脚不方便，已

经很多年没有下

楼活动。 可是近日， 他却格外开心。

“我爸爸已经坐过电梯了， 那天是他

15年来第一次下楼到大德中小公园

散步，他说以后天天都坐电梯下来！ ”

郭明的儿子郭文林开心地说。 原来，

濠畔街160号后座和166号之四的居

民，近日迎来了一件喜事：他们期盼

已久的加装合建电梯正式开通。

事情要从2016年说起。 濠畔街

160号后座几乎每户都有七八十岁甚

至九十多岁的老人。“看着大楼里这

么多老人家出行不方便， 我实在心

疼。 ”业主黎启芳说。 于是，他便和业

主温志斌发起筹建加装电梯。

2018年，160号楼单独筹建被规

划局撤回， 该局建议与166号之四合

建。 但由于160号楼与166号之四楼层

不等高，同时两栋旧楼都未预留安装

电梯的位置， 给筹建工作带来了难

题。 面对这种情况，负责承建的电梯

公司便为大楼居民“量身打造”一台

特殊电梯。

这部电梯采用贯通门错层结构，

包括9层16站16门，高31米多。 电梯公

司负责人介绍，首先，这两座相邻的

大楼不等高，即166号之四比160号的

同层楼高出1.5米左右，因此大楼两边

的廊桥高度错开了1.5米。其次，166号

之四楼每层有3户居民，其中1、3号房

业主可以从自家阳台出入搭乘电梯，

但2号房业主要乘坐电梯只能从邻居

家进入，实属不便。 如何能够最大程

度地满足更多人尤其是高层住户的

需求？ 业主温志斌想出了一个好方

法：将电梯设计成9层高

（大楼共有

8

层）

，166号之四楼6、7、8层的2号房业

主，可以在天台处搭乘电梯。“如果居

民要上楼，可以先搭到9层的天台，再

往下走两三层就能到家。 虽然多走了

几步，但这也比从一楼爬上来要轻松

得多。 ”黎启芳说。

据介绍， 如果住在同层楼的160

号居民和166号之四居民一起乘坐电

梯，一户到家后，另外一户还需再上

1.5米才能回到。“因为两边楼层高度

只相差1.5米， 如果不对速度进行控

制，电梯就很容易超过站。 ”因此，该

公司对1.5米楼差之内的停靠站问题

给予技术性支持，通过控制电梯慢速

运行，让居民“一键到家”。

这两栋大楼合建电梯能够顺利

完成，离不开人民街党工委、街道办

事处的大力支持。 据悉，人民街城管

科核查居民上报的施工资料、确认符

合施工要求后，以最快的速度对两楼

大院加装电梯进行小额工程备案。 从

审核资料到安装电梯，街道始终给予

大力支持，致力于提高居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归属感。

信息时报讯 （记

者 刘诗敏 通讯员 云

宣 全碧芳 ）

日前，记

者获悉，受疫情影响，

根据市花市办统一要

求， 今年白云区传统

迎春花市将采用预约

制。 每日限制预约人数为最大人流量

的50%，即每小时3500人左右。具体预

约方案以后期公布为准。

今年，白云花市依旧在云城东路

北往南万达广场段

（即云城南二路至

云城南四路间）

，全长约600米。 开放

时间定于2月9日

（年廿八）

9时至2月

11日

（除夕）

18时，其中2月9日、10日两

天至当天20时结束，2月11日至当天

18时结束。

花市设置盆桔档、 盆花档、 桃花

档、 鲜花档、 工艺品档、 公益档等传

统花卉档位， 共约150档， 其中盆桔

档4档， 盆花档60档， 桃花档6档， 鲜

花档35档， 工艺品档35档， 公益档10

档。

花市区域将设置测温区、应急医

疗服务区、临时隔离区，安装16个人

脸抓拍摄像枪和测温抓拍摄像枪，确

保进入花市范围内的人员安全，无发

热症状等。

信 息 时 报 讯

（记者 黄骆 通讯员

番宣）

记者获悉，今

年番禺区迎春花市

依然照常举行。花市

开设时间为2月7日

至2月11日

（共

5

天）

，

摆卖时间分别为2月7日至10日9时至

20时，2月11日9时至18时。

根据番禺区花市办发布的公告，

该区将于2月7日至2月11日在市桥街

基盛万科广场周边路段以及区融媒

体中心东侧规划路等地点举办2021

年传统迎春花市。 1月15日14时在番

禺区英东体育馆

（篮球馆

）举行花市

档位招标。

据了解，今年迎春花市设有标准

档位共212个，其中花卉档位68个

（每

个花卉档位含

2

个标准档位）

， 精品/

挥春档位66个

（每个精品

/

花卉档位

含

1

个标准档位）

。 本届迎春花市所有

档位采取一次性报暗标方式进行公

开竞投，实行价高者先选先得。

此外，因为疫情原因，今年花市

开设时间缩短， 由往年的6天减至5

天，每天摆卖的时间也有所变化，前4

天

（即

2

月

7

日至

10

日）

上午9时至20

时，2月11日

（除夕）

上午9时至18时。

濠畔街有台“错层共享”电梯

两栋旧楼楼层相差1.5米，通过业主“私人订制”成功加装合建电梯

白云迎春花市今年采用预约制

番禺迎春花市2月7日开始

位于越秀区濠畔街

160

号后座和

166

号之四

之间的错层共享电梯。

两栋居民楼同楼层

相差

1.5

米， 因此电梯采

用了错层共享的方式 。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