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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公告

广州孜卓化妆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105327614055N）股东会决定，本公司

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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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变更公告

名 称:广州市天河区文化创意产业协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440106MJK977191A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建中路 24号 2楼

法定代表人：蔡鹏程

变更事项： 地址由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 18 号

1401房自编之 14F01单元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

建中路 24号 2楼； 业务主管单位由广州市天河

区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变更为中共广州市天

河区委宣传部

遗失声明

蔡耀辉遗失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颁发的军人

保障卡 ，卡号 8144011807244452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饮我杯饮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NM9J2N，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太平里香食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CDBY981，编

号：S2292018005267G。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由广州市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

心颁发的代码为 558394977 的代码证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增城市建裕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增城新塘镇西洲村村委会白鹤

氹

遗失声明

从化市温泉灼能猪肉档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

号 44012260013149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缘点理发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Y16T8X，注册

号 4401056007030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天博诊所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

本,登记号PDY00151444010617D211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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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

公司与下列 5人解除代理合同：1.黎庆丽（执业证

号码 00001544000000002019116683）；2. 张彩

香（执业证号码 00001544000000002019116714

）；3.黄利明（执业证号码 0000154400000000201

9095693）；4.谢锦荣（执业证号码 020002440000

80002015014757）；5.刘筱（执业证号码 0200024

4000080002015009948）。 此 5 人的执业证均已

遗失，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佳艳胜鞋材经营部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11601204373，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ACBE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佳伍鞋材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

证正、副本，注册号 440111600133031，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17B26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潮阳辉材料商行遗失营业执照

证正、副本，注册号 440111600124211，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YL3A8M，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锦粤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空白的广州市

国内合同 2份， 合同编码：2020705，1621830，已

盖合同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鄱阳县领英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1 张，发票代码：4400203130，

发票号：026847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谢轶夫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10811998091

708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刘思远，男，汉族，1997 年 4 月 30 号出

生， 设备维修专业， 学习时间 2014 年 9 月份

-2017 年 6 月份，三年制，在广州市医药职业学

校读书毕业， 由于丢失原因导致遗失毕业证，现

申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绍兴市昌诚建材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1张，

发票代码：4400202130，发票号：401308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鸿德堂医药有限公司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粤 DA03020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玉盈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BUN6G1N，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玉盈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法人章 (曹冬

玉)、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赖仿胜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 粤交运管

许可茂字 440900094133号，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2017 年 8 月 10 日在阳西县溪头镇白

水村委会前坡村路口旁发

现一男婴 ， 现男婴身体健

康，望男婴亲生父母见报后

15 天内与阳西县民政局联

系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另做

处理。

联系电话 0662－5538332

2021 年 1 月 13 日

关于茂名市电白区广告协会申请名

称核准的批复

电白区广告协会筹备小组：

《关于发起成立电白区广告协会申请名称核

准的请示》收悉，为进一步推动电白广告事业的

发展，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服

务，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

规定， 同意茂名市电白区广告协会申请名称核

准， 请按照有关程序向区民政局办理社团登记，

协会成立后，应当遵守宪法和国家法律、法规，接

受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的业务指导和

监督管理，依照登记核准的章程开展活动。 此复

茂名市电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 3月 19日

寻亲公告

2019 年 4 月 6 日在阳西县上洋镇河

北村委会收养一女婴 ，现女

婴身体健康，望女婴亲生父

母见报后 15 天内与阳西县

民政局联系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另做处理。

联系电话 0662－5538332

2021 年 1 月 14 日

减资公告

广州尼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06MA59BEYN75）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

人民币 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0 万元， 请债

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笙虹笙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1086002160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韶关市枫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北郊支行支行开户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5820003634502， 账 号 ：

20050224090248595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叶豪遗失警察临时工作证， 证号：A03178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德力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已遗失《房

地产中介服务协议（出租方）》 第二联， 编号：

A0016328；现声明以上合同作废。

责编：周乐乐 美编：方元 校对：段丁

综合

2021.1.15��星期五

INFORMATION TIMES

A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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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少韩）

去

年12月27日， 信息时报联合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发起“2020，我想说声

谢谢你”活动，希望通过征集大家想

感恩的志愿者， 为志愿者们举办一

场感恩音乐会，并送上正能量礼包。

在入选的感恩志愿者中， 除了那些

在疫情期间守在前线的志愿者，还

有一群志愿者坚守岗位， 默默服务

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志愿者们竭

尽所能， 去陪伴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渡过2020这一不平凡的一年。

竭尽所能，帮助弱势群体渡过难关

家里有病患或孕妇， 又遇上疫

情，2020年让弱势群体家庭更不好

过。 就在她们最需要帮助时，母乳爱

志愿服务队志愿者萧玉婵捐献了近

四千毫升母乳， 为需要帮助的重症

患儿送去了良药。 志愿者谢娟在疫

情期间一边带娃， 一边参与线上母

乳喂养咨询志愿服务， 还主动提出

加入武汉待产妈妈群参与线上指导

工作，配合待产妈妈的24小时需求。

为了服务好病区的重症患儿，

广州市金丝带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

心志愿者陈滢每次进病区时， 都会

认真细致地做好登记患儿信息，给

患儿们派送慰问品，并且带去欢乐。

在佛山担任幼儿园老师的广州市金

丝带特殊儿童家长互助中心志愿者

何银，利用自身优势，在疫情期间借

助互联网为住院患儿提供线上主题

教学课。

此外， 来自大爱清尘广东区的

志愿者吴萍也很值得大家敬佩。 这

名年过六旬的职业病主任医师，长

途跋涉深入走到尘肺农民的家庭做

健康教育，讲解日常护理注意事项，

并为尘肺病人和子女争取到两轮助

学和暖冬慰问金。

暖心陪伴，赋予留守儿童更多关爱

心智障碍患者、 留守儿童……

这些人群的2020年也有人守护。 广

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志愿

者韩婷婷， 用一年的时间陪伴一群

特殊青年成长， 并与他们建立了友

谊。 退休后的展翔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志愿者杜穗华， 还帮助特殊孩子

家长根据孩子们的情况制定了适合

的教养方式。

图书整理、 环境维护、 秩序管

理、陪伴孩子阅读、为读者提供借阅

指引……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

心志愿者李观杰利用业余时间，在

华洲公益图书馆陪伴了许多孩子成

长。 麦田计划广州分社志愿者龙美

萍积极到英德、连南，给山区孩子送

上彩虹课堂、健康课堂，还用协作者

培训方式给课程添加了不少亮点。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志愿者

杨洪霞积极参与书袋活动， 带着女

儿录制音频故事， 用声音陪伴许多

孩子的童年。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而

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是我们身边的

平凡人，是我们的榜样。 2020年已经

过去了，让我们一起跟这些志愿者，

说一声“谢谢”！

为保障供水安全， 广州市自来

水有限公司定于2021年1月15日

（星

期五）

21时至1月16日

（星期六）

6时，

在人民南路

（一德西路至沿江中路）

进行管道施工工程。届时龙津东路、

人民南路

（一德西路至沿江中路路

段）（包括：海珠广场、孙逸仙医院 、

东升医院、儿童医院等）

沿线供水压

力将有所下降， 请有关单位和居民

做好储水准备 ， 详询供水热线

96968。

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5

日

信息时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2020，我想说声谢谢你”活动

谢谢你们，陪伴弱势群体渡过难关

供水压力变化温馨提示

志愿者在病区陪伴重症患儿， 给患儿

带去了欢乐。 受访者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通讯员

孙冰倩）

还有 1 个月就到春节， 为保障

广州市民安全， 近期广州市聚焦民航、

铁路、车站等交通一线人员的新冠疫苗

接种。 昨日上午，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为广州公交集团广交出租车有限公司

一批“的哥”接种新冠疫苗。“的哥”陈先

生对记者说：“打针很快， 没什么感觉，

打完针要观察半小时才能走。 ”

打针后一周内需上报接种日记

市红十字会医院护士郭小姐介绍，

当天预约打疫苗的“的哥” 为 400 人。

“现场还会再多一点， 因为还有一些因

私出国工作或学习的人也会来打。 ”

记者现场看到，打疫苗的整个流程

很迅速。“的哥”进医院前要先做好个人

防护，报备最近的健康情况，然后领表

等待打疫苗。 打疫苗前，“的哥”还要出

示身份证， 护士会告知他们注意事项，

譬如打完针后要在现场观察半小时，没

有觉得不舒服才能离开。

据悉，护士还特意嘱咐前来打疫苗

的人注意，打完疫苗第一天洗澡时尽量

不要让水碰到针孔，而且一周内不能饮

酒，也不能吃海鲜等容易引起过敏的食

物。 同时还要下载一款叫“粤苗”的

App，在“接种日记卡”一周内每天上报

自己的健康状况。 对此，郭护士说：“粤

苗上面有详细列明打完疫苗后可能会

出现的情况，供打完疫苗的人做参考。 ”

“的哥”从了解上述信息，到打针，

全程只要几分钟。 上午 11 点不到，已有

100 多名“的哥”打完疫苗，整个过程很

快完成。 据悉，这次“的哥”们接种的疫

苗是国产的克尔来福新型冠状病毒灭

活疫苗

（

Vero

细胞）

，郭护士介绍：“这款

疫苗必须在 2~8℃的环境中保存， 所以

疫苗都得放在冰箱里。 而现场要用的疫

苗，则要用保温箱保存，全程冷链保存，

用时才拿出来。 ”据悉，这款疫苗需要接

种两次。“今天是打第一针，打完后 14~

28 天内再来打第二针。 ”

市民可通过医院微信预约接种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黄逸辉

表示，医院此次为广州公交集团广交出

租车有限公司、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

限公司、中交第四航务勘察设计院有限

公司等单位重点人群接种，“计划5天内

完成2500多人的首针接种，今天

（

1

月

14

日）

是第二天，每天约完成接种400~500

人。 ”

黄逸辉说：“目前疫苗的供应很稳

定，我们会提前准备好1周的量，每天接

种不超过500人。 ”

除了为“的哥” 们接种疫苗， 市

红十字会医院也是因私出国工作或学

习广州市民接种新冠疫苗的定点接种

医院之一。 “市民可以通过医院微信

预约接种， 我们还开放了周末接种服

务， 之前放出去的14天预约名额很快

就被预约了， 由此看来， 市民对接种

新冠疫苗的需求还是很高的。”

广交“的哥”分批接种新冠疫苗

市红会医院：每天接种不超过500人，周末对因私出国市民开放微信预约

昨 日 ， 一

批“的哥 ”来到

市红会医院接

种新冠疫苗。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