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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广基纸类文化用品部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 44010521021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恭主日记美甲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 440104600883727，执照编号 S04920

1400518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天平远方彩色冲印中心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L17171888E，

编号 S0692015054693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万得孚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58100002936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欧阳志平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2260019168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城郊彩姐饭店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44012260013537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江埔欢欣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4012260006641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涂江荣遗失车牌粤 AP8428 车的 IC 卡道路运输

证，证号 00249484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郑鹏飞遗失士官证，证号 16005147914，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广州丽影盛会娱乐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 副本，编号 JY2440105029085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实在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长城汽车合格证，一

致性证书，环保清单。 车架号：LGWEF4A59MH5

07564，发动机号：21380056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越美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40101202439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玛莱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8101900689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李仲文百货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8B1X

5U，注册号:4401046006688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景泰和民快餐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440111601119613，编号 S119201

5033655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蒸出味快餐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01256007481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兆华超市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号:44010561220999， 编号:S0592016008199G，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国峰遗失车辆粤 G5837 挂的道路运输证和 IC

卡，编号：00177408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壹起涮涮餐饮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NF0M1T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海壮科技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RLL56Y，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松文贸易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RLL4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车主叶亚飞遗失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证号：

00407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 坤 麟 遗 失 执 业 药 师 注 册 证 ， 证 号 ：

4412180143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同德街双罗速冻食品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9UK

P446N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绣翠服装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RPHE

2M，编号：S269201702388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元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遗失粤

ACN349 车辆道路运输证 IC 卡，卡号：粤交运管

穗字 440100000749�。 特此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品艺摄影服务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D89T2X

（注册号 4401256006841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毅荣，遗失职称证书，专业：卫生，级别：中级，考

试年度：2013 年，批准日期：2013 年 11 月 15 日，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桥南志晴琪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JXEQXP，

执照编号 S2692017004156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营者： 凌绮云， 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401036004141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梁旭星遗失广东警官学院学生证， 证号

201731011401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田雨昕，性别女，2003 年 12 月 27 日出生（父：田

余庆， 母： 王静莉，） 遗失出生证明， 出生证号：

D1400056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天一良品贸易有限公司世贸分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 , 注册号 :4400001900531, 核准日期

2007-02-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天一良品贸易有限公司江南西分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00001900523, 核准日期

2007-02-26;声明作废

注销声明

广州晔荟盛贸易有限公司自即日起注销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附页，证书编号：粤穗 WH

安经证字[2018]440112071，专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立愿择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遗失地税证

副本；国税证正副本。 税证号:440106578000189;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海红国内道路货物运输服务部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

2PFW16，编号 26912027900G，现声明作废。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21年 2月 21日, 在海珠区石岗路码头水域,发

现死亡 3 天男尸:40 岁,175cm, 穿黑色夹克衫,黑

色休闲裤,黑色运动鞋,知情请电:84364616。

撤销清算组公告

广东兆瓦热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撤销 2020年 12月

17日在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网分别对外公示清算组备

案及债权人公告并解散清算组 ,公司继续经营 .

声明作废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声明以下编号

的营销员合同作废：

20200104117、20200121749、

20200203849、20200204285、

寻亲启示

2017 年 3 月 31 日，在阳江市阳西县石

埗

茶

山村附近山上工棚，发现一名女

婴，身上没有其他特殊特征。 由

好心人抱回抚养，现女婴身体健

康。 望女婴亲生父母见报后，15

天内联系阳江市阳西县民政局，

逾期另作处理。

联系电话:0662-5553645

2021年 2月 23日

寻亲公告

2014 年 12 月 15 日在阳江市阳东区

大八中心小学附近拾到男婴

一名。现男婴身体健康。望男

婴亲生父母见报后，15 天内

与阳东区民政局联系办理相

关手续，逾期另做处理。

联系电话 0662-6611809

2021 年 1 月 12 日

寻亲公告

2015 年 9 月 16 日在阳江市阳东区大

八镇大八村委会茅坪村大

桥附近拾到女婴一名。 现女

婴身体健康。 望女婴亲生父

母见报后，15 天内与阳东区

民政局联系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另做处理。

联系电话 0662-6611809

2021 年 1 月 12 日

撤销清算公告

广州市波牛体育活动策划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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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解散清

算组。 本公司继续经营，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广州金纵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9UQ1E558）经股东决定，决定注册

资本由原来 1405.33 万元减少至 50 万元。 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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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月 23日

撤销清算备案公告

经广州手财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408805888X0）股东会决

议撤销 2020 年 9 月 27 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的注销备案，解散清算小组，恢复经营，特

此公告

吸收合并公告

经合并各方公司股东决定：广州市五羊汽车

租赁有限公司与广州仕聪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合

并。 合并前广州市五羊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为 800万元人民币；合并前广州仕聪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1万元人民币。 本次合并的

形式为吸收合并，广州市五羊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存续，广州仕聪广告有限责任公司注销。 合并后

广州市五羊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800

万元人民币。 广州市五羊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和广

州仕聪广告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

的广州市五羊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承继。 请债权人

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

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广州市五羊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广州仕聪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2月 23日

债权人公告

广州市永孝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1月 26日因决议解散，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林孝杰， 联系电话：

13682297917，债权申报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

河区凌塘村新街 26号 2B017

注销清算公告

广州谱元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已

决定解散本公司。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

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

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注销清算公告

广州诚凌包装设计有限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已

决定解散本公司。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

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

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减资公告

经广州环英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研究

决定，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505 万元人民币减资

为 30万元人民币。自 2021年 02月 20日起公司

清理债权债务。 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提出清偿。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广州时代众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MF-

NA41经合伙人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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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昊日防护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9W4WML34)经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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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广东众城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MA5CQQJF3R）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5000 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 1000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申报。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变更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市恒联达市场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9W1W2Y6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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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科谷孵化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106596185180X）根据 2021 年 2 月 20

日经股东决议,�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减至壹

佰万元,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45 日内到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

遗失声明

本人杨烈，于 2018 年 8 月 11 日，认购惠东

恒大雅苑楼盘， 其中客户收据遗失， 收据编号

00014284 现声明此收据联原件作废， 由此产生

的一切法律责任与经济纠纷由本人负责，特此声

明。

清算公告

广州市三赢酒店用品有限公司（注册号

44012620173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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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马里索兰开文具店广州代表处首席代

表 SACKO�SOUMAILA 遗失外国企业常

驻代表代表证，证件号码 :9144010176

6558315J，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一汽出行科技（广州）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运输证，

编号 0061622, 车牌号 : 粤 ADC1390； 编号

0061797，车牌号:粤 AD912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蔻博电子系统及元器件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现登报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亿联百汇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将注册

资本 800 万元减至 80 万元。 债权人自本公告日

起 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尚蔻个人形象设计服务部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

A5AHDM03D,注册号440126601558885;声明作废

责编：熊栩帆 美编：余永康 校对：叶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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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2020

年7月13日凌晨，在花都街头，一辆未挂

牌的宝马车发出轰鸣声， 快速驶过路

口，两人应声倒地，宝马车扬长而去。 肇

事司机一路狂飙再次撞人，又连闯红灯

逃逸。 这起造成一死二伤的事故因何引

发？肇事司机为何如此疯狂？近日，广州

中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年仅20岁的

男子邝某楷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宝马一路狂飙连撞三人

据了解，肇事男子邝某楷生于 2000

年， 高中文化。 法院查明，2020 年 7 月

13 日 3 时 6 分许，邝某楷饮酒后驾驶借

来的粤 B×××××（临） 的宝马 M4 型小

轿车从广州市花都区曙光大道东岸海

鲜美食店出发， 沿曙光大道超速行驶，

并连续 3 次闯红灯。3 时 7 分许，邝某楷

高速行驶至交叉路口时再闯红灯，先后

碰撞驾驶摩托车在路口等待红灯的被

害人邹某、驾驶摩托车已通过路口的被

害人覃某，造成邹某当场死亡、覃某受

伤倒地及三车部分损坏。

邝某楷并未停车，驾车逃逸。 3 时 8

分许，其由东往西超速行驶至花都区商

业大道 64 号农业银行门口路段时，与

被害人韩某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致

使韩某受伤倒地，车辆部分损坏。

邝某楷仍未停车，继续高速驾车逃

逸，期间又两次闯红灯、有逆向行驶行

为，后将肇事车辆停放于云山大道进京

华巷东 28 米处。 同日 8 时许，邝某楷到

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相关部门认定，邝某楷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

路口，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并且

驾驶机动车在夜间行驶时未降低行驶

速度，是造成事故的全部原因。 邝某楷

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承担事

故全部责任。

“100公里时速能刺激我”

鉴定显示，邝某楷案发后 5 小

时 的 静 脉 血 中 乙 醇 含 量 为

111.8mg/100ml。车辆行驶轨迹图及

GPS 数据证实， 肇事车辆在当日

03:06:55 至 3:10:18 期间，处于高速

行驶状态，最高时速达 110km。 肇

事车辆发生两起交通事故时的行

驶速度分别为 72.4km/h、70.5km/

h。

邝某楷供述，2020 年 7 月 12

日 23 时 30 分许， 他和 7 名亲友在

花都区酒吧喝酒， 他喝了大概

165ml。“2 时 30 分左右，我叫了代

驾司机载我、姐姐、姐夫离开酒吧

到东岸海鲜美食宵夜店吃宵夜，我

坐了 3 分钟，想回家休息。 ”邝某楷

说，自己“抱着侥幸心理没再叫代

驾”，于是独自驾车准备回家。

“因为所驾车辆是临时号牌，

即便冲红灯也不会被抓拍到，所以

我没有留意交通灯或路面情况，也

没有减速，闯了 3 次红灯，认为安

全就直接冲过去。 ”直到撞到人，他

“心里太害怕，脑子一片空白，而且又怕

被交警处罚”，于是驾车离开。

“我从小喜欢驾驶，比较追求速度，

下赛道玩过跑车， 觉得自己车技也不

错，100 公里的时速能刺激我，也能确保

不发生交通事故。 ”邝某楷称，当时最近

的回家路线本来应该右转， 但车速太

快，操作不过来，于是继续直行，接着又

追尾了一辆车。

“因为太害怕，身体不听使唤。 ”邝

某楷逃离后将车停靠路边， 便联系亲

友，在附近徘徊。“我打电话把经过跟我

母亲讲了，她叫我坚强一点，承担起该

负的责任，我个人也认为躲得了一时也

躲不了一世。 ”邝某楷于是自首。

一审被判有期徒刑八年

案发后，邝某楷家属赔偿被害人邹

某家属损失 1213800 元；被害人韩某家

属收到邝某楷家属先行支付的赔偿款

373655.65 元， 邝某楷家属又将赔偿款

50 万元暂存于法院代管；赔偿被害人覃

某损失 161249.32 元。邹某家属、覃某对

邝某楷的行为表示谅解。

法院审理认为， 当时虽是凌晨 3

时，但该路段为市区，并非夜深人静，全

程路上仍有一些小轿车、电动车或摩托

车、行人，邝某楷不应放松警惕；肇事车

辆时速最高 100 公里以上，两次撞击时

车辆时速超过 70 公里； 案发近 6 小时

后 ， 邝某楷血液酒精含量仍然为

111.8mg/100ml；行驶过程中，邝某楷 6

次闯红灯、有逆向行驶行为。 邝某楷自

身醉酒，主观有追求刺激的故意，客观

上实施了违规驾驶行为，无视路面有人

有车的事实，可认定其行为构成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结合其有自首、获得部分谅解等情

形，法院判决，邝某楷犯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

员 李建基）

广州市五羊天象馆透露，

近日至 3 月中旬，广州乃至我国南方

各地，如果天气晴朗，都可观赏到少

见的老人星。

老人星又叫南极星，它是船底座

最亮的恒星， 视亮度达到负 0.72 星

等，距离地球 310 光年。 老人星也是

夜空中第二明亮的恒星，它的视亮度

仅次于天狼星

（负

1.44

星等）

。民间认

为，老人星是吉星、福星、寿星，看到

它，象征国泰民安、如意吉祥、幸福美

满、健康长寿。 五羊天象馆预告，广州

老人星上中天的时间：2 月 22 日是

20 时 42 分，3 月 4 日是 20 时 02 分，3

月 14 日是 19 时 22 分。 老人星上中

天的时间，各地平均每天比上一天提

早约 4 分钟。

20岁，他为醉驾付出大代价

酒后驾车狂飙致一死二伤，一审获刑8年

“老人星”，你见过吗？

近日至3月中旬，广州若天气晴朗可观赏

怎样寻找老人星？ 先要物色环

境，可采用指南针寻觅正南方

（手机

可下载指南针软件）

， 如果正南方视

野开阔， 没有房屋和大树等遮挡物，

就算是理想的环境。 夜幕降临后，在

东南方可找到夜空中最明亮的恒星

天狼星。 在天狼星的南面偏西，可找

到老人星。 老人星呈青白色，光芒有

闪烁。 天狼星上中天的时间比老人星

推迟约 22 分钟。

在老人星上中天前后的 30 分钟

时间内， 都是观测老人星的理想时

间。 如果知道老人星何时上中天，

公众观看老人星 ， 犹如看电影一

样， 提早几分钟到达现场就可以

了。

如何看到老人星？

知多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