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岑海坚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1126000

33020，执照编号 12913003244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君略信息化研究院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58100961969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奕端（租六条松原旧砖厂）遗失广州市白云区新

市镇石马村经济合作社收款统一收据， 收据号

003927，金额 5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徐海燕遗失护士资格证，证件号 :� 5002362000

11153961，护士证号:�2019440239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伙船小吃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DK4L8D，注

册号 4401056011323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洛浦林清饮食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证号 JY2440113008540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文飞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46004363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洁敏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0431108416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

1MA5AHHJ48W，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成才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

号 :440104600428944， 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101MA59HNQ6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陈世平因个人原因遗失番运公司 0031088

号收据凭证，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轻松网络连锁经营有限公司超音速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分）：4409820000269

0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跨越速运有限公司遗失车牌号粤 ACY108

（黄色） 车道路运输证， 证号： 粤交运管穗字

003154076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秀禾服饰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0106600607866�执照编号:069110

15042，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公告启事、遗失声明、招租招聘

法院公告、清算公告栏、寻人启事

一个电话，服务到家！刊登热线：13416434253

Q: : 173745866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1 年 3 月 9 日上午 10 时开始（延时的除外）在我公司网络竞价平台（国

拍房 www.gdgpfang.com）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阳春市火车站货场南侧嘉顺和公司 2 号仓库不超过 1 年租赁经营权（总招租面积约为：1800

平方米；租金起拍价： 7,200元 /月；拍卖保证金：人民币 21,600元）

2、阳春市火车站货场南侧嘉顺和公司 3 号仓库不超过 1 年租赁经营权（总招租面积约为：1800

平方米；租金起拍价： 7,200元 /月；拍卖保证金：人民币 21,600元）

3、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道夏花二路 55 号石马 B1 仓 3、4 号门（南门）简易仓库 2 年租赁经营权

（总招租面积约为：1050平方米；租金次年递增 3%；租金起拍价： 33,650元 /月；拍卖保证金：人民币

100,950元）

展示时间：2021年 3月 3、4日；地点：标的所在地；联系人：任先生；联系电话：13168832080。

标的详细清单情况请向我公司垂询，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即日起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实名登记注册，

竞买人须于 2021 年 3 月 8 日 16 时前将保证金汇至以下帐号（户名：广东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开户

行：农行广州市金鹰大厦支行，帐号：44037101040002118），后凭相关资料办理竞买手续，我公司在

竞买手续办理完毕后对竞买人进行拍品授权。

公司地址：广州市北较场横路 12�号物资大厦 17楼

公司网址：www.gdgpfang.com��传真：020-83802731���公司微信公众号：广东国拍

广东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承租权拍卖公告

减资公告

广东省华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49975096U）经

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

币 83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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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换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利宝保险有限公司顺德支公司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佛山监管分局批

准，因机构地址变更换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联系人及电话：黎法国 0757-22259177

机构编码：000060440606� ���许可证流水号：0267763

设立日期：2016 年 04 月 29 日 发证日期：2021 年 01 月 22 日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府又居委会新桂路明日广场一座 1403

办公室（邮编：528300）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秦剑峰、黄丽芳：

根据 2019 年 8 月 8 日、2019 年 6 月 3 日你

们与卢嘉城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卢嘉城与你们

于当天一起去房管局办理三间房屋的 抵押登记

并放款一笔 349 万、一笔 7 万人民币，所以你们

欠卢嘉城的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356 万元（大写：

叁佰伍拾陆万元）及相应利息和费用 ，现卢嘉城

已依法将享有对你们上述的债权和相应本息及

相关权利全部转让给广州思铭投资有限公司。 请

你们直接向广州思铭投资有限公司 清偿债务。

特此通知并催收。

通知人：广州思铭投资有限公司

卢嘉城 13312886448

减资公告

查查外教（广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9UK8EX0D）经股东会

决议， 决定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1000 万元

减少至人民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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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掌淘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120721381722）经股东决定，决定停

止经营并清理债权债务，并成立了公司清算组。 请公

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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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手续。

注销声明

广州市坝盈燃气有限公司注销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证书编号： 粤穗

WH 安经证字【2017】440113185 号，特此

声明。

减资公告

广州一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5786080910K）经股东会决议，公司

拟将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1 万元减至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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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换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

公告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红棉支

公司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

局批准，因机构地址变更换发《经营保险业务许

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市红棉支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郭晓丽，020-66363205

机构编码：000093440103

许可证流水号：0267088

设立日期：2008年 06月 11日

发证日期：2021年 02月 04日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东路 281 号

15层自编 07单元（邮编：510000）

申报债权公告

广州广安医院有限公司各债权人（含担保权

人、被担保人，下同）:经本公司股东决议,拟清理

公司全部债权债务。为了对本公司债权人负责,请

本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含担保权），逾期申报的债权,

本公司将不予确认，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相关

债权人自己承担。 联系人：覃福州 地址：广州市

花都区建设北路 178号绿地缇香公馆首层 21 号

邮编：510800��电话:13533378927

广州广安医院有限公司

2021年 2月 24日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项目名称： 茂名市优沃思贸易有限公司 400 吨 /

年打火石生产线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茂名市环市北路 59号

建设内容：项目厂房占地面积为 2555m2。 建设

一条 400 吨 / 年打火石生产线，主要生产设备有

挤压机、切粒机、筛粒机、染色机等，项目产品为

打火石粒 400吨 /年。

评价结论：项目选址合理，在严格落实各项污染

物控制措施后，从环境角度分析，该项目建设可行。

联系方式： 茂名市优沃思贸易有限公司， 许总，

0662-6602833

公示期限为 2021年 2月 22日起 10个工作日。

项目详情、意见反馈途径及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见以下网址：https://www.gdmm.com/thread-3

290028-1-1.html

减资公告

广州绿诚智能建筑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1304310729J） 经股东会决

议，注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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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方圆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

法人章（法人姓名：李北川）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尔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

人章（法人姓名：李北川）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潮湘烘焙用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REND51，

执照编号：S1020190792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营者：吴燕珍,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FMXJ2L，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昭滢项目投资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将注册

资本 1000万元减至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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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运红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粤交运管许可

穗字 44010010804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广州白云区吉莉药店（普通合伙），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RBHF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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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市良益道路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车辆《道路运输证》IC 卡， 道路运输证号粤交运管穗字

440100046755、440100013753、440100014041、440100024199、002710355、002719892、00272531

8、440100029551、002761189、002773288、002765348、002765346、440100014700、440100040201

、002807981、002808216、002769325、440100023366、003052618、003071620、440100014706、440

100050354、003148015、003149760、003153609、440100056373、003155186、003155676、0031556

47、440100040908、440100002167、440100002176、440100056046、440100040621、440100064460

、440100049979、440100003643、440100004317、440100004228、440100004229、440100056365、4

40100006522、440100011424、440100008360、440100050538、440100007507、440100007439、440

100056367、440100050541、440100033147、440100050531、440100013156、440100059238、44010

0017885、440100024044、440100024720、440100029485、440100029481、440100030182、4401000

30165、440100030434、002902046、440100049983、440100031163、440100032708、440100033052

、440100032959、440100032957、440100035228、440100036452、440100036451、440100038775、

440100050548、440100050528、440100050547、440100050524、440100050544、440100050519、

440100050529、440100050520、440100050549、440100050526，声明作废（共 82个证）

撤销公告

甯兮美业（广州）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101MA5AQ72A0G）撤销 2021 年

02 月 01 日、2021 年 02 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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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吴 雪 芳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 注 册 号

44011160060709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

1MA59W2UB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四通货运服务部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A9R

813（注册号 4401116011939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日思雪糕档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40106600936697，执照编号 069130

47328，声明作废。

责编：熊栩帆 美编：余永康 校对：段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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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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小珍 通讯员

穗市监）

记者昨日从广州市市场监管局

获悉，新版《广州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

（下称 《办法 》）

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将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随着经济社会和城市建设发展，广州电

梯行业飞速发展，目前全市在用电梯总量达

14.8万台，每年新增电梯近1万台，电梯行业

面临诸多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电梯安

全管理制度。 比如老旧电梯的维修保养、既

有住宅加装电梯和公共交通场所电梯的管

理规范等， 以及按照社会治理重心

下沉和“放管服”改革要求，需要完

善电梯安全共同治理机制。

据悉，《办法》共31条，依据“特

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电梯安全的社

区治理机制、企业责任要求、相关机

构职责、维护保养规范、监督检查等

内容作了全面规定。

在构建安全长效机制方面，《办

法》提出，着力构建电梯安全的社会

治理体系：建立电梯事务社区治理

机制，由镇、街道组织相关部门、居

委

（村委）

、社区居民、行业协会、专

家、电梯使用管理人等共同参与电

梯安全建设；鼓励设立电梯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化解纠纷。 同时，成

立电梯安全技术委员会，定期分析

本市电梯安全管理状况， 提出完善建

议，为电梯安全管理提供智力支撑。

在预防事故降低风险方面，《办法》

将广州近年来在电梯安全监管领域实

施的多项创新举措提升为规章制度。 主

要包括：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加强监测和

预警，鼓励电梯生产、使用、维护保养等

单位建立远程监测和预警系统，同时规

定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建立电梯质量

安全信息化系统，运用大数据实现动态

精准监管； 推广电梯安全责任保险，运

用经济手段加强电梯安全风险管控。

在此基础上，《办法》明确加强重点

管理，对使用20年以上的电梯、公共交

通场所电梯、故障频率高的居民住宅电

梯，以及既有住宅加装的电梯实施重点

管理，建立电梯托管制度，进一步提升

电梯管理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信息时报讯

日前，由广州市纪委

监委和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0

年“幸福小康我的家·弘扬广州好家

风”成果分享活动在广州农讲所纪念

馆精彩上演。 为展示广州好家风活动

成果，本报将陆续刊登“幸福小康我

的家·弘扬广州好家风” 故事演说活

动获奖作品文稿。

广州出台新版电梯安全管理办法，5月起施行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推行“托管”

弘扬广州好家风

幸福小康我的家

听他们讲广州好家风故事

创新在轨道上延伸

———广州地铁员工陈泰坤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的陈泰坤。

今天和大家分享我家祖孙三代铁路人

“敢为先，思创新”的家风故事。

我出生在甘肃柳园的一个铁路世

家。 小时候，我问爷爷，我们为什么住

在这戈壁上？ 爷爷告诉我，“

1952

年，我

从上海来到大西北， 参加兰新铁路建

设，之后，我们就在这里扎了根。 ”长大

后，我才知道，兰新铁路的建设克服了

百里风区、线路冻害等许多世界难题，

它的建成结束了新疆没有铁路的历

史。 如今，每当我坐上火车驶过广袤的

戈壁时，爷爷那一代人敢为人先、开拓

创新的身影都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和那个年代的同龄人一样， 父亲

从爷爷手中接过班，也干起了铁路。 但

和同龄人不一样的是，父亲总是“爱鼓

捣 、爱折腾 ”，成天对着一堆 “破铜烂

铁”，搞那些他所谓的“研究”。 因为这

事，母亲时常抱怨：“陈建国，你天天折

腾这些破烂儿是能升官还是能发财？ ”

父亲只是笑笑说：“你等着， 一年后我

给你一个交代！ ”，便转过头继续做起

了他的研究。 直到后来父亲把一张“科

技进步一等奖”的证书

,

摆在了桌子上。

我们才知道，父亲靠着自己的钻研，发

明了综合信号检测仪， 极大地缩短了

设备检修时间， 火车安全平稳运行也

有了更好的保障。

在爷爷和父亲的影响下， 毕业后

的我也选择投身铁路， 继续奉献我们

家第三代人的力量。

2019

年， 当我得知广州地铁将成

为全国首家运营城际线路的地铁公司

时，我第一时间报了名。

一到广州， 我便投入到城际铁路

“取资质、保开通”的筹备工作中。

记得调试调度系统时， 我明显感

觉到设备的规范还能更进一步。 可同

事告诉我：“之前和设备方沟通时，对

方认为以我们现有的能力， 根本无法

攻克这个技术瓶颈， 建议我们直接采

用既有标准。 ”

面对困境，我和同事们卯足了劲，

翻阅了大量文献，反复进行试验，用

3

个月的时间， 创新出调度集中控制高

效能体系， 制定了城际铁路自主运营

的广州地铁标准， 为获取运营资质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开通时间日益临近， 又一道难题

摆在了我们面前。 用来给线路进行“全

身体检”的检测车，晚到了整整

44

天

,

但

原定目标不变！ 此时必须优化原有工

作模式，但“安全与效率如何兼顾，一

条线一时段一台车的难题该如何破

解？ ”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能让检测

车和动车组同时上线测试呢？ 这样就

可以同时进行数个、甚至数十个测试，

非常高效。

“从来没有这样搞过， 绝对不行”

反对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 ”

为了验证方案可行性， 我和同事

们一次又一次的进行演练，“一遍、两

遍、三遍……”

在团队全体的努力下， 我们终于

制定出完备详尽的测试方案并得以实

施，仅用一半时间便完成了全部测试，

为后续的筹备工作抢回了宝贵的

17

天， 顺利保障了城际铁路

11

月

30

日的

如期开通。

不久前， 公司组织观看深圳特区

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 当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

建设， 而我对能参与其中感到由衷的

自豪。

时代在变，但创新的家风不变，我

坚信，“敢为先，思创新”的家风将始终

激励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