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赵宝仪遗失坐落于番禺南村雅居乐天域锦园 1 幢

1602 房的房产证， 建筑面积：212.39

㎡

， 证号：

0052186，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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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璟

岩遗失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颁发的军人

保障卡，卡号 8141011906064536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骏熙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G0229道路运

输证 IC卡，证号：0015466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田喜光 440106196510113615 遗失《残疾军人

证》，编号 20161815210651011123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公交集团广交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驾驶员张艳

辉遗失合同保证金安全互助金单据 12000 元，编

号为 0020659/0020660，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天星玩具加工场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9UKRNG

05，编号：S222020008198。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街口纤彩美甲服务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 4401226001555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英英时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6GNR

9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娃金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A0PQ

17，注册号 4401066008469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百欢鞋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YL875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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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及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揭子祥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066008

99181，执照编号：0691302083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裕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证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ARJM3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思明遗失广东省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证， 证号

A2771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赖名进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证号：

4408000196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萝岗区鹏鹏水果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401086000660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郭玮琪不慎遗失广东益民服装城 H1002 号

东站货场仓库的合同保证金 (YJ1912317331)单

据原件各一份，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宏源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XE7QXQ�

（注册号 4401116002915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然然醉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UWLN72

（注册号 4401116016899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桃峰百货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02DP84�

（注册号 4401116007192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永平万旺佳超市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U1B945�

（注册号 4401116018539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富源成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BLUY1C�

（注册号 4401116013350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弟哥烧烤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T6P91C，

执照编号 S0692017045270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与

自动化技术专业 2019年毕业生李鸿基,编号:10862

1201906�231660,遗失专科毕业证书,�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珍芙妮服装设计室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66KK

607，注册号 440103600450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罗胜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11260012

2022，编号 S1292015002736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大龙培扬教育咨询服务部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

AU9YW1P，编号 S2692018013000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马永广遗失广东省民政厅颁发的优抚证，证号：穗

战 02001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 微 东 遗 失 低 压 电 工 证 ， 证 书 编 号 ：

T440111197410310350，作业类别：电工作业，准

操项目：低压电工作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自诚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

将注册资本 1066万元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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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广州华邦商业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

本 1000 万元减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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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亮遗失警官证，证芯号为 NO.�00141858，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颜春华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5003821999

04066871，特此声明。

资产出售公告

因业务调整， 公司现有 "wintop" 钻削加工中心 18 台、5G 手机塑料中框 CNC 加工风冷系统 1

台、AI图像辨识错位拦截系统 1台、CNC视觉定位仪 3台、EDI纯水机 2台、MIM粉碎机 1 台、UV 光

固化机 1台、UV光解废气净化器 1台、阿清斯过滤处理设备 1 台、安检门 1 台、半自动载带包装机 2

台、玻璃盘影像筛选机 2 台、测量仪 3 台、超声波清洗机 2 台、单工位贴膜机 2 台、弹簧组装设备 5

台、电脑伺服全自动插拔力试验机 1台、发电机组 1台、方形冷却水塔 1 台、方型冷却塔 1 台、粉碎机

1台、风冷式冷水机组 1台、干冰去毛刺机 6 台、干燥箱 1 台、高精密光学全自动检测设备 7 台、高精

密色散共焦智能检测设备 5 台、机床侧头 1 台、机床测头 54 台、激光焊接机 2 台、激光切割机 9 台、

集装箱 5个、加工中心 5个、金龟压力机 1台、静电油雾收集器 50个、烤箱 1 个、空压机 7 台、连续催

化脱脂排胶炉 3 台、料斗干燥机 1 台、模组机专用循环冷却系统工程 1 台、喷码机 1 台、喷油水淋单

柜 2台、全自动喷砂机 1台、热熔胶压电喷射阀 3个、三轴激光自动焊接机 1 台、筛选机 3 台、十四槽

式真空碳氢机 1台、手机壳清洗烘干机 2台、数控立式双端面磨床 1台、四轴 258 个、探头 132 个、五

槽式超声波清洗线 1 台、旋风密闭式手动喷砂机 1 台、研磨机 5 台、油压冲床 29 台、真空泵机组 10

台、真空镀膜机 14台、振动盘 2台、制氮机 1 台、制氢机 1 台、中央真空系统 1 台、转蓝自动喷砂机 1

台、转台交换式数控加工中心 32个、桌面式视觉高精密自动喷射台 7 个、自动溜光机 1 台、自动往复

喷油机 1台、吊链式液压升降作业平台 1个、大水磨 1个、精密数控电火花成型机床 1台、精铭铣床 4

台、慢走丝 1个、手动成型平面磨床 1台、树脂过滤器 1台、数控电火花放电加工机 1 台、细孔放电机

1台、线切割 1台、研磨机 1台向社会公开出售，有意购买者请在 7 天内与东莞市金材五金有限公司

联系（欧小姐，0769-39026688）

东莞市金材五金有限公司

失物认领

2020 年 7 月 20 日凌晨 3 时许，我单位在广

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北苏庄大街 27 号门前查缴

一辆黑色皇冠小轿车。 经公安机关签定，该车为

套牌车，发动机号码和车架号码均凿改，该车样

子如下图。 现无法联系车主发还，请该车车主或

知情人士看到广告后速与我单位联系该车的发

还事项。

联系单位： 广州市公

安局天河区分局沙东

派出所

联系人：罗警官

18102286897、

020-87745476

2021年 3月 3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牧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 规定为任秀怡缴存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3948元投诉案，因你单

位下落不明 / 以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穗公积金中心催字〔2019〕

2523-2号《催告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本催告书送达之

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荔湾管理部办理补

缴手续。 如对本催告不服，你单位有权自本催告

书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我中心陈述和申

辩。 逾期仍不补缴的，我中心将依法向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1年 3月 3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艺康印花服饰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高秀兰缴存 2014年 7月至 2018年

7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12731 元投诉案，因你单位

下落不明 /以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 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穗公积金中心荔湾催字

〔2020〕574-1号《催告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本催告书送

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荔湾管理部办

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催告不服，你单位有权自本

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我中心陈述

和申辩。 逾期仍不补缴的，我中心将依法向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1年 3月 3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傲丰贸易（深圳）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 规定为招业成缴存 2019 年 2 月至 2019

年 3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440元投诉案，因你单位

下落不明 / 以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穗公积金中心荔湾责字

〔2020〕399-1号《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自

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荔

湾管理部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

送达之日起 60日内， 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自送达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1年 3月 3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南亚电梯厂有限公司安装工程服务部：

我中心已查实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手续，因你

单位下落不明 / 以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穗公积金中心听告字

〔2016〕482-3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和《行政

处罚告知书》，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罚款 5 万元。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

单位依法享有陈述、 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

利。 若要求进行陈述、申辩或举行听证，请自本告

知书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向我中心提出书面申请。

逾期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1年 3月 3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梧桐贸易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查实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手续，因你

单位下落不明 / 以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穗公积金中心听告字

〔2015〕1183-3 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和《行

政处罚告知书》， 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罚款 5 万

元。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

利。 若要求进行陈述、申辩或举行听证，请自本告

知书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向我中心提出书面申请。

逾期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1年 3月 3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利沙酒店家电用品行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401053011044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尤革丽遗失与益禾堂广东分公司签订加盟合同一

份，合同编号：2808008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西檬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将注册资

本 500万元减至 100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日

起 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绿榕木制品厂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信用代码：92440101MA59M25874编码：S26

92017009883G，声明作废。

撤销清算组公告

广州微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撤销 2020 年 11 月

13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网分别对外公示清

算组备案债权人公告并解散清算组,公司继续经营

减资公告

广州市型邦化妆品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 将注

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减少至 100 万元。 债权人自

公告日起 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快诺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

副本,粤税字 440113347529405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单位广州快诺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2015 年

08 月 06 日由广州市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颁

发的代码 34752940-5代码证正副本,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广州快诺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厦

滘

村南路 35号厦

滘

商厦 8层(部位:831)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丝黛美发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 440106601140504,编号 S0692015043

190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新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JH2P49)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杂粮煎饼果子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C3XT

8B,编号:S1192018053246G;声明作废

典型案例

责编：阮栩 美编：余永康 校对：叶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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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甜 通讯员 穗

体宣）

昨日上午，2021年广州市体育工

作会议在市政府礼堂召开。 会议回顾广

州体育“十三五”， 总结2020年工作情

况，谋划“十四五”，部署推进2021年体

育工作。

会议强调，要着重做好七个方面工

作：一是群众体育要突出全民身体素质

这一根本；二是竞技体育要提高训练水

平和金牌成色；三是体育产业要体现新

理念和新格局；四是体育大赛要彰显城

市影响力和竞争力；五是体育文化要丰

富和弘扬城市精神；六是体育提升要依

靠科学技术；七是体育发展要坚持“大

体育”系统观念。

会议回顾了“十三五”时期体育发

展成就和2020年主要工作。 2021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是奥运、全运、市运

年，做好今年的工作意义重大。 会议对

全面做好新年度体育工作，实现“十四

五”良好开局起步作了部署。“十四五”

时期，是推动广州世界体育名城建设的

重要阶段，是实现广州体育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时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荔明）

3 月 1 日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家庭暴力法》施行五周年。 记者

从荔湾区法院获悉，2016~2020 年，该

院共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 19 起。

该院还公布了几个典型案例。 从性别

来看， 家庭暴力加害人以男性居多，

受害人则多为女性。 上述 19 起人身

安全保护令案件的受害人为 24 人，其

中，曾遭受过侮辱、谩骂、殴打等不同

形式家庭暴力的女性为 21 人，男性作

为家庭暴力受害者为 3 人。

从文化程度看，无论是加害人还

是受害人，均遍布各种文化水平和职

业， 其中加害人还不乏高学历的教

师，受害人有律师。

东风解放高架桥上桥位将有电子警察

21个道路交通执法点位周五开始拍摄取证执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绵钦 通讯员 交宣）

记者从广州市公安交警部门

获悉，交警部门 3 月 5 日起将新增 21 个道路交通执法点位，对有交通违法

行为的车辆进行拍摄取证执法。

2021年广州市体育工作会议召开

奋力推进广州世界体育名城建设

荔湾区法院公布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典型案例

女婿申请保护令 禁止岳母骚扰

申请人周某于 2020 年 8 月 3 日

向荔湾区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周某称：他与被申请人魏某是女婿与

岳母关系，魏某对周某与其女儿吴某

的婚姻一直不予认可，为此故意制造

家庭矛盾。 2019 年 10 月 23 日，吴某

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未准许。 期间，

魏某多次到周某单位无故吵闹，散播

谣言，诽谤周某，还多次到周某女儿

补习学校公开诋毁、辱骂周某。 此外，

魏某于 2020 年 7 月 4 日携多名陌生

妇女到周某住处纠缠、殴打周某。 据

此请求：禁止被申请人魏某到申请人

周某住所和工作场所辱骂， 滋扰，殴

打申请人周某。

荔湾区法院审查后，于 2020 年 8

月 5 日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

止被申请人魏某骚扰、接触申请人周

某。

家庭成员包括但不限于近亲属，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所称的家庭成

员既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等近亲属，也包括其他具有亲密亲属

关系的人，例如公婆与儿媳、岳父母

与女婿等亲属。 周某与魏某虽然不是

近亲属， 但因婚姻而成为姻亲关系，

也应当适用反家暴法的规定。

老沈与青姐是老夫老妻了，可两

人年轻时感情并不深，现在儿子上大

学了，青姐就经常和老同学老朋友出

去游玩。 老沈思想古板，面对青姐的

频繁外出，刚开始是责骂，后来就怀

疑青姐有外遇，青姐见老沈不听她解

释，就干脆不解释了。 可是这种情况

持续了两三年之后，老沈居然在 2019

年请私人侦探跟踪青姐，只要有一点

青姐与异性接触的信息，老沈都会对

青姐一顿恶骂。 有几回，青姐被骂得

心塞，扯了老沈几下，老沈就反过来

打了青姐， 把青姐打得身上都是淤

青。 儿子有的时候听到他们吵，想劝

阻也反而被老沈骂。

青姐不堪忍受老沈长期的怀疑、

辱骂甚至殴打，2020 年底终于下决心

起诉离婚， 同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 青姐向法院提供了报警回执、民

警的询问笔录、医院病历、儿子的证

言，经过审查，法院认为老沈的行为

已经构成家庭暴力，遂发出人身安全

保护令，裁定禁止老沈殴打、辱骂、骚

扰青姐。 后来，由于两人感情已经淡

薄甚至破裂，最终在法院主持下协议

离婚。

岳母殴打纠缠不休 女婿申请保护令

怀疑老婆出轨，多次跟踪辱骂

个

道

路

交

通

执

法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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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解放高架桥（北往南上桥位）

东风解放高架桥（南往北上桥位）

东风先烈高架入口（肿瘤医院北门对出路面段）

东风先烈高架（市第八医院对出高架桥）

大通路（西转南上广州大桥段）

大通路（西转北上广州大桥段）

东濠涌高架江湾大桥（北往南合流位）

麓湖路铁路桥南侧（南往北方向）

林和西隧道入口

珠江东路转黄埔大道（南往东）

广园快速科韵路立交（西往南匝道）

广园沙河立交西往东方向（燕岭路匝道及广园东匝道合流位）

广园路永福上内环 B 线入口

内环 A 线转沙河立交东行入主线位置

滨江路上海印桥匝道（东往北上桥位）

沿江路上海印桥匝道（西往南上桥位）

白鹤洞立交（南往北跨线桥）

龙溪立交匝道（东往西跨线桥与北往西匝道合流位）

下塘西高架桥面（南往北方向）

下塘西高架桥面（北往南方向）

黄石立交桥面（北往南及东往南匝道合流位）

案例

1

案例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