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的要求，现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安全绿色高质量发展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

进行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查阅电子版报告书， 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得：http://www.hp.gov.cn/xwzx/tzgg/content/post_7206661.

html。 查阅纸质版报告书请与建设单位联系。

建设单位：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联系人： 申屠工 联系电话：020-

62120698 邮箱：Shentln.gzsh@sinopec.com

通讯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石化路 550 号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次环评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www.hp.gov.cn/xwzx/tzgg/content/post_7206661.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完整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后，通过电子邮件或邮寄信函的方式到建设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以内。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2021

年

4

月

8

日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安全绿色高质量发展

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港源纸制品加工厂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JJTN2N；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雅域汽车美容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ET537Q

（注册号 4401116005217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陈华鞋厂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6XGBXB

（注册号 4401116011753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今生唯你百货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编号：JY144011201936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今生唯你百货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9UL1YG5C，编

号：S1220200353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勇力进五金机电经营部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11160008437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惠州市鑫田物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将注册资本由

500万元减少至200万元. 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日起

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逾期视作弃权,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广州正粤建设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将注册资本由 2.5

亿元减少至 1.1亿元.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日起45日

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逾期视作弃权,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广东新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将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减少至 100万元. 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日起45

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逾期视作弃权,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东莞市石碣何记石锅鱼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44190516715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南理工大学梁丽芳遗失研究生证， 证号

2018210371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裕发服装辅料商行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6L5FX0，

执照编号：S0592015030809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人民政府遗失广州市农村财

务专用收据（第二联客户联）， 收据： 穗财（12）

22916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添水慕环保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676

526379，执照编码：1010900156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罗昭何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UUCT66，编号 S04201907568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罗昭何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UUCP3R，编号 S042019075686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罗昭何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UUCRXC，编号 S04201907568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我的风格服饰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9XMQMC2Y，

执照编号 GS0420210208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诚点食品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N3AB10，

编号 S0492014000013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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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海珠区夜桂枋餐厅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NKRQXF，编号

S0592017026920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四川遂宁商会遗失广州环智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社会团体会费票据第二联收据一张， 号码

GC28972074已盖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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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绵钦 通讯

员 梁毓燊 张梦彦）

近日， 广州番禺

警方破获一起盗窃汽车案件，抓获嫌

疑人1名，追回被盗车辆1台，价值约10万

元人民币。

3月18日16时许， 番禺警方接到

事主高某报案称， 其停放在石楼镇

某工地的本田牌小汽车被盗。 接警

后， 番禺警方立即开展侦查工作。

高某称， 其发现车辆被盗时， 平常

放在办公室桌面上的被盗汽车钥匙

已被他人换成模型。 办案民警结合

走访调查结果， 判断此案极有可能

是熟人作案， 事主的同事何某有重

大作案嫌疑。

经查，被盗汽车于3月17日21时许

被人开走，往广西方向驶去。 但调查

情况显示，嫌疑人何某在惠州有活动

轨迹。 番禺警方迅速派出警力前往惠

州。 3月31日，民警在惠州仲恺区某工

业区宿舍抓获嫌疑人何某

（男，

42

岁，

广西玉林人）

。 4月2日，在广西玉林市

容县一路边寻回被盗的汽车。

案件已告破，但有一个细节引起

了警方的注意：监控画面显示，在被

盗车辆开往广西的途中，驾驶者并不

是嫌疑人何某。 据何某交代，因为自

己刚拿驾照不敢上路，3月17日晚等

待高某离去后，拿着偷来的钥匙悄悄

启动车辆，让代驾司机将汽车开回老

家广西玉林停放，然后自己潜逃至惠

州。

经审讯，嫌疑人何某对盗窃汽车

的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何某已被番

禺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

办理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买了

“快乐飞”后，想飞就能飞？ 未必，有时

还闹心！ 近日，随着出行频率的增加，

有消费者表示， 多家航空公司推出的

“快乐飞”“无限飞”等机票套餐，在兑

换机票时出现数量不透明、换票难、遭

遇航班变动等情况，服务不尽人意。

遭遇航变14次

南航：“不存在区别对待的情况”

4月5日， 央视曝光多家航空公司

“随心飞”套餐问题，网友刀女士表示，

其此前购买了“南航快乐飞1.0”感觉

还不错，接着购买了“快乐飞2.0”，但

从1月7日到目前为止，“已遇到14次航

变，多次对行程造成影响，曾有一次航

班变动三次的情况。”其中，4月1日，她

从乌鲁木齐返京的航班取消后，4月5

日再被通知取消。

刀女士遇到的“快乐飞”14次航班

变动的原因是什么？ 航班何时会进行

调整？ 据报道，南航客服表示，公司不

存在区别对待的情况， 受目前全国形

势影响， 尤其是今年二三月份航班变

动非常频繁也很正常。据悉，南航2.0版

快乐飞具体分为售价3899元人民币的

旅游套餐、 售价3999元的畅游套餐两

种，两种套餐均可换2021年1月11日至6

月30日

（

2

月

4

日

~22

日除外）

，每天任意

时间的南航国内航班

（港澳台除外）

，

但每条航线可兑换的次数， 以及同时

可兑换的航段数不同。 南航承诺，每天

航班共提供不少于2万个经济舱座位

供“快乐飞2.0”旅客兑换，可兑换航班

及可兑换座位数以实际查询为准，数

量有限，兑完即止。 记者查看南航App

发现，目前这两款产品活动已结束。

市民褒贬不一

业内人士：航企等于“赔钱赚吆喝”

据了解， 去年6月东航首次推出

“周末随心飞” 产品， 随后各大航空

公司陆续推出“快乐飞” 等各式系列

产品， 消费者花费三四千元购买， 就

能在一段时间里、 一定条件下不限次

数飞行， 产品一度供不应求。 然而产

品开始使用后， 因所在城市、 时间自

由度不同而使用情况不同， 消费者对

其褒贬不一。

如有消费者反映， 有些航司存在

兑换机票数量不透明的情况。 消费者

蔡先生说， 南航的套餐宣传是“不限

地点、 不限时间”。 但周末、 节假日

出行时， 却基本无法兑换机票。 “南

航说每天提供不少于2万个座位， 但

这2万个座位是怎么安排的？ 没公开

透明， 只有南航自己系统查询才知

道。” 同样地， 市民张先生也曾遭遇

航变的情况。 “有次我要从广州飞北

京， 提前预订早上9点多的航班， 到

机场才发现航班变更到中午11点。 但

此前没有收到变更航班的信息， 感觉

很被动。”

但与此同时， 也有不少消费者对

“快乐飞” 赞赏有加， 觉得“赚到

了”。 做外贸生意的王小姐购买了

2020年南航的“快乐飞”， “我上班

时间自由， 当时从8月底玩到了10月

底， 3个月内去了新疆、 西藏、 四川、

贵州， 玩遍了大半个中国。” 王小姐

说， 其实这个套餐飞一趟西藏， 成本

就已经回来了， “其他的飞行都是赚

到， 我今年肯定继续买。”

对于市民褒贬不一的态度， 有民

航业内人士表示， 2020 年疫情严重

时期， 航空公司推出“随心飞” 类产

品， 对稳定现金流、 回笼资金起到一

定作用， 但这类产品本质上是“赔钱

赚吆喝”。 “对航空公司来说， 用户

飞得越多， 公司亏得越多。 随着出行

意愿增强， 上座率提高， 航空公司需

要在损失部分常旅客和普通旅客 ，

与限制‘随心飞 ’ 旅客兑换数量

之间作出选择 ， 服务的质量因此

也面临挑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绵钦 通讯员

从公宣）

广州从化警方4月7日通报：4月6

日10时许，黄某

（女 ，

34

岁 ，江西景德镇

人）

进入某高校从化校区一教室，声称正

在授课的老师戴某

（男 ，

46

岁 ，江西吉安

人）

曾于2006年在江西省赣州市某学院

任教期间将其下药后强奸。 事发后，警方

迅速到场， 将涉事双方带回公安机关询

问调查， 并派出工作组到赣州市与当地

警方对接。

经查证，2006年4月30日，在江西省赣

州市某学院读书的黄某向当地警方报

案， 称2006年4月18日晚被其任课老师戴

某在宿舍内下药强奸。 赣州警方当日即

立案侦查，开展询(

讯

)问、现场勘验、医院

人身检查等一系列工作，2006年5月23日

认定没有犯罪事实，撤销该案。 2021年4

月6日上午10时许，黄某进入某高校从化

校区一间戴某正在授课的教室，约100名

学生正在听课， 黄某在教室内穿行、喧

闹，向学生派发投诉举报信，滋扰正常的

教学秩序。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黄某已构成扰

乱单位秩序，从化警方依法对其作出治安处

罚。 黄某表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

广州番禺警方破获一起盗窃汽车案

男子偷车不会开 竟叫代驾来“帮忙”

有消费者购买航空公司机票套餐后，兑换机票屡遭航变等糟心事

“快乐飞”真的能让你快乐飞吗？

闯进课堂滋扰教学

一女子被治安处罚

涉案车辆。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