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纳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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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宁会快餐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TWXK3X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东涌利肖水果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40126600516594，编号：S10920140

09162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星通国际有限公司（SING�TUNG�INTERNATIONAL�

LIMITED）遗失公章，法人章各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聚贤关爱中心遗失公章一枚， 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莹

玥

遗失广州宏祥房地产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日开具的房款 - 定金收据，票号 HC00246，

金额：5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贺小燕遗失由广州育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 发票号码：

21618942，金额：1160000元，开具时间：2019 年

12 月 9 号，地址：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馨湖六街

8号 320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李贺美食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码 92440101MA59K27H2R，编

号 11913046503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创裕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遗失永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开具的

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贰份 ， 发票代码

4400203130、 发票号码 20315700， 发票代码

4400203130、发票号码 203157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鑫面记面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C450Q5U；现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墨悠利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停止经营,清

理债权债务.债权人 45天内申报债权债务,逾期视

为弃权.将向公司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语轩制衣厂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440105601019955，编号：S059201405653

2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纪佛明，遗失人民警察证，证号：0159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薛志铭遗失残疾军人证，证号：粤军 A001174，声

明作废。

寻三无船舶船主

2021 年 3 月 16 日广州市南沙区大涌

水闸岸边处查获一艘运输三无船舶， 请船

主和知情者及时与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

局南沙派出所联系，如不及时认领，我单位

将依法处理该船只。电话：020-84987417，

联系人：李警官。

南沙区公安分局南沙派出所

二

〇

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善莲茶行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L31884577P， 注册

号 4401036001704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湘聚福炒菜馆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HT

0N4B，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世民遗失营业执照正 、 副本， 注册号 ：

440104600738211，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粤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信用代码:

91440101MA9W8XCN00）经股东会决定，本公

司停止经营，并进行清算。清算组成员:王志辉、郑

惠冰；清算组负责人为王志辉。 请债权人自本公

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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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联

系地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南南洲花园 A4 栋甲梯

911房。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3822260726。 特

此公告。

遗失声明

郭晓敏，（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遗失《申

请 律 师 执 业 人 员 实 习 证 》， 实 习 证 号

19012006211844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民义玩具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编号 :S0492016010063G，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2440101L59841229Q,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嘉宇海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585677833W,

注册号：440106000522150声明作废。

注销清算公告

广州市布局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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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潮州市桥东进兴运输服务站遗失粤 U04033 道路

运输证，IC卡，证号 0021476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显玉便利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N1H438，编号：

S0592017008019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瀛鬼餐饮店遗失正副本，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9UTQ2W4B，执照编

码：GS0620201047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品兼美食店遗失正副本，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CCK7X1F，执照编

码：S0692018067062G，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亿点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01MA5AWRF92G) 于 2021年 5 月

12 日经股东决定将注册资本 500 万元减至 50

万元.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

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逾期不报,本

司将依法向登记注册机关申请减资登记.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森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01052019885，成立日期:2008-11-20；

现声明作废

利物浦客场击败曼联， 终结

2014年3月以来在老特拉福德不胜

的历史，重新燃起进军下赛季欧冠

的希望。克洛普赛后表示，最后3轮

必须全取9分。

目前利物浦少赛1场，落后第3

位的莱斯特城6分，落后第4位切尔

西4分。 利物浦剩下赛程是周日客

场对阵西布朗、周四客场对阵伯恩

利、周日主场对阵水晶宫。 莱斯特

城及切尔西的目标是70分，只要达

到这个分数， 就肯定压得住利物

浦，有趣的是，莱斯特城和切尔西

还要正面交锋，换言之两队中只有

一队可能达到70分。 另一边，利物

浦目标是余下3轮全胜， 希望以69

分坐收渔人之利，冲上前4名。

现时英超前列形势，曼城提早

封王，与70分的曼联锁定来届两个

欧冠席位，第3位的莱斯特城到第8

位的埃弗顿都有打入前4名的可

能。实际上，第6至8位的西汉姆联、

热刺及埃弗顿进入前4名机会都极

小。所以今季英超争4，相信是莱斯

特城、切尔西及利物浦之争。

莱斯特城

（

36

轮

66

分）

，最后两

场取4分便够数。 3队之中，莱斯特

城的形势较佳， 有主导权之余，还

有失分的空间。 他们上场击败曼

联后坐稳第3名， 只要在余下两轮

取4分，便不用理会其他球队，肯定

获得前4名的欧冠资格。不过，莱斯

特城的赛程是最难踢的，他们先要

在英格兰足总杯决赛对阵切尔西，

接下来再在联赛作客大战切尔西，

胜方很大机会坐稳前4， 负方很可

能失去欧冠席位。 在英超收官战，

莱斯特城主场对热刺， 同样不好

打。 在余下两轮联赛，莱斯特城如

果1胜1负的话，有机会要跟利物浦

比净胜球。

切尔西

（

36

轮

64

分）

，需要争取

两战全胜。 切尔西上轮主场以0:1

不敌阿森纳，此役可能丢掉球队的

欧冠资格。 切尔西接下来会在足

总杯决赛对莱斯特城，之后联赛主

场打莱斯特城。 在收官日，切尔西

做客中游球队阿斯顿维拉。 如果

切尔西欧冠决赛击败曼城，仍能获

得下赛季欧冠资格。

利物浦

（

35

轮

60

分）

，需要最后

3战全胜才有机会。 利物浦比莱斯

特城、切尔西少踢1场，由于莱斯特

城及切尔西要直接交手，必有一队

甚至两队同时失分，所以利物浦也

有主导权。 只要利物浦在余下3轮

全胜，极大机会可以跻身前4名。利

物浦余下的赛程最轻松， 全取9分

的可能性不小。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

昨

晚， 广州城与沧州雄狮在越秀山体

育场上演对决， 在队长唐淼缺席的

情况下， 广州城首次以4外援首发，

但最终双方以0:0战平。

本场比赛， 广州城队长唐淼被

征调至国足，主帅范加斯特派上4外

援上阵，登贝莱、蒂亚戈、吉列尔梅

与斯文森一同首发， 沧州方面首发

阵容中也由外援穆里奇和苏祖领

衔。 虽然赛前双方在积分榜上有不

小的差距，但在比赛中，双方的射门

机会却平分秋色。 无论广州城外援

吉列尔梅的远射， 或是沧州的刘洋

门前扫射，均未能打破僵局。 上半场

第34分钟， 广州城队蒂亚戈禁区附

近晃过对方防守后抽射， 皮球击中

横梁弹出。 5分钟后，沧州队桑戈尔

送直塞，张祥硕单刀打门，被韩佳奇

封堵。 易边再战， 双方始终未找到

“射门靴”，最终双方以0:0握手言和。

至此， 广州城取得2胜2平1负，

赛季前被看好的新晋豪门沧州雄狮

前5轮仅收获3场平局。

责编：温金良 美编：方元 校对：段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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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了！ 利物浦客场首胜曼联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北

京时间昨日， 在英超第34轮的一

场补赛中， 曼联主场2:4不敌利物

浦。 曼联虽有B费和拉什福德进

球， 但利物浦的菲尔米诺梅开二

度，若塔和萨拉赫也有破门，曼联

遭遇主场连败。

此前近8次做客梦剧场，利物

浦4平4负未尝胜绩。 近7个赛季，

曼联16次对阵利物浦仅3次客负，

其余13战6胜7平。 曼联近20个主

场对阵利物浦仅负2场，其余18战

取得14胜4平。

此役， 曼联第10分钟取得领

先，万·比萨卡助攻B费，后者外脚

背抽射远角被菲利普斯挡入自家

大门。 这是B费英超50次出场参与

44球（26

球

18

助攻

），仅有坎通纳

和范佩西前50场参与进球更多。

利物浦第34分钟扳平比分，

菲利普斯角球混战中射门， 若塔

小禁区前脚后跟妙射入网。 半场

结束前的补时阶段， 利物浦实现

反超，阿诺德右路任意球传中，菲

尔米诺小禁区边缘冲顶入网。

下半场一开始， 曼联又遭重

创。 第47分钟，卢克·肖后场丢球，

菲尔米诺斜传， 阿诺德禁区劲射

被亨德森扑出， 菲尔米诺补射入

网，完成梅开二度的同时，也让利

物浦取得两球优势， 基本锁定胜

局。 曼联在第68分钟扳回一城，拉

什福德打进个人在梦剧场的第50

粒入球， 对阵利物浦第5次破门。

常规时间最后一分钟， 萨拉赫突

破至禁区单刀推射入网， 锁定4:2

比分。 萨拉赫是利物浦队史第2位

单季2次做客曼联都有进球的球

员。

最后三轮必须全胜 利物浦才有望晋级欧冠

4

外援首发

广州城闷平沧州雄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昨晚，

深圳队在大学城体育中心挑战中超

领头羊山东泰山，双方阵中的中场大

将戴伟浚和费莱尼双双上演梅开二

度，深圳队两度落后两度逼平，最终

双方以 2:2 握手言和。 凭借本场两粒

进球，21 岁的中国香港小将戴伟浚被

评为最佳球员。

山东泰山前四轮以 3 胜 1 平积

10 分位居积分榜榜首， 本场比赛该

队国脚蒿俊闵、吴兴涵和金敬道被国

足抽调。 上轮，深圳队在越秀山以 4:2

击败广州城队，深圳队复制上轮首发

阵容迎战山东泰山。山东泰山前四轮

仅失 1 球，可见其防守实力，本场比

赛面对深圳队的疯狂进攻，山东队上

半场力保球门不失。 第 28 分钟，费莱

尼垫射破门，上半场山东队 1:0 领先。

易边再战， 深圳队迅速扳平比

分，卡尔德克拿球后回敲给中路的戴

伟浚， 后者一脚远射打中右侧立柱，

皮球弹进球门。 2 分钟后， 卡尔德克

禁区内拉倒费莱尼，主裁张雷判罚点

球，费莱尼主罚命中。 再度落后的深

圳队打得更加耐心，一次次策动颇具

威胁的进攻均被门将王大雷一一化

解。 直到第 62 分钟，郜林挑传，山东

队后防头球解围失误，戴伟浚再一次

在禁区前凌空射门， 再度将比分扳

平。 终场前，戴伟浚还有一次头球破

门的绝杀良机， 无奈被王大雷挡出，

最终深圳队 2:2 战平山东泰山。

这是中国香港小将戴伟浚本赛

季第二次首发，首次打满全场。 21 岁

的他上赛季登陆中超，为深圳队奉献

1 球 2 助攻。本场比赛，戴伟浚力压王

大雷获得最佳球员。 赛后，他表示最

遗憾的是未能帮助球队完成绝杀。 上

轮对阵广州城， 戴伟浚首度首发，他

的表现也得到主帅小克鲁伊夫的信

任，对于自己的“职责”，戴伟浚耿直

地说道，“这几天主教练要求我到禁

区去，他知道我打门能力很强，所以

让我靠前一点，有机会就打门，不要

想那么多。 ”

对于戴伟浚的能力和努力，小克

也看在眼里，他直言戴伟浚是一名天

赋异禀的球员，“他在不同位置都尝

试过， 他是一名天赋异禀的球员，他

的进球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希望今

天的表现对他来说是一种激励，让他

在后面比赛和训练中更努力，因

为拥有他对球队来说是一件很

重要的事情。 ”

昨晚两度落后的深圳队2:2逼平中超领头羊山东泰山

各入两球！ 21岁戴伟浚不输费莱尼

昨晚，独入两球的

21

岁中国香港小将戴

伟浚被评为最佳球员。

深圳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