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德贝力五金工具有限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

一枚，现登报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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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遇见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最后一次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UQ4Y3U，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彩彩遗失士官证一本 , 证件号： 士字第

20080001334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南旅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遗失承运人险印刷号

44001900430872，保险单号 PZDS20204401000

0007006单证，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钧知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101MA59NAPA84）经股东决定，

注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 101 万元减至人民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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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市森远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

议终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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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单作废声明

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流水号段为

00076764、00076857、00076913、

00076916-00076950、00077435、

00078304-00078305、00078308、00078310、

00078343-00078350、00078703、00078713、

00063262、00063834、00067059、00067094、

00062185、00062267、00083169-00083175、

00062743-00062744、00062747-00062748、

00062751、00062753、00062755-00062757、

00071401、00071412、00071450、00080524 交

强险标志声明作废。 与该保单有关的任何纠纷，

我公司不承担法律责任。

注销登记公告

广州市番禺区学习前线教育培训中心（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440113696904779T），经理事

会决定，现拟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

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于见报 45 天内向本单

位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联系人：唐俊膺。联系电

话:�18922345666。 特此公告。

广州市番禺区学习前线教育培训中心

2021年 6月 11日

公 告

广州仁诺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U4WH1D， 经股东

会决议终止贷款营业并注销业务资质，现已成立

清算组进行清算， 清算组由公司法定代表人负

责， 请有关债权人于本公告之日起 60 天内到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联系

人:崔小姐，地址：广州市越秀区长提大马路 354

号三层。 电话：18620161315

遗失声明

广州衣朵云服饰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

号 :440112003162762;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101MA9UP9TX6A;现登报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东翌彤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将注册资本1000

万元减少至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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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宏日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

专用章，法人章（黄小满）各一枚，现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简荧服饰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5WBC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建新粉面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 440111600357324，编号 1191303944

6G，声明作废。

企业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有关文件决定， 由广州星海通信息文化服务有限公司（社会统一编码

91440113063326921Q）吸收合并广州星海智慧家庭系统集成有限公司（社会统一编码

91440113576017497B）。 吸收前广州星海通信息文化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3273.9578 万元人民币， 广州星海智慧家庭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

民币，吸收合并后广州星海通信息文化服务有限公司存续注册资本不变，广州星海智慧

家庭系统集成有限公司解散注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吸收合并后广州星海智慧

家庭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由广州星海通信息文化服务有限公司承继。 债权

人依法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可以要求广州星海通信息文化服务有限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广州星海智慧家庭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2021 年 06 月 12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广东中岱电讯产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中珊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杰力燃油有限公司和刘超前特通知贵

方如下事项：

海南杰力燃油有限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2010）民提字第 153 号民事判决书对贵方享有

的债权，已经于 2018年 1月 31日通过债权转让

的方式，转让给了刘超前。

特此通知。

海南杰力燃油有限公司

刘超前

合并注销公告

根据广东省羊城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MA4UWDWR6J，

下称:羊城集团)和广东省文教体育用品进出口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190341040

Y，下称:文体公司)的股东决定，两公司采取吸收

合并方式进行合并登记，文体公司注销，羊城集

团存续。合并前文体公司注册资本 1204万元，合

并后羊城集团注册资本总额仍为 3000 万元。 望

羊城集团、 文体公司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各公司提出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要求。 逾

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广东省羊城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文教体育用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2021年 06月 12日

协查公告

2021 年 2 月 8 日广州市南沙区蕉门水道二

涌水域附近发生一起案件，案发现场遗留一艘铁

壳船，驾驶员不知去向，现望该艘船船主或知情

者到我单位认领船只，或提供相关情况。 如不及

时认领，我单位将依法处理船只。船只特征：船只

全长20米，宽3米，铁壳，船身没有编号，无船棚。

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横沥派出所

二 O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广州市天河区申报引进人才入户人员提供虚假材料处理决定书》公告

（第一批）

经查，以下 9 名引进人才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存在隐瞒、欺骗或提供虚假材料等情形，分别

违反了《广州市引进人才入户管理办法》（穗府办规〔2020〕10 号）第十一条、《广州市引进人才入户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穗人社规字〔2019〕2 号）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申请人吴 *莲（身份证号：440524******285864）提供的高级工程师（电气工程）职称证书经陕西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核查确认为虚假材料。

申请人黄 *（身份证号：411503******060621）提供的高级工（钳工）职业资格证书经沧州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查确认为虚假材料。

申请人彭 *（身份证号：431121******285216）提供的高级工（钳工）职业资格证书经沧州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查确认为虚假材料。

申请人黄 *丹（身份证号：441521******082122）提供的高级工（钳工）职业资格证书经沧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查确认为虚假材料。

申请人罗 *慧（身份证号：522723******104121）提供的高级工（钳工）职业资格证书经沧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查确认为虚假材料。

申请人林 * 璇（身份证号：440582******26544X）提供的高级工（钳工）职业资格证书经沧州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查确认为虚假材料。

申请人张 *（身份证号：440982******302748）提供的工程师（电子）职称证书经大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核查确认为虚假材料。

申请人李 *婷（身份证号：440233******053523）提供的高级工（钳工）职业资格证书经沧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查确认为虚假材料。

申请人张 *旋（身份证号：445281******087060）提供的高级工（钳工）职业资格证书经沧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查确认为虚假材料。

依据《广州市引进人才入户管理办法》（穗府办规〔2020〕10 号）第十一条、《广州市引进人才入

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穗人社规字〔2019〕2 号）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本局分别作出编号为穗

天人社户决字〔2021〕4 号、5 号、6 号、7 号、8 号、9 号、10 号、11 号、12 号的《广州市天河区申报引

进人才入户人员提供虚假材料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 "《决定书》"），决定 " 该 9 名引进人才申请人

的申请不予办理，并通报各入户审核部门，取消其申请资格 5 年，并录入个人信用记录；已通过入户

审核的，由入户审核部门注销审核结果和入户卡并告知申请单位或申请人；已经入户的，公安机关

根据入户审核部门提供的认定材料予以注销，退回原籍。 存在以上情形时，申请人信息同时录入本

市引进人才征信管理系统 "。

因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无法送达本局对 9 人作出的《决定书》，现依法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决定书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天河区人民政府或广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广州市天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 年 6 月 12 日

遗失声明

李宗泽遗失监理证，证号：20160701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潮州恒大城 86栋 3004房舒灿煌（445121198308

192433）遗失装修保证金单据，票据号 54745，金

额 2000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武功炳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510724196910

1661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刘森荣包子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2Q94

75,注册号:44012160020345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东大梁建材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

本 5008万元减至 200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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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黄埔区珍盛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码 92440101MA5A3NF77K，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毅华物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粤 AAZ403 的道

路运输证，证号 44010003857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油溪镇弋阳春糯米酒厂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41623MA4WXLFW8H，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市乐纵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101MA5CWH7A4M）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500 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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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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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肖山律师 电话：

18102555700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淑仪）

昨

日下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招生办在

线上举办2021年招生政策解读直播

活动， 并发布《广外招生办主任就

2021年招生政策答记者问》。 据悉，今

年，广外招生计划总数5200名。 其中，

在广东普高招生计划为4185名，新增

希伯来语专业。

师范类专业取消提前批招生

今年， 广外招生计划总数5200

名，较去年增加100名。 其中，在广东

普高招生计划为4185名，包括面向省

内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地方专项计

划”130名、普通历史类1777名、普通

物理类2179名、艺术类99名。 在外省

招生计划902名。 此外，还有保送生招

生、对内地新疆高中班和新疆少数民

族预科等113名。

据悉，今年广外所有专业均在普

通本科批招生，师范类专业

（英语、汉

语国际教育）

取消提前批招生。

从今年起，广东按“3+1+2”新高

考模式录取。 该模式下，高校招生专

业对考生的选科有不同要求。 对有意

报读广外的考生而言，计算机类

（含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 、网络

空间安全三个专业）

、 数学与应用数

学

（金融数学与精算 ）

专业的首选科

目仅限物理，再选科目不限；政治学

类

（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组织与全

球治理 ）

的首选科目为物理历史均

可，再选科目仅限思想政治。 其余专

业的首选科目都是物理历史均可，再

选科目不限。

广外新增希伯来语专业

今年， 广外新增希伯来语专业。

该专业实施“希伯来语+英语”及“3+

1”或“3.5+0.5”培养模式，核心课程有

翻译理论与实践、 希伯来语口译、希

伯来语写作等。

据了解， 包括希伯来语专业在

内，今年入学的非通用语种学生将修

读跨学科课程

（微专业）

。 这类学生可

以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国

际汉语教育”“法学”“国际关系”5个

微专业模块中，择定其中一个模块修

读，形成以专业为单位的系统化专业

知识模块，提高未来发展的竞争力。

21个专业按7个大类招生

为落实学分制改革，广外继续实

施“大类招生”，共有21个专业按7个

大类招生，3个专业

（含

12

个专业方

向）

不再分专业方向招生。 这部分新

生入学后，首先按专业大类或专业进

行培养，再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专业或

专业方向分流。 大类招生给予学生更

大的专业选择自主性和发展空间。

据悉，学校允许符合条件的本科

生转专业。 转专业在第二学期和第四

学期进行，转出无门槛，转入需参加

学院的笔试和面试，2019年~2020年转

专业成功率达70%。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昌伟）

广

东彩民喜提7星彩首个亿元大奖！ 昨

晚，体彩7星彩第21066期开出21注500

万元头奖，其中20注由广东惠州一彩

民独中，揽得奖金1亿元。 这是7星彩

玩法上市以来的首个亿元巨奖，也是

今年中国体育彩票第二个亿元大奖。

昨晚，体彩7星彩第21066期开出

奖号“591044+2”，全国中出一等奖21

注， 单注奖金为该玩法封顶的500万

元。 令人艳羡的是，其中20注全部落

入广东。

记者从广东省体彩中心了解到，

落入广东的20注500万元大奖， 全部

出自惠州市西区海惠花园1栋115号

的4411030668体彩实体店。 中奖彩票

是一张单注号码20倍投票，票面投注

额总计40元， 中奖彩票出票时间是6

月10日22：44。 也就是说，惠州这位幸

运儿是在深夜出手， 一击命中1亿元

大奖。

据了解， 这是体彩7星彩上市以

来爆出的首个亿元巨奖。 作为体彩

“元老级” 游戏，7星彩自去年10月开

启新的游戏规则后，奖池与头奖奖金

更有保障。 自2020年12月4日第20123

期开奖后，7星彩奖池滚存金额已经

连续78期保持在亿元以上，这些均得

益于7星彩的全新游戏规则。 最新一

期开奖后，7星彩奖池仍留有1.69亿

元。

广外今年计划在粤招生4185人

招生计划总数5200名，新增希伯来语专业

惠州彩民投注40元独中1亿

7星彩首个亿元巨奖出炉

招生信息

●今年该校所有专业均在普通本科批招生

●师范类专业（英语、汉语国际教育）取消提前批招生

●新增希伯来语专业，该专业实施“希伯来语+英语”

及“3+1”或“3.5+0.5”培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