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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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安运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W7237（黄色）

重型货车道路运输证 IC 卡，号码：粤交运管穗 字

002584165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潘桂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9UL9P92X， 编 号 ：GS052020019

892，声明作废。

保单作废声明

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流水号段为

00002836-00002850、00002901-00002950、

00001959-00001961、00003686-00003705、

00003821-00003840、00003852、

00004086-00004105、00004491-00004500、

00000682-00000691、00004783-00004790、

00004571-00004575、00005421-00005430、

00001627-00001636、00005431-00005440、

00005448-00005450、00005695-00005700 交

强险批单声明作废。 与该保单有关的任何纠纷，

我公司不承担法律责任。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平安促进联合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

登 记 证 书 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码

51440105MJK940057T，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友名玻璃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 号 :440105601035992， 编 号 :S05920140640

20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遂溪县北坡怡彬城建材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40823MA53T3DX8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遂溪县北坡凤铝铝材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

号：4408236000959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杨炜志遗失铁路监理工程师证书， 其编号为

201705195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天园雅辉小吃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NACM3E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百伦第便利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工商注册号 4401056011373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贸区南

沙片区分公司遗失作废标志 2份，流水号 QJBD2

005895591；QJBD20087658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一路赢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编号

4401130041967）和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东奥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将注册资本

1000万元减少至100万元.债权人自本公告日起45日

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逾期视作放弃权利,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盛贤大沙头旧货交易市场通宝办公设备商

行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信用代码 92440101MA

59XP1C77注册号 440104600223398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交银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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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视作弃

权.清算结束后将向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清算公告

广州市春光石材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停止经营清理债

权债务,债权人45天内申报债权债务,逾期视作弃权.清

算结束后将向企业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博萃饮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码 92440101MA9UQYBA71，编号

GS0520200309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博萃饮品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4401050355507(1-1)，声明作废。

东莞市恒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公众参与

第二次公示

《东莞市恒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后评价》（征求意见稿）已完成，为进一步

公开征求公众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公开以下信息：

一、环境影响后评价征求意见稿全文及查阅

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请访问东江环保官网（https://www.dongjiang.

com.cn/main/media/zxgg/index.shtml）了解上述

信息详情、下载相关文件、提出建议和意见等

建设单位：东莞市恒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 6月 24日

遗失声明

GUANGZHOU�KAKA�LAZ�SALON�EQUIPMENT�

CO.,LTD. 遗失一份由 SHENZHEN�LUCKY�LO

GISTICS�LTD�GUANGZHOU�BRANCH 签发三

正三副正本提单， 提单号：LGZFLX2143039，现

声明作废，不再作为提货依据

公 告

由广西智凌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承建施工的

太平镇银林村道道路升级工程于 2020 年 11 月

20日已完工验收,现公告声明：施工的劳务人员、

材料供应商等,如还存在未与本项目进行结算支

付的，请于本公司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持书面文

件向我公司反映。 受理部门：广西智凌交通建设

有限公司太平镇银林村道道路升级工程项目经

理部,联系电话:13632348735,逾期本公司将不

再受理。广西智凌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太平镇银林

村道道路升级工程项目经理部 2021年 6月 22日

遗失声明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遗

失已填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四份， 发票代码

044001900204，号码 38541770－38541773，已

盖发票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茂学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

本 550万元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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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广州时颖印刷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将注册资本

300 万元减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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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海友烧腊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9X45G

783,注册号 4401063000565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汉城饭店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无煎道小吃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401046008159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新登场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工

商注册号 4401256000597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铺主张丽燕不慎遗失广东南国小商品

城中区 3 街 75 号定金收据一张,收据号码:0009

293,金额为人民币 20000 元;中区 3 街 77 号定

金收据一张,收据号码：0009294,金额为人民币

20000�元;中区 5街 78�号定金收据一张,收据号码:

0009295,金额为人民币 20000�元;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谢威林遗失车辆运输证， 编号 0081812, 车牌粤

AF403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城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8100995270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丰至水产品店（经营者：蔡丰至）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4012660023076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振兴进出口有限公司遗失由深圳亚

航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签发的三

正三副提单一份， 提单号：NBOSJO21060307，

船名航次：YM�UTILITY�/�072E。 特此声明作废！

责编：周乐乐 美编：方元 校对：段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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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穗发宣 粤省情）

广州市发展改革

委联合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于

6月23日正式启动2022年广州市十件

民生实事第一轮“海选”工作，向公众

无导向征询意见。

市民可围绕就业保障、 社会保

障、济困扶危、文化教育、医疗卫生、

食药安全、住房保障、环境整治、公共

交通、社会治安等领域，就自己最关

心的“急难愁盼”民生问题提出意见

和建议。 该轮无导向征集意见截至7

月7日，市民可通过微信、网络等方式

提交意见和建议。

根据广州市民生实事遴选工作

规范， 本轮无导向征求意见结束后，

有关部门将结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相关意见、12345政务服务热线留

言等，形成若干建议事项，由市民进

行第二轮“票选”，在征求人大、政协、

政府职能部门以及专家学者意见后

形成民生实事候选项目。

为鼓励公众参与2022年广州市

十件民生实事首轮无导向意见征询

工作，承办单位向通过微信公众号填

写意见的市民随机发放奖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钰 实习生 麦锦

婷）

记者昨日从广州艺术博物院公告获悉，

广州艺术博物院于昨日下午恢复对外开放。

据悉，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广州

艺术博物将继续实行网络实名制预约参观，

观众须提前3日

（含当天）

通过广州艺术博物

院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接受散客

（个

人）

和团体预约，每日按最大接待能力的50%

实行限流。 观众进馆须出示参观预约码，扫

描通行码，并持身份证验证健康码“绿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通讯员 粤仁

宣）

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

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2021年调整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的通知》

（粤人社规〔

2021

〕

13

号）

，从1

月1日起调整增加广东省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各地市将于6月底前把

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发放到退休人员手中。

据悉，本次调整基本养老金的人员范围为

2020年12月31日前

（含当日）

已按月领取基本

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以及2020年12月办理退休

手续，并按2020年标准计发基本养老金的退休

人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调整增加

的基本养老金，分别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中支出。

根据国家规定，广东省2021年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调整方法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

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兼顾企业和机关事业

单位退休人员，公平与效率相结合。 省人社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调整基本养老金全省将

有700多万名退休人员受益。

“急难愁盼”民生问题，你最关心什么？

2022年广州十件民生实事“海选”启动，向公众无导向征询意见

广州艺术博物院恢复开放

观展须提前3日实名预约

广东2021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700多万人受益

高龄人员按年龄分四个档次倾斜调整

2021

年

民生实事进展情况

广州市政府门户网站：

在网站“民意征集”栏《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开征集2022年广州市民生实事建议的

公告》下方留言区填写。

广东省情调研网（

www.gdsqfb.org.cn

）：

通过网站首页进入“2022年广州市十件民生实事”专题区填写。

“广东省情调查”微信（公众号：

gdsqzx

）：

关注微信公众号，在专题区进行填写。

电子邮箱：

发送电子邮件至nc339@126.com。

邮寄信件：

邮寄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371

号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

307

）

，邮编（510620），电话（020-36698032）。

基本养老金调整方法

定额调整：

每人每月加发45元，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执行同样标准。

挂钩调整：

与本人调整前的基本养老金水平和累计

缴费年限挂钩： 每人每月按照本人调整前基本养老金

（不含职业年金）

月标准的1.8%加发。 缴费年限每满1年，

基本养老金月标准增加1元；在此基础上，超过15年的缴

费年限，每满1年基本养老金月标准再增加1元；与本人

缴费年限挂钩的增加额少于15元的，按15元发放。

倾斜调整：

主要对高龄退休人员和企业军转干部等

群体予以照顾。

●高龄人员按年龄分四个档次倾斜调整。 对年满70

周岁不满80周岁、年满80周岁不满90周岁的、年满90周

岁不满100周岁的、 年满100周岁以上的高龄退休人员，

每人每月加发一定金额，并纳入以后基本养老金年度调

整基数。

●向参加企业养老保险的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倾斜，

基本养老金调整后仍达不到所在市企业养老保险月人

均基本养老金水平的，按所在市企业养老保险月人均基

本养老金水平计发。

参与

“海选”

方式

实事

1 开展老年人流感疫苗接种，56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成人接种门诊已建成并投入使用，流感疫苗采购进入招投标环

节。

实事

2 推广农村“一元钱看病”，全市村卫生站

（含中心卫生

站覆盖的村卫生站）

实施“一元钱看病”覆盖率已扩展到56%。

实事

3 加强食品安全检查， 截至5月25日， 全市农贸市场

（大型超市）

共快检89.3万批次，完成婴幼儿配方食品、乳制品、

进口冷冻食品抽检2608批次。

实事

4 推进中小学劳动教育，5月20日，广州市获批全国中

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区。

实事

5 改善优化居住条件， 老旧小区改造已完工项目35

个、新开工项目41个；发放住房租赁补贴16824户。

实事

6 加大就业支持力度，举办“阳光就业”高校毕业生招

聘活动19场，提供招聘岗位4.89万个；开展线上线下灵活用工

专场招聘会66场次，累计提供4.81万个岗位。

2021年广州市十件民生实事经人大投票决定后，市政府迅速制定工作方案，由分管

市领导重点督办，设立阶段性工作目标、建立工作台账，推进各项任务落地。 截至5月，十

件民生实事的14项具体任务顺利推进，部分工作已提前完成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目标。

实事

7 加强村社治安，已完成“一警务区一民警”和农

村“一村一辅警”全覆盖工作，全市1151个村、1632个社区

治保会建设完成率超过80%。

实事

8 加快地铁建设，地铁十八号线和二十二号线区

间轨道施工接近完成，机电工程进展顺利。

实事

9 加强河涌整治及碧道建设， 治理完成的147条

黑臭水体和50条重点整治河涌中，跟踪评估水质监测结果

良好。

实事

10 强化校园安全，面向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

医、园医开展重点传染病防控技术、手足口病防控技术线

上培训，进一步加强学校传染病防控。 学生规模1000人以

上的中学、1200人以上的小学，专职心理教师配备率已达

75.42%。 加强校门安全保卫和校园外来人员管控，优化上

学、放学和校园周边重要路段“高峰勤务”和“护学岗”机

制，确保重点时段学校门口“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

广州艺术博物院于昨日下午恢复对外开放。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