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资公告

广东穗银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减少至 5000万元. 债权人自公告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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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商物联行（广州）商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L5EW3G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博源货架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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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视作放弃权利,特此公告

寻人启事

本人冯应强，寻女儿：冯淑仪，自 2001年后一直没

有联系，见报后请电：13632350023。

寻人启事

本人罗燕群，寻儿子：高伟斌，自 1998年后一直没

有联系，见报后请电：1582464848。

遗失声明

广州云埔工业区鸿福房地产开发公司南岗朗桥头

分 公 司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44011214005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科联机械厂遗失公章(法定名称章)，财务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东永途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公

司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1000 万元减至人民币 10

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

本公司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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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公交集团广交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驾驶员李永

乐遗失合同保证金和安全互助金单据 12000 元，

编号为 0017287/0017288，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公交集团广交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驾驶员曾胜

平遗失安全互助金单据 2000 元 ， 编号为

000591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张雪梅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D5C91R，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程凯仁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DH01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泽绮眼镜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4600859844， 执照编号

04913035627G，声明作废。

寻死者家属

2021年 9 月 10 日 3 时 30

分许， 在广州市白云区大源北

路太和镇东路南 18 米，小型越

野客车与行人相碰， 造成行人

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死者男性，约 30 岁左右，高约

168CM，长脸，短发，中等身材。

现公安机关请死者家属及知情人速与交警白云

一大队 汤、 欧警官联系， 电话：83128807 或

87097911。

寻事故知情人

2021 年 8 月 31

日 12时 25 分许，在广

州市白云区永康北路

白云大道北东 7 米（白

云大道北永康北路路

口）， 小型轿车与二轮电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小

型轿车逃逸，造成 1人受伤。 现公安机关敦促肇

事者尽快投案自首，请知情者或目击者速与交警

白云一大队汤、 欧警官联系，电话：83128807 或

87097911。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今日丽舍理发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JCD55U，注

册号 4401263090188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亿莹湘便利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40105601089292，执照编号：S059201

5021754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陈姐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NF3R10，编号:

S0592017026546G，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市粤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1015760378698 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00

万元。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

内向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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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慧玲土石方经营部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L396666

703，注册号 4401066006240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凤阳万林餐厅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GYPW62

，注册号 4401056012459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建华日用杂品店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 440126600047029，编号 S2692014

035322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正香牛杂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244011200239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湘怀蒸菜馆，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ACA498，

注册号：4401116012042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言小堡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编号：JY24401030219224（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言小堡餐饮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YFDW8L，编

号 GS03201906995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市玖兴公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401010882296779） 股东决定，

本公司注册资本从 400 万元减至 5 万元。 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

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清算公告

广州雄光照明灯具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

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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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广州嘉恒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注册资本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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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视作放弃权利,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一丰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2-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XKK07R，编

号：S2212018002729(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臻威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

专用章、法人章(李文华)各 1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秋枫村介

岺

经济合作社遗失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码为 J5810213711001 的一

份，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嘉润酒店有限公司遗失卫生许可证正、副本，

粤卫公证字[2016]第0106A00647号，现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公告

马超、马力、王建霞、马树强：你方欠汪恩光

服装加工费、银行贷款利息、仓库租金、仓库管理

费,共计 13000000 元（壹仟叁佰万元）转让给了

广州市智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因你方下落

不明， 特用报纸公告方式履行债权转让告知义

务，请你方尽快联系债权人还款，以免起诉到法

院 给 你方带来诉讼费等不必 要 的 损 失 。

公告人：汪恩光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康健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 规定为徐汉龙缴存 2012 年 3 月至 2013

年 9月、2015年 5月至 2018年 4月期间住房公

积金 94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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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穗公积金中心增城催字〔2021〕17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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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城办事处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催告不服，你

单位有权自送达起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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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5日

遗失声明

广州祺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牌粤

ADN1923 道路运输证， 证号穗交 0084283，粤

ADM9667 道路运输证， 证号穗交 0090708，粤

ADK0823 道路运输证， 证号穗交 0081240，粤

ADN3160 道路运输证， 证号穗交 0080208，粤

ADN5027 道路运输证， 证号穗交 0090218，粤

ADJ8707道路运输证，证号穗交 0090780，声明

作废。

施工公告

为保障大广高速中和里立交至杨荷

立交、佛清从高速中和里立交至街口收费

站（即：街北高速）改扩建工程顺利实施，

确保过往车辆和施工安全，该路段从 2021

年 9 月 23 日至 2023 年 1 月 6 日将分阶

段实施双向封闭快车道，过往车辆向两侧

改道或原双向通行改为半幅双向通行的

交通管制措施， 请过往司乘人员注意安

全，保持车距，谨慎驾驶，按照交通标志标

识提示通行， 服从现场交通指挥人员指

挥。 特此公告

广州广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公司从化街口至花

都北兴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经理部

2021 年 9 月 15 日

公 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现对已办理变更登记的民间组织单位予以

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中学（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440105731571069M，住所：广州市广

州大道南逸景路芳盛街 60号，法定代表人：孔宪

志）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变更法人，变更前：孔宪

志，变更后：杜丽莎。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

为有关登记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本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或广州市

民政局提出行政复议； 或是在本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中学

2021年 9月 15日

协查公告

2021年 9月 3日， 我单位在广州市南沙区

万顷沙镇洪奇沥水道七涌半红树林对出滩涂处

发现一艘“三无”快艇，船上配置大马力发动机，

现场无发现驾驶人员，船上载有冻品。以上船舶，

现场无人认领，我单位将依法处理该船舶。 公示

至登报之日起 60�日有效。联系单位:广州市公安

局南沙区分局万顷沙派出所 ， 联系电话 ：

020-84955577，联系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

镇新垦大道 91号。

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万顷沙派出所

二 O二一 年九月十四日

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

致：金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谢娟、谢蕾、郑绍坚、

郑永海、广东税丰拍卖行有限公司、广东盈晖拍

卖有限公司

金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现更名“旭耀投资

有限公司”） 对我本人的债务均已逾期，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仍拖欠借款本金 1500 万

元，利息 27359066.67 元。 谢娟、谢蕾、郑绍坚、

郑永海、广东税丰拍卖行有限公司、广东盈晖拍

卖有限公司为连带责任担保人。 上述债务，请债

务人及担保人在登报公告之日起十日内承担还

款付息之义务！ 特此通知！

债权人：何智强

2021年 9月 15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琳渝百货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XKQM

4W，注册号 4401116011092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银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象新村下中股份合作经济社

遗失开户许可证,户名:从化市鳌头镇象新村下中

经济合作社,核准号:J581008048870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东添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013275314874经股东决定，拟将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20 万

元。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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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东魔女族服饰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KTWA0U，编

号：S1012018015655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莞市石碣尊王歌舞厅有限公司遗失粤 SH184A

车辆购车发票，现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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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街坊也可以

参与身边公共设施的设计了！ 为促进社会

各界力量参与关注广州城市建设， 探索建

立公众参与城市空间品质提升的平台，营

造有品质、有活力的公共空间，今年8月，广

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越秀区建设和水

务局、广州市岭南建筑研究中心共同策划，

举办“社区事·街坊做”寺右新马路两座人

行景观桥竞赛征集活动， 面向全社会征集

优秀的人行景观桥设计方案， 助力广州精

细化品质化建设。

近日，记者走访寺右新马路发现，本次

活动征集到的27个人行景观桥设计方案全

部面向公众展出， 大面积的展板和新颖独

特的设计理念，吸引了不少街坊驻足欣赏。

据了解，寺右新马路位于越秀区。 一条

道路展现了三个时期的城市空间特征，西

接20世纪初期模范住宅区东山口， 横穿改

革开放新城综合开发范例五羊新城， 东至

现代CBD珠江新城。 作为越秀区城市更新

改造补短板项目， 此次改造的两座人行景

观桥位于寺右新马路3号、4号附近，靠近达

道路，是寺右新马路的重要空间节点，拟通

过优化景观桥的功能形态， 形成“一桥一

景”布局，充分满足居民需求，塑造有活力

的街道景观。

根据本次活动征集的要求， 景观桥设

计充分考虑场所感和视觉美感， 打造具人

行过街的交通功能， 同时成为城市亮丽的

风景线。 同时，设计关注无障碍设计、风雨

连廊等要求， 为市民过街营造舒适的空间

环境。 征集要求充分考虑设计方案的经济

性和可实施性， 设计方案重点考虑桥下作

为垃圾收集空间的处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绵钦 通讯员 交宣 ）

广州交警昨日通报：9月14日9时50分许， 驾驶人

施某驾驶号牌为粤ABY4××的大型普通客车

（公

交车）

，途经江湾路基立下道公交车站路段时，因

避让一辆非机动车， 失控碰撞内环路桥底桥墩，

造成公交车上多人身体不适。经送医院检查，除1

人右手骨折外， 其余人员均为轻微损伤

（无大

碍）

。 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近

日， 广发银行开启为期两个月的

“广发庆生季”活动，结合广发卡、

财富管理、E秒贷、幸福理财等多重

金融产品和权益服务回馈新老客

户。 作为唯一一家总部设在广州的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广发银行

于9月11日～12日亮相广州正佳广

场，在4层中庭举行“广发周年庆 来

正佳发现精彩生活”主题活动。 据

了解，本次活动现场为消费者准备

了丰厚好礼、大牌饭票、实惠理财

产品等超多惊喜，助力消费者尽享

广发精彩生活。

据广发银行广州分行相关负

责人介绍，即日起至10月底，广州地

区将于“发现精彩”APP开启系列票

券促销活动，活动涵盖餐饮、零售、

超市、百货、文旅、通信等行业，覆盖

超40家商圈，近600家门店，以“五折

饭票”“天天特惠”“积分兑” 等丰富

的活动形式，实实在在给民优惠，真

正促进广州地区经济复苏，提振消

费。 本次“广发周年庆 来正佳发现

精彩生活”主题路演活动则以“线

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全方位回馈

广州消费者。 活动期间， 广发卡客

户可登录“发现精彩”APP，参与正

佳广场大牌餐饮6.8折、零售商品满

100元返50元等购券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机场宣）

昨日记者获悉，根据福建省疫情防控形势，白云

机场对福州、泉州、厦门、三明、武夷山等五个地

区来穗进港航班， 实施全部旅客落地核酸检测

（无论是否持有

48

小时核酸检测证明）

。 白云机

场提醒相关旅客，提前进入微信“粤核酸”小程序

注册信息，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登记检测。

寺右新马路两座人行景观桥27个设计方案向公众展示

或将增设风雨连廊和垃圾收集空间

广发银行周年庆

携手正佳送大礼

广州交警：

一公交避让非机动车碰撞桥墩

白云机场：

5

地区航班旅客落地须测核酸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绵钦 通讯员 邱冰熙）

近日， 广州黄埔警方打掉一个盗窃电动车团伙，

抓获团伙成员3人，查获涉案电动车5辆，初步破

获同类案件54宗。

近期黄埔辖区多个地铁口及周边发生电动

车被盗案件，联和派出所锁定一个有前科的作案

团伙。9月5日，联和派出所采取抓捕行动，在天河

区一出租屋将涉嫌盗窃电动车的团伙成员罗某、

颜某、 李某抓获， 在出租屋内查获涉案电动车5

辆。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黄埔警方：

盗窃电动车团伙

3

人落网

设计方案《花轿》。

设计方案《寺右桥》。 本栏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吴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