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康家生物医药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

用章、法人章(李雅豪)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运绮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3W6K21，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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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杰诗涵美发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9X3Y5A6E，

注册号 4401066004943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新市群卿食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B05J2M，

注册号 440111601262718，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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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北大青鸟计算机职业培训学校（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106665900388L，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373 号五山科技广场 C 座

第三层自编 c309-319 号，法定代表人：刘林伟）

于 2021 年 9 月 9 日（一）业务范围由“计算机程

序设计员（三级）”变更为“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二）章程作相应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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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或广州

市民政局提出行政复议； 或是在本公告之日起

90日内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北大青鸟计算机职业培训学校

2021年 9月 16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民间文艺家协会，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关小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1056004

49647，编号 S0592014052869G，声明作废。

变更公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440106054520052R

单位名称：广州市天河区服装商会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 27号广东益民服装

城 C区三楼 352室

法定代表人：肖健峰

变更事项：

一、住所由“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 21号西侧建筑

物 6楼”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 27 号广东

益民服装城 C区三楼 352室”。

二、章程作相应变更。

遗失声明

乔金贵遗失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颁发的军人

保障卡，卡号 8144011807244436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恒景建筑清洁有限公司遗失粤 Aw8748 重

型货车道路运输证 IC 卡， 号码： 粤交运管穗字

002877406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从化市经济贸易局遗失开户许可证正本， 核准号

Z58100002000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天河元至计算机经营部遗失开户许可证正、

副本，核准号 J58100145637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银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810099642602，现声明作废。

声 明

广东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怡凯分公司

于 2020年 10 月 30 日起、广东和平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南沙分公司于 2020 年 07 月 01 日起

已终止营业。 此后该分公司的一切行为及债权、

债务均与我司无关。 特此声明！

广东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湛江市宸明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经研究

决定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 100万元人民币

减少至 10万元人民币）。希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

关系的单位及个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前来协商办理。逾期公司将按法律程序进行减资

登记。 法定代表人:梁雪强，地址：湛江市赤坎区

军民路 8 号金沙湾新城陶然居 10 幢 5 单元

201房

2021年 9月 15日

注销公告

河源市大通联爱公益服务中心, 登记证号:

52441600MJM21872XB,住所:河源市源城区福

新大厦 90 号店铺,业务主管单位:河源市卫生健

康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冯小雅。根据《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将拟注销登记。 拟

注销时间 2021年 9月 20日,现予以公告。 请各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1 周内向我单位清算小组办

理债权债务事宜。

减资公告

广州粮山好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MA9UKJJH13）经股东会决议，公司

拟将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万元减至人民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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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广州市天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MA5D4N2567， 经股东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组成清算

组进行清算，请有关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

续，逾期视为放弃。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广州子午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LLAY8P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 100 万元减少至 5 万元。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杨朝伟遗失由广州萝岗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23 日开具的装修押金收据

壹张，收据号 0020511，金额 5000元，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澳厦工程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9W7CNR09）股东会决定，本公司

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有关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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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播严选（广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101MA9UN1DF4A 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 5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0 万元。 请有

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和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MA9WE5K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鸿依伦百货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4010400004658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鑫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法人章(金敬华)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铭泰俊兴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遗失国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国税证号：440111304339847；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强胜五金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XU6E9Q，注册

号：4401216001903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小鱼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法人章（江星）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震之宜软件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

专用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松洲陌蒂尔饮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40111601485180，编号：S119201

505172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特

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惠雅，遗失记者证，记者证号为：B4400146600

023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市珍之堡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200

万元减少至1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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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广州今何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决议,注册资本100

万元减少至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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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广东穗银信用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减少至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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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州市鉴江传瑞食品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982MA4YQQJ68Q�，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特此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东达元绿洲食品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889032476 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

资本 70242640元人民币减少至 69932640元人

民币. 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提出清偿债务或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广州唯意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MA5CY2HKX8�经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减至人民币 10 万元，

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吸收合并公告

经广州创视能医疗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78417084U）、中大视光（广

东）医疗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RKEU33）的股东决定：广州创视能医疗投资

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中大视光（广东）医疗有限公司，广州创视能医疗投资有限公司存续，中大视光

（广东）医疗有限公司注销。 合并前，广州创视能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500万元，中大视光（广东）医疗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合并后，存续

公司广州创视能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500万元。 公司合并后，合并各

方的债权、债务由广州创视能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承继，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债务担保的请求，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联系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417号东方广场商务中心 7楼

联系人： 杨小姐 联系方式：18922104397

广州创视能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中大视光（广东）医疗有限公司

2021年 09月 15日

迁坟公告

因城郊街黄场村及坑尾村地段政府储备用地项目建设需要，根据《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征

收土地预公告》（穗规划资源预征字〔2021〕140号）以及《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公告》（穗从府征前公〔2021〕11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拟征收 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黄场村第三、四、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股份合作经济社集体土地，须对项目征收范围内坟墓进行迁移，现 就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

城郊街黄场村土名为上西瓜岭、下西瓜岭、孟枝窝、养沙岭、牛营岭、大岭古、满忠岭、锅盖岭、落

三背底、园岭仔 、南咀、中秋会范围内所有坟墓。

二、 迁坟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1年 10月 18日。

三、迁坟要求

请位于上述范围内坟墓的坟主于限期内与黄场村委联系办理迁坟补偿登记事宜，迁坟补偿标准

按《广州市办公厅关于 印发广州市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试行办法的通知》（穗府办规〔2017〕

10号）执行。 逾期未办理迁移登记补偿手续的，一律 作无主坟处理。

四、联系地址：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黄场村委会 联系电话：87907068

联系人：黄嘉文 联系电话：13544564293

特此公告。

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道办事处

2021年 9月 16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信用卡中心佛山分中心

地址变更，变更地址为：住所由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 55

号佛山万科广场写字楼项目 37 层 09-12 之一号单元变更

为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 55 号 3709、3710、3711 号房。

以上,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信用卡中心佛山分中心

2021 年 9 月 16 号

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玉之泉酒楼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92440101L71431556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全子海鲜档（注册号：4401256000870

70）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广州环岗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

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130 万元人民币减资为 10

万元人民币。 自 2021 年 9 月 15 日起公司清理

债权债务。 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如有异议，请

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提

出清偿。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来食君快餐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D481R97， 编号

GS252020006472，声明作废。

责编：李俊杰 美编：何建玲 校对：叶春晖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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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号线神舟路站7·30进水事故调查报告公开

局部强降雨为诱因 相关责任人或被处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见习记者 王思

雨）

9月14日，广州市应急管理局在官网发布广州

地铁二十一号线神舟路站“7·30”在建出入口挡水

墙倒塌致地铁进水一般事故调查报告。据悉，本次

事故造成21号线黄村站至苏元站共6个站暂停营

运7小时，直接经济损失91.15万元。 调查认定，这

是一起以局部强降雨为诱因的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

影响：

21号线6个站暂停营运7小时

7月30日12时46分许，因突降暴雨，位于广州

地铁21号线神舟路站在建Ⅳ号出入口地平面挡

水墙被积水冲垮倒塌。 地表积水下泄到基坑后通

过过道涌入车站，造成21号线黄村站至苏元站共6

个站暂停营运7小时，直接经济损失91.15万元。

调查认定，广州地铁二十一号线神舟路站“7·

30”在建出入口挡水墙倒塌致地铁进水一般事故

是一起以局部强降雨为诱因的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 神舟路站在建出入口施工区域位于局部地势

最低点，由于短时强降雨及排水管被封堵造成地

表大量积水，积水冲垮Ⅳ号出入口防护墙后涌入

基坑， 冲垮基坑与站厅之间隔离墙的上部砖墙

后，流入地铁站站厅，最终导致地铁站厅被淹。

建议：

开展全市在建地铁项目安全大检查

本次事故在广州地铁在建史上无先例，当积

水漫过挡水坎，进入运营站厅，地铁集团与项目

部分别启动应急响应，同时抽调大量人员，及时

疏散乘客，局部停运地铁列车，应急快，抢险快，

无人员伤亡，应急处置果断，值得总结和推广。 报

告建议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认真总结此次案

例，修订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在全系统推广运用。

此外， 报告指出各参建单位防汛意识不强、

吸取事故教训不认真等问题，针对此类问题，报告

指出相关防范措施建议， 要求立即组织开展全市

在建地铁项目安全大检查，强化应急救援准备，提

升应急响应处置能力，在规划、设计、建设阶段加

强防洪安全工作，探索引入防汛新技术，研究增加

摄像头监控、电子主动监测水位等方案。

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是

事故发生项目施工单位， 未有效履

行安全生产责任； 石家庄铁源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 作为建设单位委托

的土建施工监理单位， 报告建议由

黄埔区应急管理局给予行政处罚。

个人方面， 对于中铁隧道集团

三处有限公司总经理， 建议由黄埔

区应急管理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对于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 建议由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对于中铁

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项目副经

理、实际负责人，建议由广州市交通

运输局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另外， 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的人员包括：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中铁隧道集团三处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华南指挥长，

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项目技

术负责人， 石家庄铁源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驻该项目总监代表。

针对其他人员的追责情况，报告

指出，市纪委监委针对此次事故成立

了追责问责调查组， 独立开展调查，

对属地监管部门和广州地铁集团的

追责建议将由其专门小组另行公布。

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 （项目

部）

一是安全风险辨识不足。 在变

更施工流程后， 对原防护墙的防淹

作用认识不到位， 未根据季节变化

（汛期）

采取相应的安全施工措施。

在拆除原防护墙后， 仅对敞口段基

坑西侧缺口加建临时防护墙， 未使

用原设计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未及

时分析拆除石马对场内排水功能影

响程度， 在未清疏场内排水设施的

情况下即拆除石马， 致使雨水积聚

又无法排出， 最终冲垮防护墙发生

倒灌。

二是现场管理不到位。 在排水

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 违规采取封

堵排水管截留泥水。 停用该排水方

式后，未能及时拆除管道挡水墙。

三是隐患排查不到位。 汛期到

来后及郑州地铁淹水倒灌事件后仍

未认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未能及

时发现并消除排水管封堵、 防护墙

达不到原有的防淹能力的安全隐

患。

石家庄铁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在Ⅳ号出入口建设过程中，未

能有效履行监理安全责任， 未能排

查发现雨水井违规封堵的隐患问

题， 对于施工单位在拆除原防护墙

后， 对敞口段基坑西侧缺口未经设

计变更加建复合材料临时防护墙的

问题未及时发现并纠正， 致使该防

护墙最终无法起到防淹作用， 积水

冲垮防护墙进入地铁站厅。

处理建议：给予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及相关个人行政处罚。

事故相关单位主要问题

事故原因

环境因素方面：

1.当天广州黄埔区出现强降雨

极端天气， 当地联和街录得全市最

大累积雨量 90.4mm 和最大小时雨

量 74.4mm

（

12

时许至

13

时许）

。

2.神舟路站在建Ⅳ号出入口位

于局部地势最低点， 科学大道西向

东的雨水和神舟路北向南的雨水汇

集到此地。

3. 在暴雨情况下，Ф1200 排水

管在乌涌河边排水口会完全淹没于

水面以下， 河涌水对排水管道的流

水存在一定顶托情形。

人为因素方面：

1.施工区域外集聚的雨水，通过工地西端被拆除的大门、南侧

断开的石马以及漫过北端神舟路大门的防洪沙袋涌入场地。

2.施工单位为防止施工区域泥浆水外溢污染乌涌，在 Y14 雨

水井井底管口位置违规设置了挡水墙，降低了雨水管道排水能力。

3.施工单位自行设置的下部钢筋混凝土、上部砖砌复合临边

防护墙，达不到原有的防淹能力。 瞬间汇集的雨水骤然升高漫过

防护墙顶，砖砌部分随后倒塌，雨水进入Ⅳ号出入口通道。

4.神舟路站站厅与Ⅳ号出入口通道位置接口处，主要用于拦

截Ⅳ号通道内基坑渗水及敞口范围降雨的挡水坎高度仅 1 米高，

挡水坎上方加砌砖墙到顶仅作为空间隔离，在短时间大量雨水涌

入Ⅳ号出入口通道后， 水头冲击和水压导致砖墙开裂渗漏并损

毁，雨水进入车站站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