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商业信托贸易公司（注册号埔

4401121300695） 遗失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和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原件），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道总工会遗失工

会经费收入专用收据，票据号：

1714739765、1714739766、1714739767

1714739768、17147397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元丰百货连锁鱼珠商店（注册号

440112000066560）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艾 宝 贝 早 教 园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1622MA51T003X1）经举办者决定，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学校负责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学校申报，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东涌伊牧园饮食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40110600246613，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2440101MA59PYWX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东涌伊牧园饮食店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24401150067917，

声明作废。

寻三无船舶船主

2021 年 11 月 16 日在广州市南沙区

南横水闸水域发现一艘三无船只， 船长为

7.7米，船宽 2.05 米，船深 0.56 米，船体材

质为纤维， 船身为黑色， 船舷下方有一条

10CM 左右宽度的紫色线条环绕船身，无

马达， 请船主及时联系广州市公安局南沙

区 分 局 南 沙 派 出 所 ， 电 话 ：

020-84987417，联系人刘警官。

寻三无船舶船主

2021 年 11 月 18 日在广州市南沙区

花园酒店对出水域发现一艘三无船只，船

长为 14. 5米，船宽 3. 7米，船深 1. 4米，船

身为灰色，船体材质为纤维，船尾处有五个

马达（品牌水星， 功率是两个 400， 三个

350）， 请船主及时联系广州市公安局南沙

区分局南沙派出所， 电话：020-84987417，

联系人徐警官。

关于换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

公告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经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批准，

因变更地址、资格延续，特换发《经营 保险业务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联系电话：020-38011271

机构编码：000145440000

许可证流水号：00073224

设立日期：2011-1-4

发证日期：2021-10-19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9号 1901房，

1902 房 ，1916 房 ，3709 房 ，3710 房 （邮编：

510620）

查找弃婴（儿童）生

父母公告

2009 年 2 月 28 日 16

时，在从化区吕田镇吕田粮

所对面路边发现一名弃婴，

主要特征：黑头发、浓眉毛、

眼睛眯着、小嘴巴，圆圆的

小脸，很瘦，用纸箱装着。自公告之日起 60

天内，该弃婴（儿童）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如不前来认领，广州市从化区民政局收

养登记办公室将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广州市从化区民政局收养登记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5 日

交付公告

广州建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建发

央玺花园项目 2、3、4、6栋已顺利通过竣工验收，

将于 2021年 11月 29日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进行交付。我司将发送《交付通知书》，请收到《交

付通知书》的业主于规定的时间内携带相关资料

到广州市白云区石潭 路 568号建发央玺花园现

场办理交接手续 。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

18127911685

广州建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24日

遗失声明

白云区江高镇大龙头卫生站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正本,登记号440111PDY99981212D6001,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远鹏音像经营部经合伙人决

定终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企业

将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特此

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尧泽土石方运输有限公司遗失中华

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 车牌号码：粤

ACJ096，车辆识别代号：LFCDKB5P2K1021900

；车牌号码：粤ACT206，车辆识别代号：LFCDKB5P2

K1021878；车牌号码：粤 ACM291，车辆识别代

号 ：LFCDKB5P2K1021864； 车 牌 号 码 ： 粤

ADU019，车辆识别代号：LFCDKB5P8K102190

3；车牌号码：粤AFM733，车辆识别代号：LFCDKB5

P2K1021895，现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尧泽土石方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车牌

号码：粤 ACT206（黄色）的道路运输证，证号

440100031699；粤 AFM733（黄色）的道路运输

证，证号 440100051958；粤 ACJ096（黄色）的道

路运输证，证号 440100031833；粤 ADU019（黄

色） 的道路运输证， 证号 440100031849；粤

ACM291（黄色）的道路运输证，证号 440100031

90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奇宇山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的广

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2 份， 发票代码：

044002000104，发票号码：12537434、12537435

，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一逸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AF01446《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运输证编010446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欣德气动元件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UKHMM6G，

编号：S251202001691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中运客运公司工会委员会下属各工会

委员会遗失印鉴，遗失情况分别如下：广州中运

客运站场管理有限公司

滘

口（芳村）分公司工会

委员会财务专用章及法人章（王乐平）各一枚；广

州中运客运站场管理有限公司永泰（夏茅）汽车

站工会委员会法人章（陈

珺

）一枚；广州中运客运

站场管理有限公司芳村汽车客运站工会委员会

法人章（吕旭）一枚；广州中运客运站场管理有限

公司

滘

口汽车站工会委员会法人章（王乐平）和

财务人员章（傅燕红）各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中山中科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2000572350049R）经股东会决议，注

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 52386.32025 万元减至人

民币 32907.1912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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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一碗粉饮食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101087749339G）遗失公章、财

务专用章、法人章各 1枚，开户许可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嘉网电子商务公司遗失广州市荔湾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核发日期：2018 年 5 月 23 日，许可证编号：

JY14401030144853(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何楷然（身份证号 445202197911262733） 遗失

2003 年的 < 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授予医师资格

申请表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彦妃棋牌室遗失个体工商营业

执照正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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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英艺幼儿园(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2440105687665382Y，住所：广州

市海珠区新港中路赤岗三街 5 号， 法定代表人：

邢雪玲)于 2021年 11月 15日变更法定代表人，

变更前：黄伟强，变更后：邢雪玲；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变更理事会成员，变更前：黄伟强、连妙

容、张卓雅、吴湘婷、姚晓媚,变更后：邢雪玲、林

裕浓、黄伟强、李炳强、李育明；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变更理事长，变更前：黄伟强，变更后邢雪

玲；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变更监事，变更前：邢

雪玲,变更后:缪丽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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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广州

市民政局提出行政复议； 或是在本公告之日起

90日内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英艺幼儿园

2021年 11月 24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吴旭文食杂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MA5A4MBC6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东源县移新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3441625094930021A）经成员大会决议停

止经营并申请注销，请各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务。

遗失声明

一汽出行科技（广州）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运

输证， 编号 0070557， 车牌粤 ADB2217； 编号

0059261，车牌粤 ADA1901；编号 0063511，车牌

粤 ADG28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周奕佳遗失义务兵证，证号：兵字第 201904187

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兜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建设银行广

州赤岗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44050143190100

000028，核准号 J58100897101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商户解战京遗失中山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居广场有

限公司，押一付一押金，单号 ZY20120300499837

，金额 14867.91元，声明遗失

减资公告

广州高博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NC492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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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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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东金管道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106MA5CECG40X；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以理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停

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请债权人 45天内申报债权

债务,逾期视为弃权.向公司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减资公告

广州费威尔品牌设计策划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

将注册资本 500万元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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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秀（广州）人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将注

册资本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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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乌石村大围经济合作社遗失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81002817010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集清社建材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发票

章、法人章(刘永斌)各 1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市云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 500万元减至 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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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华鼎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许可证编号：JY14401050123196(1-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贝斯勃格汉堡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D3BL83W，执

照编号 GS25201909246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市穗加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 800万元减至 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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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泽斌咨询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B72GH0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乐加儿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

专用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公告启事、遗失声明、招租招聘

法院公告、清算公告栏、寻人启事

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刊登热线：84092756、 13416434253

Ｑ：173745866

遗失声明

广州都侨纺织品有限公司遗失合同专用章一枚；

现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宝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的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联、报税联、注册登记

联）一份，发票代码：144002124160，发票号码：

10444409，已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巨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现登

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恒炫光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810180077402；现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区仁参润康大药房店遗失药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编号：粤 CB020198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环球车享（广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车牌：粤

AD71260 的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证

号：穗交 0057657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环球车享（广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车牌：粤

AD98907的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证

号：穗交 0065445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环球车享（广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车牌：粤

AD52975 的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证

号：穗交 0069287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妆绑家用电器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C

1Y93C，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市忻然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

本 120 万元减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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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水富美食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D39JL1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东云恒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将注册

资本 500万元减至 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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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中健云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

5CWMEU62,编号：S2652019091542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三婶美食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ATDM17�

，注册号 ：44012160072131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宇浪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将注册

资本 5000万元减至 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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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市亦锦服饰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停止经营,

清理债权债务.债权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申报债权债务,本公司将向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撤销公告

广州市军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368325341XR，撤销 2021 年 05

月 13 日 -2021 年 06 月 26 日在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的清算组备案及债权人公告并解

散清算组，继续经营：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锦恩服饰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学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T4428B，编

号：S1012019081944G�（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南雄快餐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3250989745，注册

号 ：44010560120737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安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2000

万元减少至1000万元.相关债权人自公告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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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艺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2000

万元减少至1000万元. 相关债权人自公告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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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夹星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9UUGEN5D， 编号：

外 S112020095132G（1-1），现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陈亚娣理发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1P5

W2Q，编号 S0692015039731G，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李丽仪遗失发票 3 份，开具时间：2015 年 7

月 9 日，发票号码：00081871，金额：3000 元；开

具 时 间 ：2017 年 7 月 10 日 ， 发 票 号 码 ：

39220992，金额：1500 元；开具时间：2015 年 7

月 9日，发票号码：04905274，金额：450元，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江埔明爸农产品购销部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6B20

0L,编号：S2292015011774G，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雅姿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1065622866023，经股东会研究决

定予以减资， 注册资本由 50 万元人民币减至 5

万元人民币，请有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自登报

之日起 45日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番禺海关公告

番关缉公字[2021]007号

(无主)

我关于 2021年 11月 25日对你（单位）作出

了行政处罚决定（法律文书号：番关缉违字[2021]

000069~000077 共九份）。 该文书正 本已于

2021年 11月 25 日在我关公告栏内张贴，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程序规

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之规 定，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满 60天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责编：温金良 美编：何建玲 校对：段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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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日前，

亚足联公布获得下一年度亚冠联赛

参赛许可证的俱乐部名单。 值得关注

的是，中超历史性地出现了没有一家

俱乐部获得参赛许可证的情况，目前

只有 6 家俱乐部尚待进一步复核。 这

意味着，尽管明年中超联赛出战亚冠

联赛的席位还是“3+1”，但实际最终

可获参赛资格的球队很可能无法达

到 4 家。

世预赛之后理应尽快重开的中

超联赛，将于下月重开。 早前有报道

称，即便是中超公司负担赛会制比赛

所需的酒店住宿费用，仍有一些球队

因资金紧张而可能临时退出。 这也引

发了外界对于联赛后续发展的担忧，

更别说亚冠杯、亚协杯等等亚洲俱乐

部赛事了。

由于过往在处理“亚冠参赛许可

证”上存在不严谨的态度，没有严格

把关，中国足协今年吸取教训，在 10

月上报的“2022 年亚冠联赛参赛许可

证”名单中严格把关，不符合标准或

不达标的俱乐部一律没有上报。 本次

上报名单仅包含 14 家俱乐部， 这是

足协近些年上报申请参赛许可证数

量最少的一次。 即便如此，14 家上报

名单还是被亚足联否决了 8 家，剩下

6 家俱乐部列入“待定”一栏。 这也意

味着，中超中甲目前没有任何球队取

得明年亚洲赛事的参赛许可证。

据了解， 这 14 家俱乐部之所以

都没正式“发证”，大多数是因为存在

欠薪情况，只不过程度不一，也有个

别俱乐部是因为其他情况。 在这份名

单中， 中超 6 家俱乐部即山东泰山、

广州队、深圳队、长春亚泰、上海海港

和上海申花处于“待定状态”。 根据亚

足联公布的 2021 年度版本的《俱乐

部许可证规则》， 俱乐部基本符合或

者达到强制性的规定要求，只不过因

为在义务性的个别条款或规定尚未

完全达到要求、但不影响大局，只需

要补充相关材料或稍加整改就可获

得通过。 所以，亚足联下属的“亚足联

准入控制机构”依然可以准许这些俱

乐部参加亚冠联赛。 这就是说，明年

参加亚冠联赛的中超俱乐部将只能

从上述 6 家俱乐部中产生。

目前，这 6 家俱乐部中只有山东

泰山、上海海港和深圳队暂未传出关

于欠薪的流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北京时

间昨日凌晨，休斯敦世乒赛迎来首个比

赛日。 备受关注的中美混双组合王曼

昱/卡纳克、林高远/张安分别击败各自

对手晋级，国乒出战的单项和双打均晋

级次轮。

虽然，王曼昱/卡纳克、林高远/张

安在开赛前两天才配对，然而他们在首

轮比赛中表现抢眼。 王曼昱/卡纳克首

战对手是俄罗斯组合斯多连科/塔拉科

娃，首局中美组合11:6轻松拿下，第二局

双方从10平战至17平，最终中美组合以

19:17再赢一局，第三局俄罗斯组合以7:

11再输一局，中美组合3:0取胜。赛后，卡

纳克认为，能与世界冠军王曼昱合作很

荣幸，“我们开局不错，希望保持这个势

头，越打越好。 ”另一对中美组合林高

远/张安以同样3:0击败葡萄牙组合阿波

罗尼亚/邵杰妮晋级。 男单方面， 王楚

钦、周启豪分别以4:0击败比利时的拉姆

比尔特、 意大利的斯托亚诺夫晋级，周

启豪第二轮将战德国名将波尔。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北京

时间昨日，湖人队在NBA常规赛中再吃

败仗，他们在客场以100:106不敌尼克斯

队。 湖人队比赛中最多落后尼克斯队25

分，但下半场一度追平比分，无奈对手

末节发挥更出色。

重回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湖人队球

星安东尼手感不佳，本场比赛14中3，只

得到12分。 威斯布鲁克空砍31分、13篮

板和10助攻的三双数据，这也是威少生

涯第188次三双。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湖人队未能取

胜，但仍为尼克斯队带来“打击”。 由于

湖人队前锋詹姆斯被禁赛，他无缘对阵

尼克斯队的比赛。 赛前，有球票交易网

站发布詹姆斯缺阵对于该网站本场比

赛转售票价的影响。“48小时前，最低票

价463美元

（勒布朗被禁赛前）

。 开场前

不足5小时，最低票价175美元。 ”该网站

写道。

明年中超或凑不齐4队出战亚冠

目前中超暂无俱乐部获亚冠参赛许可证，山东泰山、广州队等6支球队待复核

世乒赛首日 中美混双组合顺利晋级

湖人队再败 威斯布鲁克空砍三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