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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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活彩商务文印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账号：

3602001409200136454，遗失预留银行印鉴财务

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芳辉数码摄影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40103600662595，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40101MA59W2ML6E，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齐立新遗失残疾证，证号 000384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捷畅货运代理服务部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40112600172038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440101L47833627H，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和荣好食品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许可证编号：JY1440105005017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营者程桂兰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401066004268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营者程桂兰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401066004855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城北上生态鸡酒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编号：JY244088100352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新市九门寨石锅鱼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111601461369;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40101MA5AD6EX1U;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F19023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交

00308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8D1A4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交

01027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C20A4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交

00019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F05573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交

00265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F17212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交

00271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

媄

鑫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

公章一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R

BGP9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郎郎熊蛋糕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许可证编号：JY244018301649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永莲小吃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144011202329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佶

徳

殊愿（广东） 文化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热箭广告策划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现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洪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现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威

栢

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1MA5CYF9M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平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YRY7XU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尚笛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1MA5CY1UC4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琦兵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1MA5CYJX12R；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梦

瑆

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1MA5CYGMN4R;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威迩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1MA5CYHR35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枫栎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1MA5CYGMQ9B;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佳

偲

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1MA5CYHR43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樊花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1MA5CY8E54N;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飞腾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1MA59U1R45M;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文腾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1MA5D4T789W;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森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Q0KP9P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扩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D4YHM04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花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D4YHL2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娇琦服装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RAQR6W;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睿科数码产品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D6P5G1T;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云凌枫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D4P2T8A;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云凌枫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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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向公司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澜琼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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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向公司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劳珞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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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向公司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野娇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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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向公司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兆裕泰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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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向公司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正理热泵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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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向公司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曦雅尼珠宝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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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向公司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同和昌盛装饰材料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9X7N4Q20

；注册号：44011131000007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惠子研服饰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

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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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广州秋明服饰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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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我局接到举报，2021 年 11 月 20 日，执法人

员从货车豫 A2288N-豫 A888S挂车车厢；2021

年 11月 21日， 执法人员从货车豫 PK6133- 豫

P19F5挂车车厢。分别从车厢内依法查扣无任何

手续的物品一批。请该批货物之主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7日内持相关合法手续到我局接受调查。

逾期不至，我局将按有关法律规定依法处理。

联系人： 刘队 联系电话：18173495807�������������������������������

耒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珠海欣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600 万支半导电胶辊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1）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网络链接：https://www.x3cn.com/thread-1281952-1-1.html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询意见期间向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或建设单位索取报告书（简本）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所在地附近居民和可能直接或间接受本项目影响的企事业单位或个人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www.x3cn.com/thread-1273431-1-1.html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珠海欣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蒋荣利，联系电话：13581359375；地址：珠海

三灶镇卓越路 9号

评价单位：绿盈粤（广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许先生，联系电话：15298556978；地址：江

门市江海区金瓯路 233号 7栋 3单元 301室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珠海欣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26日

公 告

公证申请人林哲宇的委托代理人林志成持

黄丽英于二 O 一二年十一月一日订立的公证遗

嘱，向广州市海珠公证处申请办理广州市东山区

东兴南路 25 号 705 房[《广州市房地产证》编号:

穗房地证字第 188122号]的接受遗赠公证。请持

有黄丽英其他有效遗嘱、赡养协议、遗赠抚养协

议的人士，或因其他法定原因、或对公证申请人

接受上述遗产有异议的人士在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三十日内携有关证明材料向我处申报。

联系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福场路 5 号富力金禧大

厦 9 楼联系人： 曾丽坚 唐伟莹， 邮政编码：

510220 电话： 020-34465166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公证处

2021年 11月 26日

遗失声明

广州祺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牌粤 A

DA0901 道路运输证， 证号穗交 0049132，粤

ADF2883 道路运输证， 证号穗交 0062311，粤

ADE4433 道路运输证， 证号穗交 0068483，粤

AD64683 道路运输证，证号穗交 0049107，声明

作废。

注销清算公告

广州市从化区当代教育培训中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2440117304593757F, 于 2021 年 9

月 13日经理事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

定，由清算组负责注销前的清算工作。 请有关债

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天内向清算组书面

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特此公告。

广州市从化区当代教育培训中心

2021年 11月 22日

注销公告

广州茶隐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EGA911 经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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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新地商业街赵凤婷服饰店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101MA5A5QRH4B�，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侏罗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将注

册资本 1000 万元减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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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雷

昇

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将注册

资本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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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领艺形象设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 统一代码：91440101MA5D5N6W8K，编

号：S2612020011479，卫生许可证正本，粤卫公

证字 2020第 0113C069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皇江涛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4XPE0W，注册号：44011160061

71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领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XQCWX

1Q，编号：S1012021154329G，公章，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万格汇国际汽车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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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外来之家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

将注册资本 300万元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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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香伟（身份证号：440524197503252632）为广州

市海珠区叠景中路 84号 2210房单元号业主， 遗失

广东珠江商业地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已填开的押金

收据一份, 收据备注：C 栋 2210、2211 房号装修

押金,编号:WY201910280106,已盖广东珠江商

业地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收款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聚鑫贸易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9UNA0A5C，执照

编号 S2520200254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景泰锦新冻骨档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207C9T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勒沟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D0K3X1H，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新捷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双马服饰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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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向公司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减资公告

广州淑敏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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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中雷电科（广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W36J81R）合伙人

决议，出资额由原来 375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250

万元人民币。 请债权人自见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企业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

利，本企业将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减资公告

广州红缨文化传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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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提醒

�近日， 广州市海珠区水基社区法律顾

问蔡铄璇接到居民王小姐的电话，称自己房

屋的厨房多次发生污水反涌，损坏了家中的

家具及装修，但物业一直推卸责任，想咨询

律师如何处理该问题。

据悉，王小姐为海珠区某小区业主。 今

年 5 月，王小姐发现案涉房屋厨房的排污管

道出现反涌情况，王小姐及时联系物业公司

工作人员，询问反涌的原因并要求及时维修

疏通。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已反馈维修部

门， 却迟迟未见相关人员前来维修疏通。 6

月，王小姐房屋厨房的排污管道再次发生严

重的污水反涌情况，致使房屋的墙面、地板

及家具家电浸水严重且产生严重异味。

事后，物业公司在业主微信群发布抢修

公告。随后，物业公司向王小姐表示，排污管

道堵塞的原因是上层业主的生活垃圾造成

的，让王小姐向全栋业主索赔事故所造成的

财产损失。王小姐认为物业公司一直推卸责

任，拒绝协商赔偿事宜。 因事件无法顺利解

决， 导致王小姐全家只能暂时在外租房居

住。

目前，王小姐已就房屋污水反涌问题向

法院提起诉讼，该案正在审理阶段。

连线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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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张景云 美编：何建玲 校对：叶春晖

活力社区

2021.11.26��星期五

INFORMATION TIMES

A07

社区法律

房屋污水反涌，赔偿责任谁来担？

法律顾问：物业公司应承担起对公共设施设备日常维护、管理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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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通

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规

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

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

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

第五百八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

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

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在履行义务

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 对方还有

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第

五百八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

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

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

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

造成的损失， 包括合同履行后可

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

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

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

失。 ”

广东协言律师事务所、 南洲

街道水基社区法律顾问蔡铄璇律

师认为， 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系

物业服务合同关系， 应承担起对

公共设施设备日常维护、 管理的

责任，而污水管道属于公共设备，

如果物业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

其定期对公共排污管道检查疏

通， 应当基于其与业主的合同约

定，以及《物业管理条例》的法定

义务， 对其疏于管养义务产生的

法律后果应承担相应责任。

本次事件的原因是污水管道

堵塞反涌， 王小姐在刚开始发现

污水管道有污水反涌情况时第一

时间通知了物业公司， 但物业公

司并未及时安排维修人员对排污

管道进行疏通， 最终导致污水反

涌情况进一步发展， 造成了王小

姐的财产损失。 由此可见，物业公

司在日常维护、 管养和维修方面

未尽到谨慎义务， 且在事件发生

后未能及时处置， 其应当对王小

姐的经济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

业主应注意留存相关证据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

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

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

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如果污水反涌的原因确实是因为高

层业主的生活垃圾堵塞所导致，且无法查

明具体的侵权人，那王小姐可一并起诉共

同使用同一污水管道的高层业主承担赔

偿责任，如果高层业主不能举证证明自身

不存在过错（如尚未入住），就需共同向王

小姐承担赔偿责任。 此外，如果该小区污

水事件频繁发生，其污水管道可能存在设

计问题，如果王小姐能证明房屋的污水管

道存在设计问题，该设计问题也是导致污

水反涌发生的原因之一，那么也可以要求

小区开发商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蔡铄璇提醒， 业主应提高证据意识，

注意留存相关证据，在损害事件发生后注

意保留现场证据与物业公司的沟通记录。

围墙开裂倾斜成危墙

拆除重建除安全隐患

�家住海珠区新港街道金雅社区辖内怡乐路

13 号大院的居民反映， 大院建成至今已有 30 余

年，由于水土流失、风雨侵蚀等原因，大院围墙出

现裂缝并严重倾斜，存在安全隐患。

据了解，数月前，13 号大院附近楼宇因工程建

设需要拆除后，大院围墙的“健康”状况更加不容

乐观，修复或重建围墙迫在眉睫。 为此，新港街道

多次组织力量到现场了解情况，协调处置办法，牵

头召开围墙拆除重建协调会。 最终，确定由中铁十

一局广州地铁十号线四标项目部党支部负责大院

围墙的拆除重建工程， 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围墙

拆除重建方案。

日前，记者走访怡乐路 13 号大院，围墙已正

式完工，不仅排除了安全隐患，大院的整体环境也

焕然一新。 居民自发在新墙上装上灯，挂上绿植，

墙内挡雨棚也进行了翻新， 方便居民生活的同时

美化小区的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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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裂的围墙拆除重建，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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