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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登报热线：13416434253（微信同号）

寻亲启示

2020 年 6 月 12 日，在阳江市

阳西县宋康路与源河路转弯向南

旧山庄大街边的小路口，发现一名

男婴，身上没有其他特殊特征。 由

好心人抱回抚养， 现男婴身体健

康。 望男婴亲生父母见报后，15天

内联系阳江市阳西县民政局，逾期

另作处理。

联系电话：0662-5553645

2022年 1月 15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珠吉华幸信药店遗失公章一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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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已办理成立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予

以公告。

2021年 9月 13日在民政局办理成立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440105MJK944015A；住所：广州市海

珠区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大院 11 号 302 室；

法定代表人：熊恬祺；注册资金：人民币叁万元

整；业务范围：配合海珠区政府落实文化金融发

展的有关政策，推动海珠区文化产业发展，举办

与文化金融有关的活动。（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

定须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开展的活动，应当依法

经过批准）；业务主管单位：广州市海珠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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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海珠区阅江文化金融服务中心

2022年 1月 15日

寻人启事

白珍桂，女，28 岁，户籍

地：重庆市开县临江镇三秀

村，身份证号码：50023419

9212158840， 身高约 155

厘米。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

离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

横沥镇明珠湾中建二局华

润置地工地生活区失联， 至今下落不明。

失联时着装特征不详，如有知情者速与公

安机关联系。

附：白珍桂照片

联系人：郑警官 郭警官

联系电话：020-84961165

广州市南沙区公安分局横沥派出所

二Ｏ二二年一月十五日

寻亲属启事

陈锦威， 男，2003 年 2

月 3 日 07 时许，弃于广州市

花都区花山镇岗村二队村道

上， 联系电话， 陈先生，

13699710693。

遗失声明

广州市盈厚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F19R7R，

现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供销社再发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第四十收购站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01764040096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供销社再发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第四十收购站遗失废旧金属收购业备案书， 穗公

备：废字第 040号，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市南沙兴华造船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157082155689） 经股东会决定，

注册资本由 26000万元减少至 1000万元。 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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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 州 市 卡 来 驿 汽 车 租 赁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粤

ADG3230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许可编号：

00645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豪圆潮汕海鲜火锅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

AHRCBBU，注册号 440111380080538，声明作废

分立公告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决议，广州市人盛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原注册资本 1899万元）拟存续分立

为广州市人盛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存续公司，注

册资本 99万元） 和广州远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新设公司，注册资本 1800万元）。分立前公司债

务由分立后两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公司债权

人可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要求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

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广州市人盛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1月 15日

遗失声明

廖荣彪遗失工商营业执照证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460067748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震星快餐店遗失营业执照证正、副

本，注册号：440104600347499，编号：049100416

02G，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东健翔药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00074554052XR）经股东会决议，公司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2000万元。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本公司将自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日后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减资公告

广州优创智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605MA54W74849） 经股东会决议，

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 万元减至人

民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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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春夏秋冬百货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9XC

6U1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萝岗区卫花菜档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401086000352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佛山市南海区绍雄机械制造厂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

植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MA9UR8K31G）经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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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其杰美食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和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3E

UP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黄村素惠饮品店遗失公章一枚，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

101MA5AE3QX53（编号：GS062019118180）。

注销公告

广州良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9XYT0X83（注册号 44011100551

06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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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番禺区石基兆星纸行遗失发票专用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芭拉善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581881554R，编号：

外 S012018006824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维灵保健品经营部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113800779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韵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现登

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纤艺美发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REXX0L

，编号：S2192018007737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威利汽车装饰厂（普通合伙）遗失公

章，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东金海银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将注

册资本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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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拓晨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10600872758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东空港大酒店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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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晟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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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广州雨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将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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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朝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1262007667，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起，在

车易拍汽车网络平台（www.cheyipai.com）等网

络竞拍机构举办二手车拍卖会，按现状公开拍卖

以下标的：广汽传祺 GS4、GA6、GA4，广汽丰田

雷凌双擎等二手汽车一批。

拍卖保证金：2000元 /辆（以车易拍官网公

示的竞买规则为准）

标的展示时间：自 2022年 1月 18日 9时起

标的展示地点：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6号等

地；有意竞买者需在车易拍平台缴纳竞买保证金。

公司名称：沈阳好车芝嘛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4-25779888

2021年 1月 15日

清算公告

广州导展展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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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拓晨数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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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向公司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哑娇服饰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YAHC45声明作废

多位受访对象表示，国家出台系

列政策推动手机 App 适老化改造，但

适老化改造之所以仍停留在表面，原

因之一在于相关公司难以从中获利，

部分企业动力不足。

业界人士向记者透露，从技术层

面上， 手机 App 适老化改造很好实

现，但对于企业而言，改造收益不高，

且消耗人力与运营成本，用户增长率

低，甚至还会造成已有用户流失。“广

告是手机 App 开发商盈利的主要来

源， 适老化手机 App 去掉广告后，其

盈利将大受影响。 ”

业界人士还表示， 大部分手机

App 的服务对象是年轻群体，在开发

和设计理念上并未充分考虑老年群

体，在以年轻群体为服务对象基础上

进行适老化改造的手机 App 也就很

难适老了。 如智能手机以触碰屏幕为

主，相较于物理按键，无法为老年群

体提供更好的触摸感和按键反馈，且

智能手机本身就搭载了较为先进的

技术，自带“复杂”特征，操作难度相

较传统手机自然只增不减。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老年人依然

使用只提供打电话、发短信等手机必

备功能的可按键的“老人机”。 他们表

示曾尝试使用过智能手机和适老版

手机 App，但面对触碰屏幕和各种复

杂的操作，常常不知所措，甚至连如

何开锁都不知道。

湖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湖北省

老年教育协会学术顾问张智敏表示，

手机 App 适老化改造浮于表面的原

因还在于，相关企业调研不足，对老

年人使用手机 App 的偏好、 常用功

能、难点痛点等需求缺乏了解，存在

主观臆想现象，导致适老化改造流于

形式。 此外，社会对手机 App 适老化

改造的呼吁程度还不够， 这也表明，

对这一特殊群体的普遍关怀仍然不

足，“数字惠老”更多停留在概念和口

头上。

张智敏表示，即使手机 App 适老

化改造适合老年人的使用习惯，在短

时间内大范围推广也有一定难度。

“老年人网络普及率正在不断提升，

但网络使用率偏低，更不用提熟练掌

握度了。 ”

除了不会用的情况，不少老年人

还不敢使用智能网络。 张智敏表示，

近年来， 网络安全问题引发忧虑，电

信网络诈骗多发，导致老年群体产生

“怵”网络心理，谈网色变。

责编：张景云 美编/制图：方元 校对：叶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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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手机App适老化改造不走心，不少老年人不会用智能机不敢上网

长者乐享适老版App�还需多方助力

据新华社电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老年人口进一步增多，不少企业将

目光投向老年群体，对手机 App 进行适老化改造，购物、聊天、打车、新闻

等涵盖衣食住行的各类手机软件纷纷开启“老年模式”。

面对手里的智能手机，老年人能否得心应手，玩转各类手机 App？记者

对此展开了调查。

手机App适老化改造走形不走心

多原因导致手机App适老化改造推进难

多方力量助力老年群体乐享适老版App

多位受访对象表示，在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大趋势下，“数字惠老”并

非一日之功。 消减老年人的“数字鸿沟”，让老年人共享乐享互联网红利，需社

会多方力量共同努力。

多位老年大学受访教师

认为，为助力老年群体智能手

机应用，企业、社区以及相关

部门可定期开展适老版 App

培训课程， 组织老年大学、社

区服务人员、志愿服务组织等

社会力量，成立志愿者服务队

伍，及时指导老年群体手机应

用， 帮助老年人安全使用网

络，消除“怵”网络心理，更快

适应各种成熟优良的适老版

App。

张智敏认为，在能够尽可能地扩大老年群体智能手机使用率的基础

上，相关部门应该做好老年人互联网需求调研，研究相关政策，建立“数

字惠老”的长效机制和强制性、统一性的适老化改造标准，并落实监督、

测评责任。

建议建立长效机制

对主动参与适老化改造的企业采取奖励措施， 通过补贴推动企业

自发实施公益行动；对拒绝参与、打着适老化改造幌子牟利的企业设置

黑名单，有效惩处企业有违社会公德的行为。

通过补贴推动企业行动

可定期开展

适老版

App

培训课程

近年来，一些企业对手机 App 进行了适老化改造，字体、页面布局等进一步适

应老年群体的使用习惯， 但记者调查发现， 部分手机 App 适老化改造并不十分理

想，且普及率尚低，被不少老年人诟病。

广告植入套路繁多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有关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指出，适老版界面、单

独的适老版 App 中严禁出现广告内容及插件， 也不能随机出现广告或临时

性的广告弹窗，但记者发现，部分手机 App 进行适老化改造后，广告植入依

然严重。 一些改造后的适老版 App 虽然简化了界面，但简化不了“牛皮癣广

告”，仍能见到广告推送和诱导类按键。

界面设置徒有其表

适老化改造关键要素之一是调整字体， 解决老年群体因视力减退影响

阅读的问题。 然而，部分 App 首页字体经过调整后适宜老年人阅读，但点进

二级界面后，界面的布置、字体与正常版一样，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老年群体

阅读难的问题。

操作难度不减反增

记者发现，诸多手机 App 适老化模式切换入口并未在首页展示，而是隐

藏在“设置”栏中，首次开启适老模式，还需寻找一番。 专为老年人普及手机

使用知识的湖北老年大学教师张雪琨告诉记者：“正因如此， 常有老年同学

因找不到手机 App 中的适老模式切换入口而苦恼。 ”

数据

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CNNIC）发布

的第 48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11

亿，

50

岁及

以上网民占比

28%

。

老年群体已成为互联

网发展不可忽视的庞

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