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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登报热线：13416434253（微信同号）

遗失声明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

公 司 遗 失 商 业 险 保 单 一 份 ， 保 单 号

1085805282021001878，单证类型代码 ABC050

A22018A(广东 )，流水号 32928，金额 6148.33

元；“灿烂阳光”个人综合激活卡一份，单证类型

代码 ABK024A12014A， 流水号 406412， 面值

100 元；强制保险标志内置式(广东)3 份，单证类

型代码 ABC010A12018I(广东)，流水号 250294、

250337、250338；商业险保单第二联一份，单证

类型代码 ABC050A22018A (广东 )， 流水号

267650; 交强险保单 200 份， 单证类型代码

AB0507A32020A(粤)，流水号 18601 至 18800；

个人资金账户损失保险单 200 份,单证类型代码

ABB621A12015A，流水号 27301 至 27500,声明

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罡石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01MA59JRBT91） 股东会决定，本

公司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1000 万元减至人民币

5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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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相应的担

保。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不慎将

财务专用章遗失，编号4401110068400，声明作废。

寻事故知情人

2022年 1月 3日 7 时 52 分，在广州市白云

区广花一路出均禾大道南 120米（石马南公交车

站北往南对出），发生一宗摩托车与行人 碰撞的

交通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后，摩托车驾驶员驾

车逃逸。现敦促逃逸者主动投案自首并请事故目

击证人与广州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支队白云二大

队事故中队莫、曾警官联系。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黄石东路 79号

电话：36301063

遗失声明

道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慎将空白增值税普通发

票三张（发票代码：044002000204 发票号码：

24799282、24799283、24799284）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小扁豆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原法人章（原法人：

郭敏健）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至尊堡快餐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55HN2K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云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01MA5AQ22217�）经股东会决议，

注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壹仟叁佰贰拾伍万元减

至人民币壹仟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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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约人潘荣森遗失佛山市深国投商用置业有限公司

开具的公用事业费保证金,号码:RECPT-210103

71,金额 825元;公用事业保证金,号码 RECPT-2

1010380,金额 300 元,租赁保证金,号码 RECPT

-21010373, 金额 16170 元, 租赁保证金, 号码

RECPT-21010384,金额 16830元,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启缘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不慎遗失开户许

可证正（副本），核准号：J5810154427802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吉川物流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

1003万元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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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广州珍房源一咨询顾问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 100万元减至 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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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真房源置业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

本 100 万元减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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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有房有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将注册资本 100万元减至 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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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广州市建泰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01 月 27 日经广州市南沙区应急管理局同意

注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证书编号:粤穗南

安经证字[2021]146 号(02)，原发证机关：广州市

南沙区应急管理局，特此公告。

广州保柏卓健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保柏卓健广州综合医疗中心）

预付费退款公告

尊敬的各位顾客：

诚挚感谢您的持续支持！

鉴于保柏卓健广州综合医疗中心 / 广州保柏卓健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保柏门诊 ")已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营运， 为了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就您在保柏门诊已预付但尚未消费的费用， 请您在

2022年 3月 31日之前与如下联系人联系相关退费事宜，逾期无法办理。 退费时需出示原始缴费单

据或电子凭证、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如委托他人代为办理的，还应当提供本人签字的授权委托

书、本人和受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联系人：Eric�Wang/王旭广 手 机：189�0226�2908 邮 箱：Eric.Wang@bupa.com.cn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11号、13号 301房之自编 305、305A单元

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再次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 特此公告！

公告人：广州保柏卓健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保柏卓健广州综合医疗中心）

公告日：2022年 1月 28日

拟注销公告

广州市番禺区嘉艺职业培训学校（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2440113MJL049696D）根据《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经本单位理事

会决议，拟向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见报之

日起四十五天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

公告。

联系人：黄新美

联系电话：13602399988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美邦美发美容店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正本，核准号:�J5810075099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海曼之家土石方建材有限公司法人于

2021年 12月 2日傍晚，于中山东凤回家途中遗

失两枚公章，合同专用章，法定名称章各一枚，现

登报声明作废。截止登报之日内这段时间发生的

合同纠纷与本公司无关。

清算公告

广州市汇辰工程塑料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停

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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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人公告

广州市汇辰工程塑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7973647324), 我公司因被撤销,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海

宇,联系电话:020-38473330,地址:广州市天河区

黄埔大道西路 76号 3008房。2022年 1月 28日

清算公告

广州扬磊机械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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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洲震餐饮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4401120191296；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东道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01MA9YA5HT8G） 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金，由原人民

币 136000000 万元减至人民币 13600 万元，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

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雅瑶伟峰猪肉档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 注册号 ：440121600000856, 执照编号 ：

21912007183G，声明作废。

责编：温金良 美编：方元 校对：叶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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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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时报社拟通过新闻记者证

2021

年度核验名单：（共

136

人）

白云 吴斌 何雪峰 陈子垤 黄淑仪 何小敏 黄文浩

韩春华 薛冰 马晓惠 陈文杰 徐敏 黄英奇 丘敏华

陈少韩 朱宏 吴瑕 林丹 周乐乐 胡昌伟 王颖婷

邹锦强 温倩茵 叶伟报 刘诗敏 张柳静 陆明杰 胡瀛斌

林彧 黄楚慧 范群英 黄绮媚 叶虹 古晓彤 曹婧云

陈钰 肖华 郭仲然 杨琳 张景云 陈学钢 曾雯雯

赖泽旋 陈翔 张琼霞 马向新 伍健文 赵瑞莹 陈丹婷

高克虎 熊栩帆 李晓雯 蔡民 段亚雄 李慧燕 黄丽霞

李龙 王文雨 李丹 张一冉 成小珍 蔡晓素 李欣煦

梁海祥 李元源 周秋敏 曾祥萍 李俊杰 卢一鸣 刘展萍

曾文秀 徐珊珊 潘敬文 冯爱军 朱小勇 杨杏萍 佘铄嘉

周紫冬 黄思成 冯钰 谢燕珊 崔小远 王智汛 吴泽银

吴永秀 卢舒曼 孟令奇 白岚 马泽望 樊坚 智顼颖

李永原 郭展鹏 巢晓 徐光朝 温金良 罗莎琳 严璐

邹甜 金涛 黄莺 郑少山 苏广华 梁健敏 周小怡

林燕辉 卫静雯 袁丹琳 魏必凡 张玉琴 黄惠雅 刘芳

阮栩 林茹彬 黄骆 汪春华 陈绵钦 陈武东

卢杰 任莉莉 李桂清 李月婷 韩漪 郭柯堂

蔡慕嘉 陈爽 管安琪 潘小娴 陈声 王建毅

喻先晶 刘伟 徐毅儿 黄熙灯 邓菲菲 段余乐

信息时报社

2021

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人员名单公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

(

国新出发电〔

2022

〕

3

号

)要求，我单位已对持有记者证人员进行核验，现将我单

位拟通过新闻记者证 2021 年度核验采编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 广州市新闻出版局、 本单位的举报电话：020-

87197965、020-83550037、020-34323172。

���������2022

年

1

月

28

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晓惠）

“我刚

读一年级的小孩， 之前不愿意上学，那

时家长学堂刚开播， 我就带他看视频，

一边看一边给他讲解， 他也懂得运用，

通过不断带动，现在学习习惯各方面改

变了很多。 ”近日，番禺区大石街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之家长学堂举行家长反馈

会，大石小学家长黄凤媚分享了和儿子

一起观看家长学堂的经历。

据悉， 自 2020 年初以来， 大石街

道党工委、 北片教育指导中心、 信息

时报联合推出“家长学堂” 网上直播

活动， 并积极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融媒体+教育指导中心+学校+家

庭” 的新模式， 至今已开展了 46 期，

取得良好的效果。

面向家长，推出多期“双减”话题

“关于‘双减’政策，有些家长会比

较焦虑， 希望以后能多出这方面的内

容。 ”多位家长表示。“双减”政策出台

后，大石街“家长学堂”推出多期相关直

播，让家长对“双减”政策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

大石街“家长学堂”是专门面向家

长来开展活动。 每期邀请专家、教师、家

长代表等分享家庭教育干货，话题涵盖

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等不同年龄

段。 譬如，疫情初期家长如何指导孩子

居家学习，如何调适中、高考压力等，都

是家长关注的话题。 不仅围绕学习主

题，还将爱国、安全、劳动、艺术体育、文

明家庭建设、传统文化等教育内容纳入

选题中，引导家长科学育儿，促进未成

年人全面健康成长。

每期“家长学堂”在广州市区融媒

体中心客户端“新花城”上直播，破解了

线下活动参与人数少、覆盖范围局限的

痛点，听课人数从线下数十人，到线上

每次超 1 万人次的点击量，同时直播还

可回放， 提高了课程受益的广度和深

度。 大石街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大石

街“家长学堂”，实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的“线下宣教”拓展为“线上授课”，通

过“线上+线下”模式，打通群众教育“最

后一公里”。2021 年底，该项目获评番禺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十佳精品活动、广州

市第六届德育创新成果二等奖，还被评

为第五届广州社会创新榜“优秀社会创

新项目”、2020 年番禺区中小学文化德

育优秀项目一等奖等。

多方合力，持续深入推动家庭教育

大石富丽小学家长钟发根是一名

家庭教育指导师，曾作为嘉宾之一参与

直播。 她表示，“现在有多少家长真正具

备比较系统、科学的育儿理念？‘家长学

堂’哪怕只是星星之火，都是照亮家长

前行的一盏灯，值得继续做下去，但如

何将内容做得更系统、更精准，如何吸

引更多人参与，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

据介绍， 大石街“家长学堂” 能

够持续、 稳定地产出优质的内容， 是

多方合力的结果。 大石街依托辖内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 统筹协调多方资源，

由北片教育指导中心负责内容策划和

实施， 直播前联合北片家庭教育研究

会与各学校深入研究直播主题； 直播

期间， 嘉宾围绕家庭教育主题， 深入

讨论， 分享经验， 释惑答疑； 直播后

线上发布信息， 分享家长观后感。 通

过环环相扣， 形成良好的教育信息传

递和接收。

近期通过座谈会、 反馈会， 嘉宾

们、 家长们对于内容、 形式以及如何

推动更多家长参与、 加强可推广性等

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北片家庭教育研

究会会长黄小玲认为， “在家庭教育

入法和‘双减’ 政策的时代背景， 这

更加强了我们推动家庭教育工作的使

命感， 也坚定了继续做好‘家长学堂’

的信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为进

一步提升越秀区党群服务阵地服务居

民群众、服务基层治理水平，把阵地打

造成为党员群众想来、爱来、常来的温

馨家园，近日，越秀区委组织部正式在

全区启动星级党群服务阵地评选活动。

据了解， 自 2018 年越秀区启动党

群服务阵地建设以来，至今已建成党群

服务阵地 259 个。 越秀区党群服务阵地

不断增强吸引力，成为不少党员群众想

来、爱来、常来的红色阵地，涌现出一大

批示范亮点、品牌标杆。 其中，白云街东

湖新村社区在党群服务站开设“两代表

一委员”工作室，首创“夜间接待”模式，

全年每周二晚 7~9 点都有 1 名“两代表

一委员”在工作室接待居民群众，更广

泛地知民情、听民意、解民忧。

近期，不少到二沙岛、沿江路夜跑

的市民群众发现，晴波路、晴澜路、沿江

东一带多了几间功能齐备的“玻璃屋”，

这是越秀区 2021 年在城市公共空间建

成的一批党群服务驿站。 通过“小阵地”

发挥大效用， 为党员群众提供信息咨

询、阅读学习、便民服务等多样化体验。

据悉，此次活动的评选范围主要是

从辖区内的街道、社区、商务楼宇、园区

商圈、城市公共空间等各级各类党群服

务阵地中评选 30 个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的、 服务能力突出的党群服务阵地，其

中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党群服务阵

地各 10 个。

评选流程包括自主推荐、 宣传展

示、综合评选、授牌及推介等环节。 目

前，越秀区委组织部收到42个自主推荐

名单。 综合评选方面，将结合线上投票

以及群众满意度调查结果，筛选出30个

党群服务阵地，其中，最具资源优势及

服务特色的20个党群服务阵地进入专

家现场考评环节。 邀请党建专家、媒体

代表等组成党建观察团，分赴20个点进

行现场考察评分。 最终评选出越秀区五

星级、四星级及三星级党群服务阵地。

越秀区将评选30个星级党群服务阵地

大石街“家长学堂”直播系列获家长好评

线上+线下，打通家庭教育“最后一公里”

二沙岛体育公园党群服务驿站。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