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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登报热线：13416434253（微信同号）

寻事故知情人

2022年 6月 15日 3时 34 分， 在广州市白

云区增槎路进同康路南 60米（增槎路逸米酒店

对出）， 发生一宗机动车与电动三轮车碰撞的交

通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后，机动车驾驶员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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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中队张、郝警官联系。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黄石东路 79号

电话：36301063

遗失声明

广州市万鹿脚轮有限公司遗失 SHENZHEN�

LUCKY�LOGISTICS�LTD.开出的海运提单 1 套

（三正三副），单号 LGZSJU22311289SZ，声明作

废。 不能再作为提货凭证。

广州市万鹿脚轮有限公司

2022年 6月 20日

寻找责任人公告

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越秀北路 234 号

楼前建（构)筑物（原临时值班室）涉嫌违法

建设。洪桥街道办事处根据《广州市违法建

设查处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请该责任

人尽快联系洪桥街综合行政执法办。 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应元路豆腐寮 73 号二楼，联

系电话:83544587。

广州市越秀区洪桥街道办事处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大碗湘木桶饭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9UPTQ36U，

编号 S112020070056，声明作废。

变更公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106554438776L

单位名称：广州市天河区长兴街岑村社区卫生服务站

地址：天河区岑村红花岗西街 1巷 12号之二

法定代表人：袁蓉

变更事项：一、同意你单位名称由“天河区长兴街

岑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长

兴街岑村社区卫生服务站”。二、同意你单位业务

范围由“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妇产科、妇科

专业、妇女保健科、儿童保健科、口腔科、医学检

验科、中 医科、内科（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需

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开展的活动，须依法经过批

准。 ）”变更为“预防保健科 / 全科医疗科 /�妇产

科； 妇科专业 / 妇女保健科 / 儿童保健科 / 口腔

科 /医学检验科 /中医科 /内科 / 医学影像科；超

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法律法规规章明确

规定需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开展的活动，须依法

经过批准。 ）”。 三、同意单位章程作相应变更。

变更公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106MJK9812629

单位名称：广州天河凤凰医院，地址：广州市天河

区凤凰街渔东路 88号，法定代表人：严明

变更事项：一、同意你单位名称由“广州市天河区

凤凰医院”变更为“广州天河凤凰医院”。二、同意

你单位章程作相应变更。

遗失声明

广州壹城壹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信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 J58100498292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众玻联（广东）产业链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道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滢莹美容店遗失卫生许可证

正、副本，证号：粤卫公证字[2019]第 0106C03333

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东涌卢艳文化肥店遗失公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富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9W1UWU97，公

章、财务章章、发票章、合同章各 1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晴

瑄

餐饮投资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

垚

磊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粤 AFK121,

粤 AFN599,粤 AFJ361,粤 AFD667,粤 AFY690,

粤 AFD630,粤 AFV601,粤 AFD277,粤 ABM007,

粤 ACK247,粤 AFJ931,粤 AFJ133,粤 AFF367

广州市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标识卡，声明作废。

变更公告

广州市信德自学考试辅导中心，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4401065697917831，地址：广州市天

河区燕岭路 120 号 404 房之自编 404A，法定代

表人：刘广荣，变更事项：开办资金由叁拾万元变

更为伍拾万元。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娘家餐饮店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9Y9F2

M7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麦浪服装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与法人

私章（法人：张盼）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伟的达电子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L06703412D

（注册号 4401046001285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迟天奇遗失网络预约出租车运输证， 车牌号：粤

ADD4887，运输证号：穗交0073435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碧桂园中英文幼儿园不慎遗失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证号：52440115693554

9020，声明作废。

股权转让声明

中采建材(广 州)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经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变更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股权。法定代表人由张

博杰变更为欧秀颖，股东由张秋霞、张博杰变更

为欧秀颖、陈笑婷。 2022 年 6 月 20 日前产生的

一切债权、债务等均由旧法定代表人及旧股东承

担。 特此声明!

中采建材(广 州)有限公司

2022年 6月 23日

清算公告

广州新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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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新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579952325G，

注册号：4401030001079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建德机电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P1A

D8W，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首道国际供应链管理（广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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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柳燕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0660

126367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诺安餐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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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玉颜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 200万元减至 5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日起 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广州瞬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将注册

资本 200万元减至 1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日

起 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有美跨境电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

章、法人章(王惠琼)各一枚；现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迪艾罗美发用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

登报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立恒制冷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将

注册资本 200万元减至 2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日起 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邱茂庭（广州）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法人章（王文）各一枚，现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良胜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9W0WDN0G;编

号：S1112020121456G，现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营者王敏（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

AHHRU1N）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远眉遗失网络预约出租车运输证， 车牌号：粤

ADE6598，证号：00554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益肤堂化妆品（广州）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

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鑫聚服饰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

明作废。

广州统力新能源有限公司解除授权声明

广州统力新能源有限公司特别声明：因我公司内部核查发现，有公司及个体未经我公司正规授

权审核程序获得广州统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力 /TYL"品牌系列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代理权后滥用

授权行事，给我公司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现我公司决定撤销(解除)2022年 05月 30日前我公司对于

任何公司及个体对 "统力 /TYL"品牌系列产品的销售代理权授权。 期间所有代理行为非经我公司书

面追认，视为无权代理，其法律后果由相关公司及个体自行承担，与我公司无关。

请获得广州统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力 /TYL"品牌系列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代理权的单位于本

声明公告之日起十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甄别及重新获取授权事宜，逾期视其为同意撤销(解除)全部销

售及售后服务授权。 有意与我公司继续合作者，请与我公司联系，履行我公司正规审批程序获取我公

司相关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代理权及其他相关授权。

广州统力新能源有限公司郑重声明：自发布公告之日起未经我公司正式授权，任何单位不得销

售我公司产品、提供相关售后服务，否则我公司将采取法律手段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广州统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2022年 6月 23日

广州统力新能源有限公司解除合作协议告知函

甲方：广州统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乙方：邹国兵 身份证号码:4209211981091457X

甲方广州统力新能源有限公司与乙方邹国兵于 2022�年 2月 28日签订了《授权合作协议》，原协议有

效期至 2025年 2月 28日。 现因：

1、乙方未签字回传协议给甲方，就以甲方名义开展光伏电站业务；

2、乙方所开展的业务签署的合同从未书面报备给甲方；

3、乙方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未向甲方书面报备，私刻甲方合同章、财务章开展业务；

4、甲方与乙方经营理念不一致。

鉴于上述原因，对乙方未履行甲、乙双方协商的授权合作协议内容，乙方在私自经营过程中造成

甲方品牌形象以及损坏甲方根本利益，现经甲方决定特此告知：

1、未经乙方签字回传的原《授权合作协议》自 2022年 5月 21日起撤销(解除)；

2、甲方依然保留对乙方未经书面许可经营过程中对甲方经济、名誉等损失的追究权力。

3、自 2022年 5 月 21 日不得销售我公司产品、提供相关售后服务，否则我公司将采取法律手段

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广州统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2022年 6月 23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连丰染整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 规定为黄伟芳缴存 2001 年 6 月至 2013

年 6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9362元投诉案， 因你单

位下落不明 / 以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

〔2022〕704号《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

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花

都办事处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

送达之日起 60日内， 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自送达起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广

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2年 6月 23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玛蒙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廖清媚等 6人缴存住房公积金投诉

案（详见列表），因你单位下落不明 / 以其他送达

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穗公

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2〕138号至 143 号《核

查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 你单位若对职工所反映的事实、补缴数

额有异议， 请自本核查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

日内提出并附上有关证明资料。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2年 6月 23日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2〕138号，

廖清媚，8099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2〕139号，

尹小芳，10040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2〕140号，

曾秋婷，5705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2〕141号，

陈慧娟，5705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2〕142号，

曾静儿，8969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2〕143号，

王婉怡，7664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花都区华美大酒店：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 规定为钟燕明缴存 2006 年 10 月至 2016

年 8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11204元投诉案，因你单

位下落不明 /以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 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

〔2021〕2320号《核查通知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若对职工所

反映的事实、补缴数额有异议，请自本核查书送

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提出并附上有关证明资料。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2年 6月 23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东雄洲投资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 规定为郑庆标缴存 2012 年 10 月至 2016

年 4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4977元投诉案， 因你单

位下落不明 / 以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

〔2022〕723号《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

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花

都办事处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

送达之日起 60日内， 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自送达起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广

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2年 6月 23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大利仕服装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 规定为黄金枝缴存 2014 年 9 月至 2018

年 2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5680元投诉案， 因你单

位下落不明 / 以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

〔2021〕795号《核查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若对职工所反

映的事实、补缴数额有异议，请自本核查书送达

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提出并附上有关证明资料。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2年 6月 23日

遗失声明

良诚（广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税号91440101MA5

D2Y2Q78,不慎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日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6MA4WW6E62Q）遗失发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供用电技术专业2016 年

毕业生冯炜斌,毕业证编号108621201606485765，

遗失普通高等教育专科毕业证书，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宝田洗车场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JT294K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宜朵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遗失旧法人章（陈钦）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帝缘房地产有限公司遗失合同专用章一

枚，现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祝云遗失工商营业执照证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46007283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闻俊遗失工商营业执照证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440101MA59X15H8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广州珠泳体育发展中心经主管部门决定，公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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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猎德兴盛路粒上皇加盟店负责人谢莉

莉遗失一份刘建与房东刘梅芳就广州市天河区

兴盛路 17号 G5 铺之一签署的租赁合同原件一

份和交付押金 6万元人民币收据一张。特此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莫元精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26601

63449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LFU

A2R声明作废。

责编：李月婷 美编：林燕芳 校对：段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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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院发布2021年度行政诉讼白皮书

去年审结涉民生行政案件1.16万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吴静怡 邓丽华）

昨日，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度行政诉讼白皮

书

（以下简称 “白皮书 ”

），同时发布十

大典型案例。 各级法院聚焦疫情防控、

食品药品监管、征收补偿、履行法定职

责等四类重点案件加强司法审查，支

持和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诚信、合理行

政，审结一审行政案件2.4万余件，占全

国的1/12。

白皮书显示，随着“放管服”改革

不断深入， 各级法院新收涉乡镇政府

类案件较多，达4884件。 此外，涉劳动

和社会保障、城建、自然资源和公安执

法等案件也较多，分别为4632件、3337

件、2601件和1962件。 各级法院在司法

实践中努力促进争议实质化解， 先后

有3231件案件以原告主动撤诉或调解

方式结案。 2021年，各级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8545次，同比增长46.6%。

同时，白皮书显示，随着行政机关

执法水平的不断提高， 去年全省法院

裁定准予强制执行行政行为4.2万件，

准予执行率达88.5%，连续四年呈上升

趋势。 着眼民生关切， 全年审结涉工

伤、社保、环境、教育等涉民生行政案

件1.16万件，审结涉“三旧”改造等城市

更新行政案件1413件， 针对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微改造” 等发出司法建议

185份，不断完善城市群和城镇发展体

系，推进服务大湾区城市更新。

错误登记犯罪记录，有关单位被判消除并赔偿

原告江某在2003年11月、2005年8

月被以犯有贩卖毒品罪和故意伤害罪

的犯罪前科为由，先后登记在“广东禁

毒系统”“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源

库”中。 江某发现该情况后，多次向有

关部门反映上述情况。 根据雷州市公

安局新城派出所及城外派出所出具的

两份证明， 本案身份证号码尾数为

0318的原告江某没有违法犯罪记录，

其系被当时办案民警错误当成湛江市

另一位身份证号码尾数为0316的案外

人江某。 2020年7月9日，江某向雷州市

公安局邮寄了关于删除错误登记的违

法犯罪记录并赔偿经济损失的申请。

该局于当日签收，至一审庭审结束时，

仍未对江某被错误录入的前科犯罪记

录作清除处理。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一

审认为， 雷州市公安局存在错误将江

某作为犯罪前科人员录入公安系统的

明显不当行为，事实清楚，但不存在法

律规定侵害江某人身权的情形， 江某

的赔偿请求不能成立， 判决责令雷州

市公安局在七日内消除江某的违法犯

罪记录；驳回江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江

某不服，提起上诉。

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雷州市公安局经江某多次反映仍未对

错误登记的犯罪记录进行删除处理，

致使该错误存在10多年， 明显存在不

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 对江某的合法

权益造成了损害，应予赔偿。

据此， 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第

一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限雷州市

公安局于六十日内向江某支付赔偿金

5万元。

见义勇为迟迟不“确认”，法院判决限期处理

2018年9月30日凌晨4时许， 广州

市荔湾区中南街道某居民楼发生电动

车起火事故。杨某参与施救扑灭火灾，

因吸入烟尘导致呼吸系统受损。 同年

12月25日， 广州市荔湾区中南街道办

事处向杨某颁发荣誉证书， 发放奖励

金300元。 2019年3月，杨某向广州市公

安局荔湾区分局申请确认为见义勇为

人员并申请经济补助和奖励。 广州市

公安局荔湾区分局中南街派出所核实

了杨某的救火事迹。 2019年4月，广州

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向杨某发放慰问金

1万元。因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组建

的区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尚未制定该

区的见义勇为确认办法， 广州市公安

局荔湾区分局受理该申请事项后既未

审核上报，亦未向杨某作出书面答复。

杨某不服，诉至法院。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认为，根据《广东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

和保障条例》《广州市见义勇为人员奖

励和保障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省、

市、 区三级政府均应成立见义勇为评

定委员会， 负责见义勇为的审核确认

工作， 且应制定审核确认办法并向社

会公开。本案中，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

分局受理杨某申请后未及时审核上

报，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组建的区

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以尚未制定审核

确认办法为由认为无法对该申请事项

作出处理，均属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据此，判决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在判决生效后

六十日内对杨某的见义勇为确认申请

作出处理。一审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

未提出上诉。 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

局、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已按行政

判决主动履行法定职责， 审核确认杨

某为荔湾区见义勇为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