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六三一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

专用章，法人章（周维信）各一枚，现登报声明作废。

公告

本公司【广州市喜燃能源有限公司】(曾用

名：广州市振戎燃气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根据法

律法规规定，郑重做出如下通告：

敬请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在本公司开户但

自 2017 年 6 月 30 日至今未曾向本公司购买液

化石油气的客户，于 2022年 6月 30 日前至本公

司办理退户手续，联系电话：96917，退户时请提

供《开户协议》及本公司专用钢瓶。 2022 年 6 月

30日前未能办理退户手续的上述客户，本公司将

于2022年6月30日自行进行销户处理。 特此公告。

广州市喜燃能源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4】日

变更通知

广州市天河区 B.B乐英语实验幼儿园，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52440106732968578R， 法人代

表：孔繁铭。现作如下变更：一、由“广州市天河区

B.B 乐英语实验幼儿园”变更为“广州市天河区

棠德花苑幼儿园”；二、章程作相应变更。 特此通知。

公告

江西省路桥隧道工程有限公司在广东

省广州市白江湖森林公园防火通道升级改

造工程于 2021 年竣工验收。 各有关单位

或个人的债权债务、 民工工资在一个月内

与本公司广东省广州市白江湖森林公园防

火通道升级改造工程项目部负责人联系，

逾期责任自负。

联系人：黄工 15711866601�

公司电话：0791-85275835/15279183736

江西省路桥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4 日

遗失声明

美国摩恩（中国）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不慎

将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代表人吴永杰

（WU� YONGJIE），编号为 9144010170823136

5X的代表证正本遗失，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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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东筑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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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闰吉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01907130722；广州万

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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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01907093005； 广州吉历五

金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019071110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周记港式茶餐厅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40106601265971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440101MA5AG1KM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蔺晨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市穗邦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

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捌佰贰拾万元减少至

壹佰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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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海珠区娜么正化妆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CMR000P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邹成武遗失粤 ADK0605 车辆营运证， 证号：

01442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茵丢失广东药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药学)专科

毕业证,证书号 105735200406000328,声明作废

办公电话变更公告

广州市柏特科技有限公司， 因线路调整，原

办 公 电 话 号 码 ：020-61240686、61240693、

61240695、传真：61240682 于 2022 年 7 月 1 日

起 停 止 使 用 。 原 办 公 电 话 号 码 调 整 为 ：

020-38814066。 特此公告

2022年 6月 23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浩达医疗有限公司遗失一张开具给增城区

妇幼保健院的医疗发票，金额是：8720 元，发票代

码：367327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毅城电器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40125600343646,执照编号259110183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莞市凤岗臻味面馆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许可

证编号:JY2441911192700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卓轩沙石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040300000855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3557262358E)，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高创食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9XQER05H，编

号：GS03202101915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余萃馥遗失汕头大学毕业证，证号：10560520170

5100351；学位证：1056042017300426。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拉维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XA9F20 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 1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3万元。请

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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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者:曾居平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4010560

0116191，编号 S0592014022471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沈康琪遗失义务兵证，证号兵字第 2019035317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二元服饰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00�101MA59H8FIU 注册号

440101000485574。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乐杯陶瓷印花经营部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116016998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塘口村委会遗失广州市农村

财务专用收据，穗财:39562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刻度网络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蔡雯靖）一

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广州市立异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号 44010600000

5216），经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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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立异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401060000052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阿泽希餐饮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吴小洋于 2022年 6月 17日不慎遗失二代身

份证件，证号：31422519920701137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天道服饰（广州）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法人章（刘海军）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泰翼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将注册

资本 568万元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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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胜鸿数字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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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宏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印章

编号 4401110479205），现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墩墩餐饮店遗失公章一枚， 现登报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银信高科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章(尹武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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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人章（周继龙）、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

现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依晨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法人

章(汪建波)各一枚，现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湘鄂往事美食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9UY

21M8T；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千发体育用品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工商注册号：44010431109153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黔言餐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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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三工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现登

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黄村通富水产档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BUN5D

0P，注册号：44010660160360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梵谷（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将注册

资本 270万元减至 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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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海珠区合祥宝辅料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6FD606，

注册号：440105600905409�，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优易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MA59RH5344，经股东会决议

终止经营，现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组成

员莫庆红、覃燕，清算组负责人莫庆红。请相关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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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优作美甲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9XTT1B71��

，注册号：4401066040003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爱伦制衣厂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683280020Y， 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补充说明

广州丁哥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

914401013043255684)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在

信息时报报纸上刊登的清算公告缺失清算组信

息，现更正补充说明如下:该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19日起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清算组成员为

卢晓锋，卢炳唐，清算组负责人为卢晓锋。由此产

生的法律责任，由全体股东及清算组人员负责。

减资公告

文腾五二零（广东）传媒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将注册资本 500 万元减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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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风憬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将

注册资本 200 万元减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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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博学货架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将注册资本

210 万元减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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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游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

本 1000 万元减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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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晶萃电子产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

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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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淑仪 通

讯员 江粤军）

昨日，广州美术学院

佛山校区一期建设工程项目动工

仪式在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举行。

据悉， 广美佛山校区分二期建设，

整体建成后，未来办学总规模不少

于 2500 人。

一期建设计划后年底竣工

据悉，广美佛山校区选址佛山

市禅城区南庄镇禅港西路北侧、紫

洞西路南侧地块，分二期建设。 一

期为校园建设，总投资 8.357 亿元，

计划 2024 年 12 月竣工，办学规模

不少于 1100 人； 未来办学总规模

不少于 2500 人。 校区由广东省教

育厅、佛山市人民政府、广州美术

学院、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四方

共建，重点布局引领艺术与科技融

合发展新趋势的学科和专业方向，

突出科教融合、产教融合、艺科融

合、跨界创新等新时代办学特色。

广州美术学院院长李劲堃表

示， 佛山校区将对标国际一流，创

新办学机制体制， 大力推进学科、

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构建创新

的教学与科研构架， 打破专业壁

垒， 建设覆盖多专业的工作室集

群、研究中心和实验室体系；通过

校本部选派、全球招聘、柔性引进

等方式打造一支具有国际视野和

学术竞争力的高水平师资队伍；积

极开展重大前沿项目“政产学研

用”创新协同，构建多层次、全方

位、高质量办学格局等。

目前，佛山校区已开设中国画

（传统书画保存修复 ）

、绘画

（材料

与油画修复）

、产品设计、陶瓷艺术

设计 4 个专业，招收 2020 级、2021

级本科生共 118 人，均在广美大学

城校区培养，待佛山校区建成后回

佛山培养。

将打造成开放艺术社区

广州美术学院佛山校区管委

会常务副主任、佛山校区总设计师

伍端教授介绍，佛山校区的设计理

念是“传统基因+当代气质+未来姿

态”。 佛山校区以办学需求为出发

点， 利用佛山强大的工业基础，结

合广美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文化资

源，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建筑设计

融入当地的文化元素，比如美术馆

的设计灵感就来自于佛山的龙窑；

教学楼的设计也融入了岭南的坡

屋顶、砖墙元素。

据悉，佛山校区将打造成一个

开放的艺术社区。 第二期建设的佛

山市美术馆将通过地下艺术集市

和校园主体部分连通，周边也将打

造成为艺术社区和艺术小镇，以此

重塑整个片区的文化品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少韩 ）

近期，韶关市多

地持续强降雨。6 月 20 日早上，韶关市曲江区一名

老伯经过坑口市场时，不小心掉进深水区。 当时水

位高达 3 米，有居民发现老伯遇险，报警并联系居

委会干部黄志忠。 黄志忠听到电话后，意识到情况

危急， 迅速从家里游过去， 在水中把老伯托举起

来，直至民警及救援人员赶到。

黄志忠在水中托举老伯的视频及照片得到很

多网友的点赞，黄志忠也被大家称为“托举哥”。 6

月 23 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决定联合信息时报

授予黄志忠正能量特别奖，为他颁发 5000 元正能

量奖金。

谈起事情经过，黄志忠说：“那个时候，我刚值

完夜班回家，一到家就接到居民的电话。 以往，我

可能会把居民反映的情况转给值班同事处理，但

那时候， 我意识到事情危急。 我家离事发地点很

近，我直接游泳过去，大概 60 米的距离。 ”到达现

场后，黄志忠将老伯拉到一家店铺边，一只手把老

伯托起来。 黄志忠说：“一开始，老伯动也没动，过

了一会，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呼吸。 我的心里其实还

是有些害怕，我担心自己撑不住！ ”8 分钟之后，黄

志忠看到了民警的冲锋舟， 大声喊道：“快点、快

点，我没有力气了。 ”随后，民警迅速将黄志忠以及

老伯救上了冲锋舟。

目前， 被救老伯经当地卫生站治疗后已无大

碍，黄志忠则继续投入到抗洪救灾工作中。 黄志忠

说：“那天是我们这里的‘墟日’，也就是乡亲们赶

集的日子。 老伯是为了赶集来到市场，却意外发生

这样的情况。 幸好，我们及时救下了老伯。 ”

6 月 23 日，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决定联合信

息时报授予“托举哥”黄志忠正能量特别奖，并颁

发 5000 元正能量奖金。 在给黄志忠的颁奖词，这

样写道：“眼看洪水漫过肩膀，他使出全身力气，用

双手托举起被困的老人。 于危难中伸手，在体力耗

尽前苦撑，他的选择令人心生敬意，坚持和忍耐令

我们为之心疼。 危难面前，他的担当和勇敢却被无

限激发。 他让我们看到，洪水不仅会将生活打乱，

也能将人性的无私和美好放大。 感谢他救人一命，

更致敬他的担当与选择！ ”

广州美术学院佛山校区一期动工

整体建成后办学规模不少于2500人

韶关“托举哥”

洪水中勇救一老伯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决定联合信

息时报为其颁发 5000元正能量奖金

黄志忠（右二）在水中托举老伯（右一），直到

民警及救援人员赶到。 受访者供图

广美佛山校区效果图。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