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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景茂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2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至2021年11月 16日上午10时止（延时的除

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haiguan.jd.com/haiguan.html）在线公开按现状拍卖如下标的：
标的1：木方一批，保证金：8000元。
标的2：2条手链、3个包，保证金：2800元
重要提示：拍卖标的以货物、物品的现状为准，标的所列品名、标注、品牌、规格、成分、型号、数

量、清单、单据等，仅供参考，以现场展示为准。标的的单据或清单所列的品名、标注、品牌、规格、
成分、型号、数量等，不作为提货的依据。

上述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涉案财物（不涉及海关依法罚没的侵犯知识产权货物），除法律另
有规定外，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拍卖标的以货物、
物品的现状为准，标的所列品名、标注、品牌、规格、成分、型号、数量、清单、单据等，仅供参考，以
现场展示为准。标的的单据或清单所列的品名、标注、品牌、规格、成分、型号、数量等，不作为提
货的依据。拍卖人按照标的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请于拍卖前认真察看拍卖标的原样及现状，并
对标的物质量、外观、保养状况等信息予以确认，竞买人已了解拍卖标的物存在的所有瑕疵，拍卖
人与委托人不承担标的瑕疵担保及其他相关责任。竞买者参与竞拍，视为已对拍卖标的物的品
质状况有充分了解，并愿承担相关责任。

拍卖成交后，标的移交时发生的包装、搬运、装车、运输、出库费用等由买受人承担。
标的展示：2021年11月 11、12日（看货人必须提前24小时联系本公司预约，提供姓名及身份

证号码、健康码、行程码备案）。
展示地点：海迅机场仓，海迅石牌仓。
联系电话：020-81365277、13719035238林生
公司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187号时代国际大厦1708室

委托方网址及监督电话：http://guangzhou.customs.gov.cn，020-81102652

减资公告
云浮市新毅澳石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5302MA5709N89F）经全体股东会决
议，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300万人民币减至50
万人民币。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
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特此公告 联系
人：陈阁庄，联系电话13602961994，地址：云浮
市云城区安塘街道办赤村村委双龙村地段（地
号：04-02-0478、永富石材侧）。

减资公告
云浮市毅澳石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5302MA52THKK3D）经全体股东会决议，将
本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人民币减至200万人
民币。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有
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特此公告 联系人：刘群
娣，联系电话13826899638，地址：云浮市云城区
安塘街道夏洞村委榃俄村村背地段翔盛一路处
的石材厂房。

遗失声明
广东启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MA56DM7073，遗失电子营业执照，编
号为:1001512008380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 山 市 新 金 盛 五 金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91442000324930247A）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代码：3249302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山市念友装修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2000MA51MNC81D）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新建
研发试验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公告（第二次）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
表下载网址：（https://www.brunp.com.cn/news/498.
html）。2、查阅纸质版报告书方式：请联系建设单
位查阅。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范围内的的公民、法人和组织，鼓励环境影
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来人、来
函、来电或发回公众参与表反映意见。项目建设
地址：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齐力大道南21号之
1，联系方式：李工，0757-85615818，邮箱：liyings
hi@brunp.com.cn。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1年11月2日至11月15日。

遗失声明
中山市洪轩装修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2000MA52X7AY9M）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中创贰月谷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D2WLH9Y，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四妹便利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KL7481，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夕阳美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403012077829，核准日期2004-
02-16；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440300733081581；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7330815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永鑫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EQ
BT48E，核准日期2018-03-30，声明作废。

解除租赁
叶锦福是位于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江尾头村“牛
肚环”星达嘉湖工业园2号厂房三楼B区产权人
人，2021年3月30日将该房屋租给王汝怀用于
注册中山市翰弘轩光学镜片有限公司。因租客
未交房租且失联，现声明解除该合同，收回该房
产的使用权。声明人：叶锦福

注销声明
深圳市先行者教育培训有限公司的深圳市教育培训机构
办学备案证，证号：深教培144030770001019号，发证
日期2020年10月9日，终止办学，声明作废。

五山街道走进岭南中英文学院禁毒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营造和维护“绿色校园，安全无毒”的校
园禁毒宣传教育的社会环境，让学生群体了解、
辨识毒品种类及其危害，提升在校师生识毒、防
毒、拒毒意识和能力，2021年10月28日，五山街
禁毒办及大同社工走进省禁毒宣传教育示范学
校——岭南中英文学院开展了一场名为“禁毒宣
传进校园”的禁毒宣传活动。本场活动共吸引了
500多名在校师生的参与。本次活动一共持续了
3个多小时，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学校对于
街道禁毒办开展的禁毒宣传表示欢迎，希望禁毒
办之后来学校开展禁毒知识课堂宣讲。

五山街禁毒办 2021年10月28日

遗失声明
广州楚桐家具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WAMGJ4L，
注册号:44010120073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悠阁饮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72PU3P，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普宁市流沙永发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许可证编号:JY24452810088845，现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东漖益君奶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5NJJ1W，
注册号:44010360041682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汇芳乳制品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2X
8P1L，注册号:440103600261070，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市加润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D3RNG5Y)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公
司拟将原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减至3万元
人民币。请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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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机关申请变更
登记。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广州乐丰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MCR420)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公
司拟将原注册资本10万元人民币减至3万元人
民币。请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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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机关申请变更登
记。特此公告。

清算公告
广州市华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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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立白日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732966791R)经股东会决定将原注册资
本由20000万元减少至12000万元，请相关债权
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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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阳西县众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721MA55ER2K7H，经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
册资本由500万元人民币减至120万元人民币，请相关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本公司承诺对原注册资本内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股东
承担连带责任，联系人：李学昭，联系电话：1353
7960732，地址：阳西县新城生态型民营科技工业园。
阳西县众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2021年11月04日

遗失声明
深圳市三辉广告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03011093523，核准日期2002-08-05，
声明作废。

车陂街开展禁毒宣传进旭景家园法制
广场活动

为进一步落实全民禁毒预防教育工作，近日，车
陂街禁毒办联合车陂司法所、旭景社区居委会
在车陂旭景家园法制广场内开展了以“幸福无
小事，禁毒是大事”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本
次活动吸引了大量社区居民参加，居民对本次
禁毒宣传活动反应热烈，均表示学到了很多禁
毒知识，也让自己坚定了拒绝毒品的决心。

车陂街禁毒办 2021年11月1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顺源美食餐厅遗失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21600744740，
经营者：林诗源，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 志 鸿 遗 失 义 务 兵 证 ，证 号 ：兵 字 第
20190260730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挂绿丝苗米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012531300108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先施鼎新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遗失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40108000053767，
执照编号：081130027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汝城皮具有限公司遗失法定名称章、财务
专用章、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美胶物产有限公司現遗失EVERGREEN
LINE 正 本 海 运 提 单 一 套 ，单 号:EGL
V410142201831,航 次 船 名 ：ONEMAGNIFIC
ENCE062W，目的港：NANSHA,CHINA，声明作
废。

减资公告
广州采购邦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K9MW0N)经股东会决定将原注
册资本由300万元减少至100万元，请相关债权
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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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广州中鑫大型吊装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Y4Y2D84）经股东决
定：公司注册资本从人民币2000万元减至人民
币20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天内向本公司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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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普宁市诚润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5281MA55XJL9XP，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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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都区狮岭镇开展外来务工人员禁毒
宣传活动

11月1日，花都区狮岭镇禁毒办在阳光路招工
市场外来务工人员禁毒宣传活动。禁毒工作人
员向过往群众发放禁毒宣传单，通过毒品仿真
毒品模型介绍毒品详细种类及危害性，针对辖
区的外来务工人员文化水平低的现实条件，采
用了更为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了细致的讲解。
此次活动使辖区群众进一步认清了毒品的危
害，切实增强了辖区群众的毒品预防知识。

花都区狮岭镇禁毒办 2021年11月4日

遗失声明
广州京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
用章、法人章(邓宏通)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饶平县宏生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年景烧腊店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440105600084944，编号：
S0592015022241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年景烧腊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JY14401050026361，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泰安药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92440101L2498756XK，编 号:
S0392014017727G，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宾戈酷（广州）表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MA5ALU7R7K)经股东研究决定，公
司拟将原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减至10万
元人民币。请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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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机关申请变
更登记。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广州易承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PN6T1L)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公
司拟将原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减至3万元人
民币。请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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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机关申请变更登
记。特此公告。

清算公告
本公司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企业清
算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清算人申请其债
权，逾期不申报者，视为放弃债权。企业名称：佛
山市顺德区安然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注册号：
440681000380631，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
新松社区居委会锦龙路37号二楼，清算人：黄桂
兰、赵晓程(负责人），联系人：赵晓程 电话:
13549920639

清算公告
本公司决定解散清算，请有关债权人自本企业清
算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清算人申请其债
权，逾期不申报者，视为放弃债权。企业名称：中
山市庆威阀门制造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2000584727288A，地址：中山市神湾定
溪村(中山市庆谊金属制品企业有限公司D栋)，
清算人：向勇、陈玲珑(负责人），联系人：陈玲珑
电话:13549920639

遗失声明
深圳市远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法定名称章
（公章）、财务章、发票章、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佳如百货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40306806555511，核准日期
2015-01-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福田区凯凯通讯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300MA5FH2A012，核准
日期2019-03-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富兴荣机电有限公司 遗失法定名称章
（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顺强（深圳）钢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E4
FL5C，核准日期2020年10月12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龙华区尚衣时代服装厂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300MA5EHU
Y69L，核准日期2017-05-1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中山金世缘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2000323314290H）经股东决定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500万元减少为人民币5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
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
办理清偿债务事宜。住所:中山市东凤镇和泰村
置业路33号四楼之一(住所申报)，联系人：黄诚，
电话：13411695533

解除租赁
蒋建艺是位于中山市港口镇银库路2号S10卡之
二的房屋产权人，于2016年04月01日与朱仕培
签订商铺租赁合同，将该商铺租给其作为中山市
港 口 镇 朱 仕 培 沙 县 小 吃 店 ，注 册 号 ：
442000603886905的经营场所。因搬走不租，现
声明解除与朱仕培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收回该
商铺的使用权。声明人：蒋建艺

禁毒宣传进景区 筑牢景区安全线
为加大禁毒教育宣传工作普及力度，进一步推
进禁毒宣传“新六进”工作，10月30日，天河区
沙东街禁毒办联合长兴街禁毒办、广州大同社
工开展禁毒宣传进长湴公园，活动分为禁毒知
识宣讲和游戏参与两个模块。参与本次活动的
有居民、学生近100名专业禁毒志愿者，服务周
边群众600人次，提高了大家参与禁毒活动的积
极性，使得志愿者对禁毒宣传和社会意义有了
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天河区沙东街禁毒办
2021年11月3日

遗失声明
广州大厨小酱食品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NTFT2T编号
S1212018003940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铭逸服装有限公司遗失合同专用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道路运输行业协会遗失公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继勇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1U352J注 册 号 4401056001850
2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雨创图文制作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8101993933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庆财补胎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40101MA59Y
0D61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广久化工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560234198Q，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银裕投资置业咨询有限公司解放南分公
司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4010420290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潮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YGG81G编
号S2612018021144，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深圳市极速创鑫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注册号
440301107642587，经公司股东会决议终止营业
并注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组由郭
彬,林丽红组成，请有关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清算组办理债权申报及债
权登记手续。联系电话：13924673102，联系人：
林丽红，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东环一
路锦绣新村6栋402。

遗失声明
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遗失租赁合同一式三联，
编号No-268170，No-265846，No-273234，交易服务
合同一式二联，编号AJB2-0004603，声明作废

安徽：
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
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

据新华社电 记者日前从安徽省
教育厅获悉，《安徽省进一步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的实施方案》日前正式印发，
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校外有偿补课、
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不得利用课后
服务时间讲新课，坚决防止课后服务
变成集体教学或补课。

方案明确，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
校外有偿补课（含“一对一”、线上有偿
补课），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为校外
培训机构介绍学生或者提供学生信
息，组织、推荐或引导学生参加校外有
偿补课等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教
师校外有偿补课行为，直至撤销教师
资格。严禁聘请在职中小学教师、在
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根据方案，安徽省将严肃查处泄
露家长或学生个人信息、骚扰电话招
生等违规行为。线上培训机构不得
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
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
教育教学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此
外，安徽省将积极探索智慧监管，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合理控制学生连续
线上培训时间。

据新华社电 制作标识、私刻印章、
下设各类专业委员会……日前，这家打
着“全国”旗号“碰瓷”教育部门的非法
社会组织“全国中小学生综合素质等级
测评中心”及其分支机构被北京市民政
局依法取缔。

“全国中小学生综合素质等级测评
中心”自称由政府部门批准成立，制作
了标识、私刻了印章，任命了所谓主任、
副主任等领导，下设“书法专业委员会”
“沙画艺术测评委员会”“街舞测评组委

会”“书画测评组委会”等多个分支机
构，并在全国各地授牌成立“江西测评
中心”“湖南测评中心”等30余家测评中
心，组织授权上述机构以“全国中小学
生综合素质等级测评中心”名义开展综
合素质等级测评，制发带有“全国”字样
的等级证书，开展号称正规的教师培
训、考官培训等活动。此外，为了以假
乱真，该机构还开设网站提供所谓的人
才库查询、教师证查询、考官证查询。

执法人员介绍，教育部曾于2015年

印发《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等
文件，“全国中小学生综合素质等级测
评中心”截取上述文件中的部分内容，
大肆进行虚假宣传，对外宣传中小学生
综合素质测评结果将纳入学生成长档
案、作为学生中考、高考的参考依据，在
部分地区引发家长恐慌。

“全国中小学生综合素质等级测评中
心”因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
名义进行活动，为此，北京市民政局决定
对该组织及其下设分支机构予以取缔。

先雾霾后寒潮
北京启动重污染预警

据新华社电 北京市生态环境及气象
部门4日发布称，周内北京将先后迎来雾
霾和寒潮，预计今冬初雪也将飘然而至，
提示公众做好健康防护及防寒保暖。

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
公室4日16时启动空气重污染黄色预
警，受不利气象条件和区域污染传输影
响，北京市空气污染逐步加重，4日夜间
至6日白天，可能达到5级重度污染。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
表示，根据目前预报，6日至7日北京气
温大幅下降，7日达到最低点，平原地区
7日白天最高气温2℃左右，夜间最低气
温零下4℃左右。

11月4日，在安徽巢湖市光明槐祥工贸集团粮食收购
点，工作人员查看入库稻谷。眼下，安徽省巢湖市秋粮收
购工作全面展开，各收购库点积极腾仓纳粮。新华社发

“全国中小学生综合素质等级测评中心”
及分支机构被依法取缔

秋粮收购
入库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