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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杭州有位年轻程
序员在街头情绪崩溃的视频刷
屏了。起因很简单，小伙子外出
聚餐，却接到公司加班的电话，
在赶往公司的路上，又接到女友
的电话，女友因为忘带钥匙进不
了门。

因为急着给女友送钥匙，他
选择了逆行，结果被交警拦下了
……在等待交警处理时，一边是
公司的催促电话，一边又是女友
的催促电话，他情绪瞬间崩溃了。

许多网友看了这段视频后，
表示泪目，都说仿佛看到了真实
的自己，那才是职场中的自己，
没有“盔甲”，没有防备，痛痛快
快，流一次眼泪，真性情一回，然

后擦干泪，继续上路。
但人在职场，现在似乎到处

充盈着一种叫“情商”的东西，有
人在教导你，有人在要求你，还
有人在告诫你……一切要以搞
好人际关系为前提，不能真情流
露，不能轻易暴露自己真实想
法，千万不要得罪人，要说“四海
皆准”的话，要做“永远正确”的
事，能感受八面来风，能做到八
面玲珑。

于人有人感叹：真诚很难留
住人，总是套路得人心。

“情商”似乎已经成为一种
从业标准，大家更喜欢那种所谓

“高情商”的人，而把那些说真话
为人真诚的人视为低情商的傻

子。一个人如果被人称为“情
商”不高，那是一件极其危险的
事，几乎等于在一个圈子里被大
家宣判死刑，时时处处会被人排
斥和冷落。

经常听到一种说法：才商不
敌情商。一个能走到哪里，取得
什么成就，关键在于情商。这种

“情商决定论”喧嚣尘上。
什么是“情商”？我以为就

是：自制、热忱、坚持以及自我驱
动、自我鞭策。说到底，情商是一
种人生修养，是一种由内而外非
常美好的东西。它的本质是接纳
自己的喜怒哀乐，把自己当成朋
友，与自己和解，然后推己及人，
让人如沐春风。

而现在大家所说的“情商”
已经走向了反面，变成了一种

“失去自我修养”的操作层面的
情商，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更多
的是“套路”和虚伪，把处事圆
滑、八面玲珑当做是情商高。只
要对自己有利，就算心里骂对方
是混蛋，表面上也要一派和气，
因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很大的好
处。如果一个团体、一个部门、
一家单位充满了这样的人，这个
团体或是单位还会有一个美好
的明天吗？

这种所谓的“情商”其实是
“厚黑学”的一个变种，只要对自
己有利，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

和合作的社会，这给“套路”提供
了巨大的市场，并且被包装成

“情商”招摇过市。但人与人之
间的认同和合作，最终在于情
感、品德、才华、能力的认可和欣
赏。一个人的情商高不高，事实
上只有一个标准：你是不是够厚
道和善良。除此，无他。

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人际
关系，永远是这样的：为人处世
原则一致，内心温暖善良，彼此
之间心神相通，真诚相待，能分
享自己的喜怒哀乐，没有令人厌
恶的套路和虚伪，彼此之间的关
系简简单单，但却坚固和长久。

其实，我们不缺所谓情商，
缺的恰恰是真诚和善良。

多年前，一位来自美国东部
的主教造访西海岸一所规模不
大的教会学院，借宿在院长家，
院长年纪不大，是一位物理学
和化学教授。

一天，院长邀请学院里的
部分教师到家里吃晚饭，以此
让他们与主教接触，能亲身体
验主教的经验和智慧以提升自
我。晚饭后，交谈话题转入“太
平盛世”，主教声称太平盛世即
将到来，理由是自然界中的一
切都被人类发现，一切可能的
发明业已完成。

院长很委婉地提出了异
议，他觉得，人类正处于新发现
的当口。主教当即请院长列举
一二，院长说不出五十年，人类
将学会飞行。

主教听后哈哈大笑，说：
“废话，我可爱的院长先生，如
果上帝想让我们飞，他早就造
给我们一对翅膀，飞行是鸟类
和天使的专利。”

院长姓“莱特”，他有两个
儿子，一位叫奥利尔·莱特，一
位叫威尔伯·莱特，大家都知
道，莱特兄弟是飞机的发明者。

信念往往决定你的行动以
及行动所产生的结果。

骸骨

西班牙有位国王很为自己
的祖先自豪，但是他却以对百

姓残忍而臭名昭著。
有一次，国王与随从在阿

拉贡的一处田野散步，多年之
前，在这里，他的父王率军进行
了 一 场 惨 烈 的 战 争 ，最 后 战
死。这时，国王看到一位神职
人员在搜寻骸骨。

“你这是做什么？”国王问。
“尊敬的陛下，您好！”神职

人员说，“在下听说国王陛下要
路经此处，决定为陛下找到陛
下父王的遗骸，呈献给陛下。
在下千寻万觅，终不可得。陛
下您瞧，这些骸骨看上去一模
一样，根本分不出哪些是士兵、
哪些是将军、哪些是村民野夫，
更分不出哪个是您父王。”

谁能保证马不会飞起

古印度一国王判定一个人
死刑，这个人请求延期执行，
说：“如果陛下大发慈悲，暂不
杀我，我保证用一年的时间，教
陛下您的坐骑飞起来。”

“暂且依你，”国王说，“不
过，到期朕之马不会飞，则立即
执行死刑。”

这个人的家人焦急地问
他如何完成这项不可能的事
情，他说：“一年的时间，国王
说 不 定 就 死 了 ，就 是 国 王 不
死，谁又能保证那匹马飞不起
来？”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拆迁之前

刚才看见车站附近的一家
咖啡馆，周围停满了工程车辆，
这时才想起不久前看到的招贴
通知，应该是今天被拆迁。可
是，咖啡馆的店长仍然在擦玻
璃，擦得非常仔细，生怕留下一
点儿灰尘。

店长是一位中年男子，他一
边擦玻璃，一边擦自己的眼泪，
我知道在他擦完的时候，工程
车就会一起上阵，这家咖啡馆
也随之倒下。不过，对他来说，
近乎完美的终结也许才是最大
的安慰。

三件小事

以下是与日本毕业生网上
聚会听到的三件小事，挺暖心
的，专程收录如下——

第一件：口罩缺货的那段
时间，到处都买不到，疫情又很
严重，让人着急。后来，终于
有 一 天 ，附 近 的 药 妆 店 进 货
了 ，很 多 人 一 大 早 就 开 始 排
队，店内全是人。收银台的店
员忙得满头大汗，这时几乎所
有的顾客买到口罩交钱时，都
对店员说：“辛苦了。”虽然只
是大家这么一句话，店员的眼
中泛起了泪花。

第二件：有一回乘高速公
交车去广岛县。途中，司机广
播说：“疫情严重，烦请大家戴
上口罩，实在麻烦大家了。”

然后，没过多久，他忽然说：
“请大家往车窗的右前方看，天
上有一道彩虹，很美丽。我相信
疫情会结束的，一切会恢复正常
的。”那天的彩虹真的很美，司
机真是神人。

第三件：家里的体温计电
池用完了，去几家店里找，结果
发现哪儿都没卖的。这也难
怪，疫情期间，体温计和电池都

缺货了。无奈，路过了一家百
元店，想去碰碰运气，但还是没
有。这时，店员问我：“温度计
的电池型号是多少？”我说：

“LR41。”店员说：“这跟电动鼻
毛修剪器的型号一样，建议你
买这个，电池跟温度计是通用
的。”听上去，这多少有点叫人
尴尬，但很实用。我当场买了
下来，心存感激。

账就算了吧

旅居日本 30 多年，赏花无
人的场面还是第一回见到。不
用 说 ，这 是 因 为 受 到 疫 情 影
响，大多数日本人响应政府呼
吁，出门的人明显减少了。

过去经商时结识的一位日
本人，时隔 20多年突然跟我联
系，把我吓了一跳。当年，因为
他公司倒闭，负债累累，很早就
躲起来了，结果这回他电话里
是这么告诉我的：“我的债主中
招了，全家被病毒感染，他正式
告诉我，我欠的账就算了吧，因
为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了。”
听罢，我五味杂陈，但也想为他
们点赞一下。

遇见一群乌鸦

下午去散步，路上经过一
家便利店，也不知从哪儿飞来
的一群乌鸦，犹如愤怒的黑帮，
云集在店铺的房檐上狂叫，而
且越来越多。可就在此时，一
辆飞奔而至的摩托车出现了，
从座驾上下来了一位中年男
子，很弱小，很平和，一脸与世
无争的样子。他看看天，又看
看乌鸦群，然后一声划破天空
的口哨声突起。不到5秒钟，乌
鸦齐飞，就像一阵暴风吹落了
大把大把的花瓣一样，高高低
低，没有任何规则地四处逃窜
飞翔，中年男子跟什么事也没
发生一样进了便利店。

小时候，老师教我们写作文，
说蜜蜂在花丛中采蜜，“嗡嗡”地
飞来飞去，鲜花、蓝天、白云、旷
野，多好的工作环境，多甜蜜的工
作啊。

结果，我们全班的作文写的
都是，蜜蜂每天甜蜜地工作，很伟
大，很幸福，长大了，我们也要像
蜜蜂一样热爱工作。

长大了，才明白，蜜蜂是采蜜
的，可是，它的工作，一点也不甜
蜜。

蜜蜂家族分三种：蜂王，雄峰
和工蜂。我们平时看到的，大多
是工蜂。

一只工蜂的一生，都是在忙
碌中度过的。

工蜂一出生，是的，你没看
错，是一出生，从羽化成蜂那一刻
开始，它就开始工作。一只工蜂
是没有童年的，别指望一只工蜂
出生之后，能像个婴幼儿一样得
到精心的照顾和呵护，它一生下
来，就是个“童工”。通常，它生命
的前三天，负责“育蜂室”的保温
孵卵，顺带着，还要像个小保姆一
样，将产卵房的卫生搞干净。

稍长，3-6天大的工蜂，要做
的工作是调剂花粉与蜂蜜，以饲
喂羽化前的大幼虫。一只工蜂，

似乎生而成蜂，就不需要被照顾，
而是天生会照顾它人。6-12 日
龄时，它的工作改为分泌蜂王浆，
以饲喂小幼虫和蜂王。这可不但
是个技术活，还是个极其耗体能、
内力的活。不用担心，没有一只
工蜂会惜身，或偷懒，它们总是愿
意将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供奉
伟大的蜂王，还有比自己更弱小
的弟弟妹妹们。

到了 12-18 日龄时，一只工
蜂要做一件更大的事——泌蜡造
脾，为蜜蜂的巢穴、它们的家园添
砖加瓦。所谓蜜蜡，就是工蜂从
自己的蜡腺里，分泌出的一种脂
肪性物质，这是它们建造蜂巢的
主要原材料。没有砖，没有瓦，没
有水泥，没有钢筋，它们就用自己
体内的分泌物——蜡，来作为建
筑材料，因此也可以这样理解，一
只蜂巢，是无数的工蜂们用自己
的血肉之躯垒建而成的。所谓造
脾，就是蜜蜂先用蜂蜡筑出近乎
圆形的蜂房，然后将蜂房加热到
40℃左右，使蜂蜡融化成半流体
状，最终凝固成蜂巢里的一个个
六角柱状体。它们还会围聚在一
起，依靠翅膀的急速振动让蜂蜡
凝固。

泌蜡造脾，在我看来，堪称一

只工蜂的成人礼，它们合力建造
或扩大了家园，接下来，在它们活
到 18 天之后，它们将飞出家园，
正式开始一只工蜂一生中最长久
的工作——采蜜。此后余生，它
们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采蜜、采
蜜、采蜜。当偶尔有来敌侵犯时，
它们将全蜂皆兵，以死守卫家园。

我们看到的蜜蜂，基本上都
是那些在花丛中飞来飞去的工
蜂。它们每天的行踪，就是两点
一线：蜂巢和鲜花盛开的地方。
我们觉得蜜蜂的工作是甜蜜的，
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总是在花
丛中飞舞，而采集的，又是那么
甜蜜那么美好的东西。我们被蜜
蜂如此浪漫的工作环境，深深地
吸引住了。我们所不知道的是，
一只工蜂，为了采蜜，穷其一生，
差不多要来来回回飞行 32 万千
米，相当于绕地球整整 8 圈。它
本可以一次次周游世界，却只围
着一朵花，以及一个蜂巢，而忙碌
了一辈子。

一只工蜂的工作，是忙碌的，
枯燥的，也是艰苦的，辛勤的，甚
而可谓是了不起的，但是，它不是
甜蜜的。说它的工作是甜蜜的事
业，那是我们以为的，是我们强加
给它的。

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年少成
名，有的人大器晚成。法国小说
家弗朗索瓦兹·萨冈18岁时创作
小说《你好，忧愁》，一举成名，创
下 84万册的销售纪录。次年英
译本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
行榜的冠军，萨冈也因此成为当
时最年轻的畅销书冠军。而我
们熟知的笛福，直到59岁才发表
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鲁滨逊漂流
记》，并由此确立他在英国文学
史上的地位。

为何有的人会早早成名，有
的人很晚才迎来人生巅峰？这
里究竟是人的天分不同还是造
化弄人？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大
卫·格兰森运用创新经济学领域
的理论工具提供了新的答案。
格兰森说，在多个不同领域都会
稳定出现的创新者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概念创新者，一种是实践
创新者。概念创新者的作品标
新立异、独具一格。开始一个重
大项目前，他们会深思熟虑，做
好周全准备，但是他们的创作并
不会被前辈的辉煌成就所束缚，
相反他们通过创作来传达内心
的某种想法或表达某种情感。
概念创新者的艺术家更擅长发
现自己的想法，而非理解现实世
界，所以他们会在比较早的年龄
就展露出自己的才华。

而实践创新者则不同，他
们往往会做大量的调查研究，
积累足够的知识，创作过程缓
慢、循序渐进，他们对自己的成
果总是不太满意，总觉得还有
改进的空间。

毕加索就是典型的概念创
新者，他的事业巅峰期在他26岁
的时候，那个时期的作品是他所

有作品中最有价值的。而保罗·
塞尚就是典型的实践创新者，他
总是问自己：“我努力了那么久，
付出那么多的作品真正达到我
想要的效果了吗？”塞尚的事业
巅峰期在他67岁的时候，那个时
期的作品代表了塞尚绘画作品
的最高水准。

这两者的区别正如两人不
同的艺术观念：毕加索说“我不
寻找，我发现”，而塞尚则说“我
在绘画中寻找”。

在文坛也同样如此，概念创
新者有特殊的创作目的，他们因
作品的情节和内心体验而出名，
比如聂鲁达在 20岁的时候写下
《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菲兹
杰拉德在 29岁就写出了成名作
《了不起的盖茨比》。而实践创
新者，在饱尝世间艰辛，对人性
充分了解后才迎来创作高峰。

例如日本作家松本清张，在经历
了人间种种磨难，40岁以后才致
力于写作，51 岁才创作成名作
《砂之器》；狄更斯经历了生活的
种种艰辛后，在 47 岁开始创作
《双城记》。

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迈克
尔·莫布森对此也有自己的解
释。他说人的智力有两种，即流
体智力和晶体智力。流体智力
是一个人生来就能进行智力活
动的能力，即学习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它依赖于先天的禀赋，随
神经系统的成熟而提高，如机械
记忆、识别图形等等。晶体智力
是通过掌握社会文化经验而获
得的智力，如词汇概念、言语理
解等能力。

流体智力的峰值在20岁，然
后持续缓慢地下降；而晶体智力
则不同，它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

升。所以年轻人天马行空、激情
四射，而老年人阅历丰富，比年
轻人更睿智，日益丰富的阅历在
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流体智力的
下降。因此数学、物理、诗歌领
域常常是年轻人的天下，而历史
研究、政治领域却是中老年人的
地盘。

艺术创作的两个巅峰，创意
型的概念创新者在青年时，累积
型的实践创新者在中老年时，这
和流体智力、晶体智力的不同巅
峰时期刚好吻合。

记得村上春树说过：“对人
生而言，最关键的是对自己所
处的位置有明确的认识。”也许
你的事业还需要耐心等待，也
许你已经过了巅峰期，不过这
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白自
己的位置，并且在任何阶段都
不轻言放弃。

现时有一种流行说法：一个人能走多远，能取得什么成就，关键在于情商

“情商决定论”的套路 □流沙

蜜蜂的工作并不是甜蜜的
□孙道荣

年少成名还是大器晚成? □岑嵘
毕加索事业巅峰期在 26岁，

塞尚事业顶峰期在67岁

豆
娘
□
刘
海
春

咖啡馆最后时刻及其他
□毛丹青

莱特兄弟的父亲（外二则）

□文/安东尼·德·梅勒 译/夏建清

公 告
1.2020年4月17日在珠海市港珠澳大桥附近海域查获三无船一艘。
2.2020年5月4日在珠海市南水闸闸口附近海域查获三无船一艘、货车二辆，分
别是湘EA8641、湘ED1038，查获冻品127.88吨。
3.2020年7月29日在珠海市内伶仃岛附近海域查获三无船一艘，查获冻品49.76
吨。
4.2020年8月8日在珠海市情侣北路半岛驿站公园附近海域查获“三无”大马力
玻璃钢材质摩托艇一艘。
5.2020年9月9日在珠海市万山以南附近海域查获散货船一艘（英文船名：
“SPEED1”，中文船名：“超捷1”），查获卷烟261676条。
本公告期限自2020年11月21日至2021年2月21日。
请上述涉案船舶、车辆及冻品的所有人持相关证件和单据在公告期限内前往我
局进行认领，逾期无人认领的，我局将按无主物品依法处理。

珠海海警局
2020年11月6日

注销公告：新兴县孖纸建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321MA531N7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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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期不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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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广东广信君达（白云）律师事务所（统
一信用代码：31440000MD01881869）经
全体合伙人决议注销本所。本所已于
2020年11月21日在《羊城晚报》发布
公告，请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申报债权，现拟向司法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台山市安信大药房环南分店遗失电子
营业执照，证号：10015100016598，声明
作废。

注销公告：吴川市步步赢残疾儿童特训
中 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440883341474976B）拟办理注销登
记，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45天内向本中心清算组申报债
权债务，处理有关事务。逾期不办理，
按相关法规处理。联系人：江杏容，电
话:0759-5552020。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分公司遗失已用交强险保单四份，流
水 号 ： PCC510005180400329738、
PCC510005180400329938、
PCC510004180400671632、
PCC510001180401410748、遗失已用作
废 交 强 险 保 单 四 份 ，流 水 号 为 ：
PCC510005180400330149、
PCC510005180400330337、
PCC510005180400328446、
PCC51000518040033023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张海辉，2020年11月13日因
保管不善遗失广东省司法厅2018年9月
13日颁发的律师执业证书，律师执业证
书号：14401201810057866，执业证书流
水号：10986920，现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通知书
江门市华粤食品工贸公司：
江门市金来物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与江门市华粤食品工贸公司借
款合同纠纷两案，执行案号为（2012）
蓬法执字第7076号[（2010）江蓬江法
民二初字第429号《民事判决书》]，
执行案号为（2012）蓬法执字第211
号[（2011）蓬法民二初字第2388号，
江门市金来物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于2020年8月25日将上述两案的全
部权利已经转让给了班小凤（身份证
号码：452122197906135720），请贵公
司按原判决对班小凤履行债务，特此
通知。

此致
江门市金来物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6日

综合资讯综合资讯

《行政处罚告知书》
公告送达

广州成周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钟成周，身份证号码：
441622197808122074）：

受越秀区政府委托,由本局牵头负责“越秀区东风东路836号‘6?10’
坍塌事故”的事故调查相关工作。因其它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对你（单
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穗越）应急告〔2020〕59号 }。我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拟对你（单
位）作出罚款叁拾万元整的行政处罚。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我局领取《行政处罚告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你（单位）有权在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广州市越秀区应急管理
局递交陈述和申辩或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申请的，视为放弃陈述、
申辩和听证权利。

办公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筑溪西街10号
联系人：刘道伟、赖超捷
联系电话：020-83754883
特此公告

广州市越秀区应急管理局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公 告
2020年3月30日在珠海市荷包岛附近
海域查获疑似“三无”采砂船一艘（福连
555）。

公 告
2020年3月30日在珠海市荷包岛附近
海域查获疑似“三无”采砂船一艘（福连
555）。请上述船舶所有人持相关证件，
在六个月公告期内到我局认领，逾期无
人认领，我局将按相关规定依法处理。

珠海海警局
2020年11月11日

遗失声明：阳江市鼎达运输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700MA546BQX8Q，
遗失公章、法人私章(法人：陈健宗)各一
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汕头市鑫泰阳动漫玩具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15752899653J）
股东决定，注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27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00万元。请债权人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
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本公
司将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查找弃婴儿童
生父母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60天

内，该弃婴的生父母或其
监护人凭身份证和所在
单位证明或村（居）委会

的证明到花都区儿童福利院（花都区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认领。如逾期无
人认领，将依法安置，特此公告。序
号：55；性别：女；出生时间：2020-10-
8；捡拾时间：2020-10-12；捡拾地点：广
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横潭村竹基巷30号
墙角石凳上。

广州市花都区儿童福利院（广州市
花都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2020年11月21日

登报热线
13622244208
87566523

厚朴信息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与广东国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厚朴信息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下称“转让方”）与广东国民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下称“受让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
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原合同内容不
变。现转让方和受让方以联合公告的方式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
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
相应还款、担保义务。

广东国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受让方，现要求公告清单所列的借款人、
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相应的还款、担保义务。若借款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注：上述债权相应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复息，以判决书判决确定的计算方
式计算为准。特此公告。

厚朴信息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广东国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21日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名称

英德市德骏
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

英德市合美
建材贸易有
限公司

英德市宏丰
建材贸易有
限公司

英德市金源
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贷款本金余额（人
民币元，截至2020
年8月31日）

13,356,652.00

13,369,042.00

3,100,000.00

12,508,907.85

借款合同编号

英德农信借字2011年
第 10020119901048495
号《借款合同》

英德农信借字2011第
10020119901281895
《借款合同》

2011 年 第
10020119906145777
《借款合同》

英德农信借字2011年
第 10020119901048508
号《借款合同》

担保人名称

清远市汇业担保有
限公司、孙红锋、廖
德忠、冯新华

清远市汇业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孙红
锋、廖德忠、曾玉婷
英德市宏丰建材贸
易有限公司、
李锋、王战修
清远市天誉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何国
泉、陈建强、石秀娟
清远市汇业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廖德
忠、孙红锋、王维克

担保合同编号

英德农信保字2011年第10120119901031137-
1号《保证合同》、英德农信保字2011年第1012-
119901031137-2号《保证合同》

英德农信保字2011第10020119901281895号《保
证 合 同 》、英 德 农 信 保 字 2011第
10020119901281895号《保证合同》
英德农信质字2011年第10120119906155002号
《权利质押合同》、英德农信质字2011第
10120119906155002号《权利质押合同》、英德农
信保字2011年10120119906150321号《保证合
同》、英德农信保字2011年101201001185064号
《保证合同》
英德农信保字第2011年第10120119901031546-
1《保证合同》、英德农信保字第2011年第
10120119901031546-2《保证合同》

原贷款行

英德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
社

英德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
社

英德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
社

英德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
社

遗失声明
广州新添印刷器材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行政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李灿
强）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勇速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行政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崔瑞娟2020年11月15日遗
失身份证，号码13242719811015****，有
效期限2015.11.23-2035.11.23，声明遗失
期间的法律经济责任与本人无关。
遗失声明：广东华辉建设有限公司（原名称：
茂名市电白华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云
浮市建筑市场诚信手册申请表，编号0424，
申请日期2014年6月10日，声明作废。

汕尾信民生休闲农业有限公司楼房生猪养殖示范项目
环境影响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汕尾信民生休闲农业有限公司委托广州市泓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汕
尾信民生休闲农业有限公司楼房生猪养殖示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已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要求，公开以下信息，进一步公开征求评价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汕尾信民生休闲农业有限公司楼房生猪养殖示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SK9ORmtyFkA76PEmm6wnA提取码：rvvs

需查阅纸质报告书的可联系建设单位：
联系人：曾四发，联系电话：13428244444，联系地址：汕尾市海丰县海城镇万中村。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以在以下链接下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jj-jkw6Fe3yfGEpOZXWuQ提取码：327p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按照要求填写的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汕尾信民生休闲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汕尾市海丰县海城镇万中村
联 系 人：曾四发 联系电话：13428244444
电子邮件：80335474@qq.com 传真:0660-6363777 邮编:516400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为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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