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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木，在中国与塔吉克斯坦
交界处，中国最西北的边境。

到禾木时接近下午 7 点，正
是黄昏。禾木草原位于喀纳斯河
与禾木河交汇的山间盆地，周围
山体宽厚，顶部浑圆，禾木河自
东北向西南贯穿其间，将草原分
为两半，禾木村就位于盆地中间
地带，风光自然而原始。

禾木是保持图瓦人最完整民
族传统的村落，住进图瓦人家的
梅花客栈。近看，人字形的木楞
房有大半截埋在土里，好像从森
林和草原中生长出来。禾木一进
入大雪封山期就是半年，外人进
不来，图瓦人出不去，就靠木楞
房抵挡漫长的寒冬。

禾木河位于村落边，一边是
木楞房，一边是白桦林，宽河面，
浅河滩，河水透明，向阳处绿如
凝脂，背阴处又变成深蓝。鹅卵
石激起阵阵雪白的小浪花，河面
仿佛大珠小珠落玉盘，又像无数
小鱼儿一起跳跃翻滚，嘻嘻哈
哈，那是牧童玩耍的笑声吗？

很多游人坐在石头上，手牵
手轻轻晃荡于河面，时而凑近说
悄悄话，时而发出浅浅的笑声，
时而望向远方的落日，脸庞被夕
阳染成一片油润的金黄，只有脚
下的水花在永无休止地飞溅，

“我只愿蓬勃生活在此时此刻。”
过河就是白桦林，迎着夕阳，

黄叶成了挂着的金片，层层叠叠
闪烁耀眼的光芒，明朗、透彻、热
烈、绚烂，秋风一响，黄金万两，
落叶为大地披上一层松软的地
毯。飞奔的骏马扬起了灰尘，在
落叶飘零的烘托下，更显牧马人
归心似箭。

爬上半山俯视，金色的山坡、
金色的丛林、金色的河水，白桦
林用尽一切力量绽放绝美，用灿
烂的景色直指内心，让所有的凡
尘杂念刹时荡然无存。同行美女
兴奋地定格落叶飘洒或腾空飞跃
的瞬间，让人沉醉。这一刻，“世
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禾木最经典的美景是炊烟。
凌晨 5 点爬上村庄西侧的哈

登观景台。突然间，第一根炊烟
从东侧的木楞房升起来，然后两
根、三根、四根……炊烟从南侧、
北侧、西侧等木楞房垂直升起，
然后袅娜散开，继而汇成一层轻
烟，好像一袭白纱披在禾木上
空。盆地狭长且没风，炊烟得以
浸润到禾木的每一个角落，似在
上空形成一个冷色调的梦境。

朝阳从东面逐渐照过来，炊
烟散得更远了，白烟在光照下又
变成青烟，木楞房和白桦林也反
射出轻柔的金黄，禾木成为暖色
调家园，从睡梦中苏醒过来。炊
烟升起、飘散、弥漫、回旋、笼罩，
起承转合，流畅完美，如同一篇
酣畅淋漓的文章，这也许是世上
最为诗意的炊烟了。

这样的炊烟似曾相识，却又
体验不同。在江南，水才是主
角，炊烟点缀水乡的性感；在黄
山古村，徽派建筑才是主角，炊
烟衬托古民居的娴静；在藏地，
礼佛或祭祀才是主角，炊烟将天
界与人间联通；而在禾木，炊烟

就是主角，如果没有炊烟的画龙
点睛，木楞房和白桦林都会失去
灵气，禾木也会失去灵魂。

夜晚出来散步，世界清静得
没有一丝声音，只有皎洁的月光
同行，仿佛回到古代游牧民族的
生活。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
道：“我实际上就处在宇宙中这么
一个地方，它偏僻退隐，但又永远
是全新的，永远不着尘埃。”梭罗
描写的是瓦尔登湖，还是禾木？

这是一个陷落在深秋里的童
话故事，禾木的图瓦人宛若“栖
息在俗世和天堂之间，共享着俗
世和天堂的颜色”。然而，世人
眼里的诗意只是图瓦人的日常，
并不需要刻意而为之。他们每天
都跟禾木河对话，跟白桦林对
话，跟马儿对话，跟星空对话，跟
邻居和亲友对话，也跟自己对
话，将内心的声音转化为日常的
生活，知行合一。

“生活的最终目标是生活本
身。”

小河轻盈，白桦林热辣，炊烟
梦幻，牛羊可爱，图瓦人淳朴，美
不眠不休，美永无止境。

“医生，我感觉好多了。谢谢！”她
说，一脸的感激。

她是一位二十二岁的姑娘。鹅蛋
脸，细眉，丹凤眼，一绺刘海随意地遮住
半个额头，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一切
似乎恰到好处。略微遗憾的是，因为生
病与手术失血，那张好看的脸很苍白。

那是 1983 年，在海口市人民医院
外科病房。正是春天的一个早晨，明媚
的阳光像欢快的天使，给病房带来轻轻
的笑声。姑娘床边的花瓶里插着的那
束百合，也响应似的逸出淡淡清香。

查完房回到医生办公室，吴主任重
重叹了口气，语气凝重地对我们说：

“这么年轻，真正可惜了！”
姑娘是五天前入院的。
那天我值班。她来了，由她哥搀扶

着。经X光透视，发现胃部有积液。其
他化验指标都还正常。初步诊断：幽门
梗阻。明确的诊断，有待手术探查。

第二天手术，吴主任亲自上台。探
查的结果出乎意外，是大家没想到也
最不愿意想到的——胃癌。而且，病情
已经到了晚期！

手术在医生们无奈的唏嘘声中匆
匆结束。

姑娘的病情又引发了大讨论。大
家莫衷一是。每一种方案都是有道理
的，而又不是万全或者真正合适的。

我是她的管房实习医生。每次，凝
视她那双眼睛时，我的心便充满了怜
悯。这不仅是出于职业秉承的爱心，
潜意识中还因为姑娘的那份美丽。

姑娘似乎恢复得很快，这又出乎大
家意料。

因为能进食汤水，姑娘的整体情况
迅速改善。精神好转，有了力气，脸色
也开始红润起来。姑娘为自己的迅速
恢复而高兴。

面对她的情况，我们既看到癌症侵袭
人体可怕的疯狂，也看到年轻人生命力的
旺盛。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两股力量在
抗争，在博弈，从而演绎出两种极致。

她的男朋友到医院来探访。那是
一位帅小伙子。方方正正的一张国字
脸，一双剑眉上扬着。他穿着一件时
髦的棕红色皮夹克，挺拔的身材洋溢
着逼人的青春气息。小伙子每次到
来，话语不多，只是默默地坐在床沿，
默默地看着她。

有一两个晚上，姑娘还与男友悄悄
出去，到深夜方才回来。“病还没好，不
要到外面晒月亮啊。”听到值班护士的
报告，我的带教老师李医生告诫她。

李医生还将姑娘的家人叫来叮嘱：
“她坚持不了多久的。目前的情况改
善是暂时的。我们不能对她说实情，
但必须对你们说实情，希望你们有充

分的心理准备。”她建议告知姑娘男友
实情，让他作出选择。“这样虽然有点
残忍，但对大家都好。”

来照顾姑娘的家人是她的哥姐。
听了李医生的话，他们点头，但我看出
他们的犹豫。

姑娘出院了。
她的情况暂时稳定了，下一步如何

治疗还要探讨。考虑到床位紧张与节
省医疗费用，李医生建议她先行出院。

姑娘与我告别，哼着歌。看得出，
她的情绪很好。

我知道，由于我们的“攻守同盟”，
姑娘对自己的病情仍然是一无所知
的。她还蒙在鼓里，沉浸在“恢复健
康”的假象喜悦里。

我强装笑脸，恭喜她出院，心里却
酸楚楚地很不是滋味。

我体会到人生的残酷。我不敢想
象，在不久的将来，她知道了自己的真
实病情时是怎样的反应？是极度的惶
恐还是极度的忧伤？不管怎么样，绝
望是肯定的。想到这里，我自责起对
她隐瞒病情。

实习很快结束了。姑娘后来的情
况，我不得而知。而在以后的从医生
涯中，我还是经常面对死亡，但都没像
这个病例如此刻骨铭心。她那行将消
逝的美丽成为我永远的记忆。

红专街 29 号是我儿时的大
院。大院里的平常是烟火，不平
常是战火。经历过战火的是和
我一墙之隔的苏炳文，他和李兆
麟、马占山齐名。

我的儿时大院分前楼和后
楼。如果说前楼的胖娘是镇院
大咖，那么后院的苏大姨就是护
院大神。我们没有人知道苏大
姨姓什么，是她照顾苏将军并陪
着将军走完最后的岁月。

苏大姨是北京人，个子不
高，梳短发。苏大姨声音的甜脆
和高亢让我至今难忘，都四十大
几的人了（比 苏 将 军 小 近 四 十
岁），京腔里的尾音和嗲声还能
把你的心弄得颤颤巍巍的。苏
大姨的穿着颇有赵四小姐之意，
一看就不是一般群众。

苏将军大概是 1956 年前后
搬到大院的，住在后院二楼，房
间是先要经过走廊，再过客厅的
三间套。我印象最深的是门口
的厨房，有八平米左右，能摆桌
吃饭。苏大姨厨艺很好，每次炒
菜，香飘大院。

我和苏将军家的真正结缘
源于他客厅里的那幅油画。我

刚上小学时，晚上常常坐在小板
凳上临摹那张幽深的树林，还有
停靠在岸边的小木船。苏将军
很少出门，大多是在卧室里待
着。那间屋子很神秘，很少有人
去过。

我记得第一次进那间屋子
是在一个暖洋洋的清晨，苏大姨
看见我傻站在走廊上，她喊我。
屋里有一张床和立柜，窗边是一
张写字台，屋子的中间是梳妆
台。塞满家具的屋里，行走空间
只有窄窄的一道缝。那天的苏
将军坐在写字台前，我只看见转
椅上面露出的后背和头部，背影
敦厚。他在伏案看书。屋子里
实在是太静了，他专注得不知道
有人进来。

苏将军行伍出身，高大，匀
称，国字脸，浓眉大眼。走路时
拄着拐棍，但是，腰板拔得很
直。在午后的阳光下，他有时会
在阳台上给我们小孩子讲他以
前的战事，我们哪能听得懂啊，
只知道他很勇猛，也不是一般战
士。将军不苟言笑，我很惧怕他
那双凌厉的大眼睛，甚至不敢
看。院里碰见时，不敢走在他的

前面，就会一路看着他的背影，
沉稳，坚毅。苏将军还曾给我们
看过一块怀表，表盖打开后有张
学良的照片，他说那是张学良送
给他的礼物。

将军是懂得享受的，他每周
去洗澡两次，搓完澡他要喝茶。
苏将军愿意吃豆角、茄子、黄瓜
等条状食物，这使得他身材挺
拔，愿意吃红烧肉和四喜丸子让
他魁伟结实。他吃饭的桌子，无
论菜盘多少都摆放有序，他默默
吃饭的样子是孤独的，可这孤独
是最馋人的孤独。

当我心里还惦记着听将军
讲打仗故事的时候，1975年 5月
20 日这天，一个阴雨绵绵的下
午，大院里寂静，凝重。很多人
围在了院里，不一会儿，苏将军
被救护人员抬了出来，我们看着
一个高大的硬汉躺在担架上急
促地喘息着，平日里的嬉笑怒骂
瞬间灰飞烟灭。

这个平躺着的男人，压住了
他的背影。那个背影是敦厚的，
年轻时肯定还很英挺。苏将军
于两天后逝于黑龙江省医院，一
个曾经驰骋疆场的战将弥留之

际竟然在医院的走廊里躺了两
天，苏大姨和住在将军家楼下的
小悌哥给将军穿好了新世界的
行装。他走得突然又自然。从
此，院里的孩子们不再有不敢跨
越的背影了。

时间和人一样，去了该去的
地方。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
了。

十月初的哈尔滨，秋高气
爽。晚上，我去接孩子。按照
手机定位，我惊奇地发现地点
是我的儿时大院，打过电话后
确认住户竟是苏将军家。我推
门踏上了楼梯，苏将军家当年
画画的那个客厅多了一张孩子
的小床。透过虚掩的厨房壁
柜，我真的希望能看到那罐可
可粉。客厅没人，我蹑手蹑脚
地走到苏将军的卧室门口。门
开着，坐在屋里靠窗的一位男
士和我第一次见苏将军是一个
造型，背冲着我。听见脚步声，
他缓缓地转过头来，疑惑地轻
声说：“你找 sei？”我没吱声，心
想，说找sei能吓死你。

气息依旧，人不再是那个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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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每天都跟禾木河对话，跟白桦林对话，跟马儿对话，跟星
空对话，跟邻居和亲友对话，也跟自己对话，将内心的声音转化为
日常的生活，知行合一

诗意禾木诗意禾木 □谢锐勤

□张乐人

在以后的从医生涯中，我还
是经常面对死亡，但都没像这个
病例如此刻骨铭心

红专街29号的
□杨伟东

苏将军于两天后逝于黑龙江省医
院，一个曾经驰骋疆场的战将弥留之际
竟然在医院的走廊里躺了两天

消逝的美丽

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15号，邮政编码：510655 广告热线：（020）87138888 广告经营许可证：440000100058 订报电话：（020）87133333 全国零售价2元 新闻记者证查验、举报电话：（020）87138800。查验网址：http：//press.gapp.gov.cn

医疗票据遗失说明
汕头市澄海区财政局：我单位在财政票据整理过程中，发现遗失部分医疗收费票据：
AZ12447301~ AZ12447400、JE02632501~JE02634000、AD04013501~ AD04014000、
AZ03839501~ AZ03839550、AZ10754551~ AZ10754650、LE79256001~ LE79260000、
LC72930001~ LC72930001、LK92006001~ LK92012000、JD36996501~JD36998000、
JD47474001~JD47475000、JD62575001~JD62575500、JD90865001~JD90866000、
JE51517251~JE51518250、JE51532501~JE51533500、 JE51555001~JE51558000、
JE51575001~JE51580000、JB49022001~JB49026000、 JI36416001~JI36422000、
JE30166001~JE30168000、 JE53926001~JE53928000、 JH02181101~JH02181600、
JH04789101~JH04789600、JX13839801~JX13839850、JP28670001、JP28670002、
JP28670004~JP28670010、JP28670013、JP28670014、JP28670017、
JP28670020~JP28670038、JP28670041~JP28670056、JP28670060~JP28670070、
JP28670072、JP28670073、JP28670075~JP28670078、JP28670080~JP28670093、
JP28670096~JP28670111、JP28670113~JP28670133、JP28670134、
JP28670136~JP28670150、JP28670152~JP28670166、JP28670168~JP28670184、
JP28670187、JP28670189~JP28670235、JP28670237~JP28670240、
JP28670243~JP28670259、JP28670263~JP28670272、JP28670274~JP28670294、
JP28670296~JP28670316、JP28670319~JP28670353、JP28670355~JP28670397、
JP28670399~JP28670407、JP28670409~JP28670422、JP28670424~JP28670454、
JP28670457~JP28670468、JP28670472~JP28670476、JP28670478、JP28670479、
JP28670503、JP28670504、JP28670509~JP28670526、JP28670528~JP28670554、
JP28670556、JP28670558~JP28670570、JP28670572~JP28670574、
JP28670576~JP28670612、JP28670615~JP28670638、JP28670640~JP28670650、
JP28670652~656、JP28670659~JP28670665、JP28670667、JP28670668、
JP28670670~JP28670677、JP28670679、JP28670684~JP28670686、
JP28670688~JP28670694、JP28670696~JP28670748、JP28670750~JP28670811、
JP28670814~JP28670832、JP28670834~JP28670841、JP28670843~JP28670862、
JP28670864~JP28670902、JP28670904~JP28670913、JP28670915~JP28670927、
JP28670931~JP28670938、JP28670940~JP28670943、JP28670945~JP28670951、
JP28670954、JP28670955、JP28670957、JP28670959~JP28670967、
JP28670969~JP28670973、JP28670975~JP28670978、JP28670981~JP28670984、
JP28670987、JP28670988、JP28670990、JP28670992、JP28670994~JP28671001、
JP28671003~JP28671018、JP28671020~JP28671065、JP28671068、JP28671071、
JP28671072、JP28671074~JP28671107、JP28671110~JP28671121，共 44319份。
因存放票据地点多次更换，在搬动过程中导致部分票据遗失。
特此说明！

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卫生院
2021年 09月 14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定于 2021年 9月 24日（星期五）上午 10时在本行拍卖如下租赁

权：
1、位于海丰县海城镇步行街解放南路 149 号（原鸿泰百货）门市的租赁权，

面积为 60平方米，以月租金 6668元为拍卖底价，每次递增价 300元，竞买保证金
3万元。

2、海丰县海城镇人民中路乌石桥 8 号 W02 号门店门市的租赁权，面积 84 平
方米，以月租金 16000元为拍卖底价，每次递增价 500元，竞买保证金 5万元。

3、位于海丰县鲘门镇鲘门食品公司旅社路 1号仓库的租赁权，面积 980平方
米，以月租金 7840元为拍卖底价，每次递增价 200元，竞买保证金 20万元。

4、海丰县食品企业集团公司 65 处商铺租赁权，请见《海丰县食品企业集团
公司 65处商铺租赁权详细情况一览表》。

竞价方式：拍卖会前预先书面报价承诺，拍卖会上网络与现场同步竞价确认
的方式。

有意竞租者，凭有效证件请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下午 4 时前交付竞买保证金
（款应到达我行指定账户，收款单位：汕尾市海丰拍卖行，开户行：中国银行海丰
支行，账号：718557744871；工商银行海丰支行，账号：2009002009024904797），并 5
时前到我行办理报价手续。其它事项以《竞买须知》为准。

有关拍卖文件自 2021 年 9 月 14 日后查阅中国拍卖协会拍卖平台（网址：
https://paimai.caa123.org.cn/）或到我行获取，实地看样时间从公告之日起。联系电
话：0660-6863146/6863246。

汕尾市海丰拍卖行
2021年 9月 14日

遗失声明
佛山市铁牛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遗失
由广州市巨合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开具的
机动车发票（第一联：发票联）一份，代码
144002124160，号 码: 00046028，金 额:
932000.00元，特此声明。

广州巨合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2021年 9月 7日

注销公告
广州致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MA5APJW31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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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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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公开
挂牌出让公告

海公资网挂【2021】031
经海丰县人民政府批准，受海丰县自然资源局委托，汕尾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海丰分中心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下列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标的：位于海丰县城西南片区发展单元 HFXN07-0101 的建设用地
使用权，土地出让面积 39376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商业设施用地，使
用年限居住 70年／商业 40年。

二、用地规划设计要点：该宗地建筑容积率＜3.5，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137816㎡，建筑密度≤35%，绿化率≥35%。具体设计条件和要求详见《海丰县规
划条件通知书》（海自然资规条【2021】第 035号），并以之为准。

三、公告及挂牌竞价时间：公告时间为 2021年 9月 1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17 时止，挂牌竞价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1 日 17 时止，保证金
缴纳截止时间为 2021年 10月 10日 17时。

四、竞买人资格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它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

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竞买人及关联公司必须单独申请。
2、经审核因自身原因在海丰县范围内造成土地闲置或拖欠土地出让金的

竞买人及关联公司不得参与竞买。
五、相关竞买要求和竞买办法：
1、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起始价为人民币 14569.12万元，竞买每次

递增数额为人民币 50万元，报名履约保证金为人民币 8741.48万元。
2、具体竞买要求和竞买办法详见本次交易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公

开挂牌出让须知》，竞买申请人可登录汕尾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海丰分中心土
地与矿业权网上挂牌交易系统浏览相关信息（网址：http://gtjy.hfggzyjyzx.cn/）。

六、联系方式与银行帐户：
联系地址：海丰县附城镇 324国道小路陂段南侧（海丰消防大队后面）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660-6389582
银行账号：网上交易系统自动生成

汕尾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海丰分中心
2021年 9月 11日

《新建珠海至肇庆高铁珠海至江门段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对《新建珠海至肇庆高铁珠海至江门段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望公众提出环境保护建议。一、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获取途径：http://www.grci.com.cn/；二、征求
意见范围：评价范围内居民、单位等；三、反馈方式和途径：下载公众意见表，填
写完整后通过传真、信函、邮件等向建设单位或环评机构提出。四、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王工，020-61869333-8168；环评
机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刘工，027-51184687、027-51155977
（传真）、550161031@qq.com（邮箱）。

遗失声明
深圳华侨饲料有限公司为广东省

华侨企业公司投资设立。深圳华侨饲

料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工

商注册号：100543）及公司公章一枚、

公司财务章一枚、法人章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广东省华侨企业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日

公 告
为进行企业改制，经我司股东大

会决议，我司将进行清产核资，对各项
资金、资产、资源及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进行全面的清理、核对和查实。请相关
权益人自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司申
报 。 详 情 联 系 ：缪 经 理 ，电 话:
17802056119，地址：茂名市滨海新区博
贺镇博贺村委会路段。

电白县龙山气库
2021年 9月 14日

注销公告：惠来县惠城镇娃娃哈幼儿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522407349830
5C)于 2021年 9月 10日经董事会会议讨
论同意,决定拟向惠来县民政局申请民
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单
位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
申报,逾期视为放弃权利。惠来县惠城
镇娃娃哈幼儿园 2021年 9月 10日

注销公告：惠来县东陇镇寄陇明珠幼儿
园(粤揭惠民证字第010088号)于2021年
9月13日经董事会会议讨论同意,决定拟
向惠来县民政局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注
销登记,请债权人自单位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逾期视为放
弃权利。惠来县东陇镇寄陇明珠幼儿园
2021年 9月 13日

减资公告
肇庆市高要区泰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283MA5263TK75）
经股东决定。拟将注册资本由原来人民
币 5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30万元。请相
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与本公
司联系,要求清偿或提供相应担保,逾期
本公司将依法减资。

遗失声明
佛山市顺德区晨熙贸易有限公司（营
业 执 照 ：440681000019141，法 定 代 表
人：刘勇彬）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核准日期：2017 年 12 月 6 日），行
政章 1 枚、财务专用章 1 枚，现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佛山市顺德区协腾贸易有限公司（工
商注册号：440681000019141，法定代表
人：陈瑞巧）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核准日期：2010 年 1 月 19 日），发
票专用章、报关专用章各一枚，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佛山市顺德区晋晟贸易有限公司（工商

注册号：440681000020934，法定代表人：

邓佩雯）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核准日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行政

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报关专用

章（编码：4406062393810）、报关专用章

（编码：4406063003728）各一枚，现声明

作废。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吴 爱 平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40582198311161566）：

本院受理原告姚春生与被告吴爱
平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 现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21）粤
0513 民初 35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
回原告姚春生的诉讼请求。本公告自
刊登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该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汕
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 9月 10日

减资公告:汕头市丰彩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00MA54MUH34T,
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30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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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盈泰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
合同章、法人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市茂南区淇宝百货商行遗失公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个体工商户钟焕枝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 注 册 号 ：
44011260020374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8HCM1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惠来县惠城老黄凉水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5224600049804，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阳江市优幼佳妇婴用品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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