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月18日/ 星期二/ 经济新闻部主编
责编 周寿光/ 美编 刘栩 / 校对 谢志忠 A12

·福彩晚好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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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38078。查验网址：http：//press.gapp.gov.cn

干
点
啥
（
下
）

插
图

采
采

彩
民
故
事

许伯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昔日
的老伙计都在研究彩票。

“要不，你也去买彩票吧。”许婶
说。“我对彩票的玩法一窍不通，对于
选号什么的更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你
让我这个‘彩票小白’去买彩票，能中
奖吗？”“不中奖也没关系啊，彩票本来
就是做公益。我的意思是让你融入那
些老伙计的圈子。”

许伯明白许婶的意思，他刚从工
作岗位上退下来，心里有落差，如果有
昔日老伙计陪伴，并有新的事情分散
注意力，心情会好许多。许伯很快加
入彩友行列。老吴将许伯拉入一个彩
票微信群。群里每期都会推出几组双
色球号码供群友参考。这对彩票一窍
不通的许伯来说，这是及时雨。许伯
喜出望外，每次都将群里推出的号码

“照抄”，原封不动地照打出来。
因为彩票，许伯和老伙计们多了

共同话题，关系更融洽。退休生活变
得愉悦轻快起来。

一晃，3个月过去。那天，许伯因
为去邻省走亲戚，没及时看开奖。回
来看到彩票微信群里有一百多条未读
信息。点开一看，原来是昨天群里推
出的一组号码中了二等奖。昨天群里
推出的 5 组号码许伯全买了，那个中
奖的得主便是他。许伯赶紧拿出彩票
再核对一遍，确认无误后，欣喜若狂，
转身将低头整理行李的许婶抱起来。
许婶吓一大跳，闹了个大红脸。

（熊燕）

36选7：02、03、13、17、21、27、31。
双色球：07、15、18、19、23、30后区：04、06、09。
福彩3D：01、05、08。 （小小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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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热出 奇数强势
——析福彩玩法走势

包含两种面值三款彩票
“壬寅虎”印刷票面精美、主题大气，

以红、金作为主色调，节日喜庆气氛迎面
而来。其中，20元面值“福虎献瑞”、50
元面值“寅虎纳福”的两款生肖票在广州
上市，即日起市民可在福彩投注站或户
外销售亭体验购彩。

壬寅虎20元“福虎献瑞”游戏共有2
款设计，最高奖金80万元。票面在延续
往年生肖剪纸的设计风格的基础上，创
新地将传统老虎剪纸形象与新中式设计
风格巧妙融合，画面以虎啸迎春为主题，
四周环绕着春暖花开、鞭炮隆隆，新春的
欢庆气氛跃然纸上。

玩法上，采用常见的“三同图+特殊
图符翻倍”玩法。刮开覆盖膜，在同一局
游戏中，如果刮出3个相同的图符，即可
获得该局游戏右侧所对应的奖金；如果
在任意一局游戏中刮出“虎”图符，即可
获得该局游戏右侧所对应奖金的两倍。
共有16局游戏，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壬寅虎 50 元“寅虎纳福”游戏共 1
款设计，最高奖金100万元。画面上，生
动活泼的萌虎以圆憨可爱的卡通造型登
场，仿佛昂首阔步迎面走来，“头戴虎帽”
寓意喜庆向上。四周配以高高挂起的大
红灯笼和“寅虎纳福”书法字体，使春节
年味更加浓厚。

玩法上，采用“双玩法设计”。玩法

一：刮开覆盖膜，如果
刮出任何奖金金额，
即可获得该奖金；中
奖奖金兼中兼得。玩
法二：刮开覆盖膜，如
果任意一个“我的号
码”与任意一个“中奖号码”相
同，即可获得该“我的号码”下
方所对应的奖金；如果刮出

“虎”图符，即可获得该图符下方所对应
奖金的10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中100万元加奖100万元
据悉，为回馈广大彩民，中福彩中心

定于1月 20日至2月 24日期间对“壬寅
虎 20 元”和“壬寅虎 50 元”即开型彩票
开展派奖活动，总派奖金额预计为 2亿
元。

活动期间，对“壬寅虎 20元”和“壬
寅虎 50元”100万元、100元、60元奖级
的中奖彩票进行派奖，其中，100万元奖
级的派奖金额为 100 万元，其他两个奖
级的派奖金额为相应设奖金额的 50%。
即，单张兑取100万元的彩票中奖者，可
额外获100万元固定奖金；单张兑取100
元的彩票中奖者，可额外获50元固定奖
金；单张兑取 60元的彩票中奖者，可额
外获 30 元固定奖金。若派奖期内派奖
奖金派发完毕，则派完当日的24时停止
派奖；若派奖奖金超支，差额部分从一般

调节基金中补齐。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派奖活动时间

以销售系统实际兑奖时间为准，中得
100元、60元奖级的中奖者，可在活动期
内前往投注站办理兑奖并领取固定奖
金；中得100万元奖级的中奖者，须在活
动期内持中奖彩票原件和有效身份证件
前往市福彩中心办理兑奖及领取固定奖
金。符合条件的中奖者如未能在规定时
间内兑奖，则视为放弃派奖奖金。

1 月 13 日下午，在前一晚
中出“快乐 8”一等奖 500 万元
的大奖得主梁女士独自来到中
山市福彩中心办理验票兑奖手
续。

1 月 12 日晚，“快乐 8”第
2022012 期开奖，开奖号码为：
05、07、10、16、23、25、28、29、
30、35、45、50、51、54、55、58、
61、62、63、69。当期，全国开
出“选十中十”2 注，分别落在
广东、河南，单注奖金 500 万
元。广东省中出的这注500万
元大奖花落中山，出自位于东
凤镇东和路 33 号的 44110413
号福彩投注站，中奖彩票是一
张10元5注号码的自选单式彩
票，这是中山彩民今年中得的
首个500万元以上福彩大奖。

据了解，梁女士是中山本
地人，今年 30 岁左右，目前从
事财务工作。梁女士表示接触
彩票已经有两三年了，主要购

买双色球和快乐 8 游戏，每次
固定投注 20元，以往只中过 2
元、5 元的小奖，这次中得 500
万元实在是喜出望外，她还现
场分享了“中奖诀窍”。

梁女士透露：“我有个专门
记录买彩票情况的本子，记录每
一期购买的号码和中奖情况。”
她一边说着一边掏出本子进行
展示：“像1月 12日我是买了2
张快乐8彩票，一张10元机选票
和一张10元守号自选票，这次
中奖的是守号票，号码是从1月
9日修改后开始买的。昨晚开奖
第三注号码全部对上了，我反复
核对了几次才写上‘中奖500万
元’。”

关于中奖奖金的用途，梁
女士说：“我准备拿一部分奖金
给老公买辆新车，给他一个大
惊喜，其他奖金就先存起来，留
给孩子以后上学读书吧。”

（汪海晏 黄英杰）

中山彩民喜中“快乐8”
500万元大奖

临近农历牛年年尾，广东彩
民运气大爆发！1月16日，福彩
双色球迎来第22007期开奖，当
期奖号为红球：01、20、22、23、
25、28，蓝球：16。当期3注头奖
全部被粤彩友包揽。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5：1，三区比为 1：2：3，奇偶比
为3：3，值得注意的是，当期红
球 2字头码开出 5枚。形态方

面，连号开出22、23；重号开出
22；斜连码开出23；蓝球仅隔1
期再开最大码16。

当期一等奖开出 3 注，单
注奖金 1000 万元，3注头奖全
部落于广东；二等奖开出 81
注，单注奖金45.9万元。

当期双色球销量为4.17亿
元。计奖结束后，奖池余额
12.54亿元。 （汪海晏）

粤彩友运气大爆发！
包揽全部3注双色球头奖

携2亿元派
奖登陆广

州
福彩“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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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汪海晏 通讯员 郭新庆 插图 采采

中100万
元加奖100万

元，中100元
加奖50元，中60元加奖30元

2022年是壬寅虎年。近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

中心推出的“壬寅虎”生肖系列刮刮乐游戏在广州上市，

同时该中心配套推出了“增福添彩壬寅虎，亿元派奖好运

舞”活动，自1月20日起针对“壬寅虎”彩票开展派奖。

今日吉时：卯时、午时、酉时
今日吉数：04、16、28
今日吉肖：鼠、兔、龙、马、鸡、猪（小小苗）

娴娴今日吉字：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2年1月17日 ●●●●●●●●●●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2017期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1

1

30

76

1972

0

24487

12243

15000

7600

19720

中奖情况

36选7投注总金额：336236元
中奖基本号码：35 31 23 36 05 24 特别号码：21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76876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6380

540496

中奖注数

406

631

单注奖金（元）

45

429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累计奖金1323331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24487

12243

500

100

10

好彩1 第2022017期

投注总金额：494460元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71812

7816

11470

3362

4351

649

182

325

46

15

5

5

21 猴 秋 西

本期投注总额：3047222元；本期中奖总额：1664285元；
奖池资金余额：4247610元。

3D 第2022017期

中奖号码 3 4 8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15

1299
0

1761
138
56
1
1
0
0
1
1
19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5

1350960
0

304653
1380
5824
470
21
0
0

606
86
285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超级大乐透

前区号码 后区号码

第22008期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01 02 13 18 34 06 07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元)

应派奖金合计
(元)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合计 94585607

2320000

2514000

4430700

4976800

3600200

10803165

39994590

12917296

3028856

10000000

0

232

838

14769

24884

36002

720211

7998918

116

34

1

0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111356

89084

10000000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288005510元

1212783541.0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3月1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12179056.12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31422863.54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3月1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2017期

排列3 5 1 5

排列5 5 1 5 3 1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30682754 1344532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本省
中奖
注数

456

286

0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5859784

10730

11400

0

43

彭文秋与黄才荣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彭文秋与黄才荣于 2021年 10月 14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彭文秋将

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黄
才荣。彭文秋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
（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变更、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黄才荣作为下列公告清单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及其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黄才荣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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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彭文秋 黄才荣
2022年 1月 18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1 年 10 月 14 日的人民币贷款本金余额，贷
款本金余额以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或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约定、规定为准。借
款人和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黄才荣的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
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至
实际还清之日止；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
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负担的诉讼费、保全
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
相关义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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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算主体、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
责任。3、下列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彭文秋或黄才荣联
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等原已签署的
合同或法律文书约定、规定的内容为准。
彭文秋联系方式：联系人：彭文秋 联系地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江滨西路 28号
易发楼A座 101房 联系电话：138 0265 8689
黄才荣联系方式：联系人：黄才荣 联系地址：广东省罗定市素龙镇赤坎村委双龙
12号 联系电话：138 2752 0125

公告清单

借款人

广 州 市
致 冠 贸
易 有 限
公司

主合同名称及编号

1、《最高额融资合
同》【2013年南粤肇
一 部 最 高 融 字 第
008号】
2、《借款合同》【编
号 ：（2014）南 粤 肇
一部借字第 006号

担保合同名称及编号

1、《最 高 额 抵 押 合 同》
【编号：2013 年南粤肇一
部最高抵字第 007号】；
2、《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
【编号：2013 年南粤肇一
部 最 高 保 字 第 008-01、
02、03、04、05、06、07号】

担保人

江卫东、周萌、余月英、
谢毅、肇庆市天鸿实业
有限公司、广州丛林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现代医学新技术推广
中心、广州市益银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

生效法律文
书及编号

（2014）湛 霞
法民三初字
第 700号《民
事判决书》

本金余额
（人民币/元）

36,000,000.00

遗失声明
广州市富田谷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行政章）、财务专用章、法人
私章（谢志成）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阳江市广宝发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广东省兴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关委托，我司定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上午 11 时至 2022 年 1 月 26 日上午

11时止（延时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haiguan.jd.com/haiguan.html）在线按
现状公开拍卖标的：

洋酒、五粮液等一批；保证金：4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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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不做真伪及品质担保，不作市场流通保证，如需进入市场流通环
节，请买受人自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办理市场流通环节所需手续和相关证照及
中文标签。拍卖标的以货物、物品的现状为准，竞买人须在拍卖行展示标的期间
到拍卖标的存放地仔细察看标的，充分了解掌握标的现状。如不前往现场查看
而参与竞买，视为已对拍卖标的充分了解，并愿承担相关责任，委托方和拍卖人
不承担瑕疵担保和其他相关责任。特别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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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标注、品牌、规格、成分、型号、数
量等，不作为提货的依据。标的移交时发生包装、搬运费用由买受人负责。标的
移交时要遵守当地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做好人员的疫情管理要求。提取出库
后，标的的所有状况和风险即时转移给买受人，委托人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参与上述标的的竞买人须为具有食品生产经营资质的企业或相关资质的批
发商（《食品经营许可证》含酒类生产、经营、批发相关业务）。竞买人须以法人名
义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实名登记注册，并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原件
的扫描件或照片于2022年 1月 24日 16时前上传到平台以供审核，待平台审核
通过后方可参与竞拍。逾期上传或未实名认证的，平台不予审核通过，由此导致
不能参与竞拍的，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关责任。拍卖保证金及拍卖成交价余款须
以实名认证的竞买人的名义和账户进行汇缴。竞买人实名认证后，要妥善保管
好平台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竞买人须对其账户在平台上的应价行为承担全部
责任。竞买人在拍卖会前要核对企业的名称、《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
账户信息等资料，保证相关资料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拍卖成交后，如因买受人提
供登记注册资料问题导致标的物无法移交、提取出库等后果，买受人自行承担相
关责任。

竞买人在线支付竞买保证金（因标的保证金金额较大，请竞买人先行在开户
银行开通网银大额支付功能），具体要求请阅读竞价页面内的《竞买须知》及京东
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海关拍卖流程（拍卖前必看）相关准则。

标的展示时间：2022年 1月 20日、21日（请提前 1天联系拍卖公司预约，并凭
身份证原件及出具健康码、行程码看货，看货人须全程佩戴口罩及做好防疫措施）

标的展示地点：广州石牌海迅仓
联系电话：林小姐 13826198280 李先生 13352899989 020-82270139
公司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大沙地东 221号 604-609房
海关监督电话：020-81103377 海关网址 http://guangzhou.customs.gov.cn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泽上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社，遗失广州市国家税务局 2013 年 11
月 19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南沙

国税税字 440100082723885 号，现声明

作废。

法人代表变更以及股权转让声明
广州市冠隆服装有限公司统一信用代
码 91440101MA9UQ2A1XY,于 2022 年 01
月 07 日股权转让以及法人代表变更，
股权转让生效日之后的债权债务以及
一切经济业务（包括一切行为）均由变
更后的新法人、股东承担，与前法人、股
东无任何关系

变更公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106769549000C
单位名称：广州市天河区华科教育培训中心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石牌华南师范大学产业大楼二楼
法定代表人：陈海滔
变更事项：1、业务范围由“中小学课程辅导、高考补习”变更为“普通高中学

科类校外培训、高考复读辅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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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依法经过批准。）”。2、章程作相应变更。

变更公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10678122169X3
单位名称：广州市天河区花城职业教育培训中心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路 553号广之旅大厦二楼
法定代表人：罗德达
变更事项：业务范围由“成人高考辅导、电脑、外语、美术、企业管理培训”变

更为“成人高考辅导、成人外语培训、企业管理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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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城区永宁街誉山国际五区高压线路迁改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永宁街道办事处委托环评单位编制的《增城区永宁
街誉山国际五区高压线路迁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报告书”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该
项目环境影响的信息向公众公开，欢迎各界人士从环境保护角度对项目建设提
岀宝贵意见。“报告书”全本公示 详见网络链接，公众可查阅报告全本内容，若
对该项目建设在环境保护方面有意 见和建议的公众，可以向建设单位或者环评
单位反映。同时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及时回复您的意见。

一、报告书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报告书”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3ykpJ3KgheDtZJTzJunZg

提取码:tj9p如需查阅纸质版可联系相关人员。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受影响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3ykpJ3KgheDtZJTzJunZg 提

取码:tj9p ；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环评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2022年 1月 11日至 2022年 1月 25日）
六、建设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永宁街道办事处
联系人:陈工 电话：020-32982283 邮箱：ynjszs@126.com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荔香街 31号
七、环评单位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广州四环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工 电话:020-89855804 邮箱：695272983@qq.com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开泰大道大壮国际广场 601-312

寻亲启事
无 名 氏 ，男 ，约

50 岁，户籍不详，编

号 032022010009，入

站时间 2022 年 1 月

13 日 ，请 其 亲 友 见

报后速与广州市花都区救助管理站

联 系 办 理 接 回 事 宜 ，电 话 020-
86781626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2）粤0513民初144号
吴 焕 彬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4052419730722583X）：

本院受理原告吴巧如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二〇二二年三
月二十 三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潮阳区
人民法院和平法庭不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二○二二年一月十四日

遗失声明：黄振铭遗失海丰县附城镇河
雅墘住宅区 17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书》，证号：海国用（2004）字第 0201563
号，57.6平方米，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英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镇工商所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012000094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谭志平，2022 年 1 月 17 日因保管不善

遗失广东省司法厅 2019 年 5 月 13 日颁

发的律师执业证书，律师执业证书号：

14401200810954566，执业证书流水号：

1104642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南平村民委员会遗
失广州市农村财务专用收据三联共50张，
票据号：1109101—110915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汕头市澄海区澎珀玩具厂遗失公章，编
号：44051500321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南雄市黄坑镇敬老院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为：J5823000353301，编号
为：5810-0377251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石基恒泰橡胶制
品 店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40101L067175744)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法人章(汤绍状)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定于2022年1月25日（星期二）上午10时在本行拍卖如下标的物：
1、海丰县监察委员会依法扣押帝舵手表一只（编号 76213），以 12000 元为拍

卖底价，每次递增价 200元，竞买保证金 5000元。
2、海丰县机械工业总公司 10 处车间、门市租赁权，请见《海丰县机械工业总

公司 10处标的物详细情况一览表》。
3、海丰县生态科技城旅游公寓综合体商业办公及商住公寓 6处租赁权，请见

《海丰县旅游公寓综合体面积价格一览表》。
4、海丰县食品企业集团公司 20处商铺租赁权，请见《海丰县食品企业集团公

司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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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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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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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1月 18日

遗失声明
广州骏懿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壹枚，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遂溪县杨柑镇杨柑村香山寮经济合
作社遗失财务专用章(4408234036978)、行
政章(440823400922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姓名：李东生）于 2022 年 1 月 15 日，本
人在广东省广州市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
证，号码为：44010419670128****，有效
期限：2005年 1月 4日-2025年 1月 4日，
签发机关：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自本
声明发布注明遗失日起所有与本身份证
有关事情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博亿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惠来县鳌江镇东铭幼儿园遗失法人登
记 证 书 正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45224MJM6939344），声明作废。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2）粤0513民初141号
马 坚 鹏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40582198702275878）：

本院受理原告刘晓慧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二〇二二年三月
二十 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潮阳区人
民法院和平法庭不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二○二二年一月十四日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粤0513民初1945号
广西桂林阿顶塑胶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50204791321096R）、柳州市中
天塑胶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分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503220811951950）：

本院受理原告汕头市鸿源泵业有
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粤 0513 民初
1945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广
西桂林阿顶塑胶有限公司、柳州市中天
塑胶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分公司应在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还原告汕头
市鸿源 泵业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800000
元及逾期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二日

遗失声明
阳江市欧莱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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