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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英国《自然》
增刊《2022 自然指数－科研城
市》日前指出，中国科研城市在
全球排名快速上升，北京在世界
领先的科研城市中继续保持首
位。广州排位有显著提升，从
2015 年的第 42 位上升到今年
的第 10位。

自然指数由国际知名科技
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出版
集团”下属机构编制并定期发

布，它追踪发表在 82 本高质量
自然科学期刊上的科研论文，根
据有关机构、国家或地区论文的
数量和比例等，反映全球高质量
科研产出及合作情况。

自然指数针对全球主要城
市和都市圈 2021 年科研产出的
分析显示，北京再次位居全球科
研城市榜首，纽约都市圈保持第
二位，上海从 2020 年的第五位
升至第三位，超过波士顿都市圈

和旧金山湾区，这两个地区目前
位 列 第 四 和 第 五 位 。 北 京 自
2016 年超过纽约都市圈成为科
研城市榜首以来，一直保持在第
一位。

此外，其他几个中国城市排
位也有显著提升。例如，南京和
广州的排名分别从 2015 年时的
第 19 位和第 42 位，上升到今年
的第 8 位和第 10 位。进入今年
全球 20 强的中国科研城市还

有：武汉（第 11 位）、合肥（第 16
位）、杭州（第 19 位）和天津（第
20 位）。

自然指数显示，北京在物
理科学领域的高质量产出居世
界之首，上海和波士顿分列第
二、三位。北京和上海在化学
领域居于第一和第二位，纽约
是 排 名 最 接 近 它 们 的 美 国 城
市，居第七位。在生命科学领
域，美国纽约、波士顿、旧金山

湾区和巴尔的摩－华盛顿排名
前四，北京和上海分别位居第
五和第七。

增刊还介绍了北京、上海、
波士顿、纽约和旧金山湾区等领
先科研城市及它们取得优势背
后的关键驱动因素，包括高水
平大学、机构和人才的聚集、一
流科学仪器和设施的获取、产
业集群、政府对科研的财政支
持、文化多样性、生活水准等。

广州跃居全球科研城市榜第十名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振
天报道：11月 25日，一名13
岁男孩在广州地铁一号线长
寿路站进入列车时踩到地板
上的强酸性溶液后滑倒，导
致臀部被灼伤。11月29日，
广州公交警方发布通报称，
经查，嫌疑人李某在11月25
日搭乘地铁的过程中，随身
携带用于首饰加工的强酸性
溶液发生渗漏，目前，广州公
交公安已依法对李某采取强
制措施。

广州地铁 29 日发布的
关于该男孩在车厢受伤的情
况说明中提到，25 日 19 时
30分左右，一名13岁男孩在
地铁一号线长寿路站进入列
车时踩到地板上不明液体后
滑倒，意外受伤。接到乘客
求助信息后，地铁车站人员
立即协助乘客进行应急处
理，并陪同到医院就诊。同
时，广州地铁立即启动事件
调查，公安部门介入处理。

25 日 21 时，广州公交
警方接报后立即组织警力
开展调查。经初步核查，
26 岁男子李某随身携带约
100 毫升用于首饰加工的
强酸性溶液从体育西路站
进站，在乘车的过程中，溶
液意外渗漏至车厢地板。
李某发现后，未留在现场看
守，也未告知地铁工作人员
便下车自行离开，导致上述
乘客滑倒受伤。

据广州公交警方通报，
李某对其携带危险物品乘坐
地铁的行为供认不讳。目
前，公交警方已依法对李某
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侦
办中。

广州地铁方面表示，事
件反映了地铁安检管理等方
面存在疏漏，未能有效识别
出该男子所携带的液体为强
酸性溶液。广州地铁向受伤
乘客表达诚挚的歉意，公司
代表已经到医院看望了受伤
男孩，并慰问了家属，现男孩
手术已顺利完成，后续将尽
全力配合家属处理治疗等事
宜。广州地铁将采取措施改
进安检质量，完善应急处置
指引，同时，与公安部门联合
启动调查、处理，并将根据事
件调查结果严肃追究相关单
位和人员责任。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志文、
通讯员戴鸣报道：11月28日晚，
网络上有一些视频称“广州南站被
封了，很多旅客因此被滞留”，引发
社会关注。为此，羊城晚报记者
29日采访了广州南站有关负责
人。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广州南站
被封是谣言，“旅客在广州南站的
购票、候车、乘车等一切正常”。

记者在铁路 12306APP 查
询发现，11 月 30 日，广州南站
开往成都、武汉、长沙、上海、郑
州等方向的列车均有余票，并可
正常下单购票。

“考虑到广州最近比较严峻
的疫情，我们晚上停止营业后会
对整个车站进行全面彻底地消
毒，待凌晨5点多站场消杀完毕
后，旅客可重新进入。”该负责
人进一步解释称。

另外，该负责人还告诉记
者，站内热水器有24小时热水，
供候车旅客随时取用，地方政府
也有针对性地给过夜旅客送帐
篷、被子等物资。

据广州南站官方微博消息，
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规定，
当前从广州南站进站乘车的旅
客需持 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
明，出示健康码绿码且体温不高
于37.3℃，去往北京的旅客还需
出示“北京健康宝”绿码。

铁路部门提醒，请广大旅客
提前做好相关准备，配合铁路部
门落实站车防疫措施，没有 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和“北京健
康宝”绿码的旅客不要盲目到广
州南站聚集。另外，旅途中请做
好个人健康防护，共同维护安全
健康旅行环境。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董柳，通
讯员梁慧贤、梁艳华报道：广州
一名业主购买小区车位使用13
年后才发现车位面积不足，于是
将开发商起诉到法院，能得到法
院支持吗？记者29日从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经一审、
二审，法院均判决开发商应按涉
案车位房产证附图重新画出车
位间隔线，隔壁车位业主应承担
协助义务。

小张（化名）于2005年向开发
商购买了自家小区107号车位并
一直实际使用，于2006年取得了
车位的不动产权证，其中记载的车
位面积为11.6501平方米。后来，
小张置换了一台SUV汽车后，发
现将车辆停进车位非常困难，经
自行测量估算，认为车位面积与
房产证记载的面积不一致，于是
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开发商按
照房产证附图重新画出107车位
与相邻的108车位之间的分割线，
108车位的业主承担协助义务。

开发商则答辩称，车位已实际
交付使用十余年，原告的诉讼请求
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且双方签订的
车位买卖合同约定车位以现状按
个为单位出售，不以面积计算，双
方不作补差。即使车位面积与合
同约定的面积不一致，其也不构成

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开发商应按照涉案车位
房产证附图重新画出107车位
与108车位之间的间隔线，108
车位业主对此承担协助义务。
开发商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法
官张丽介绍，诉讼时效一般适用
于债权请求权，小张在该案中的
诉讼请求属于物权请求权，根据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
本案中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张丽介绍，根据买卖合同约
定，开发商应向小张交付面积为
11.65平方米的车位，但开发商自
行画线确定了107及108号车位
的范围，向小张交付了面积仅为
10.9347平方米的车位，而将107
号车位的面积划到了108号车位
内，不能视为其已经依约履行合
同。并且，其多年来从未向小张
披露车位存在面积短小的情况，
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应承担违约
责任。而重新画线后，108号车
位的面积仍与买卖合同及不动
产权证面积相符，并未影响108
号车位业主的合法权益，故其应
承担协助履行的义务。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志文，通
讯员南宣、郑海芹报道：11月 29
日 10 时 06 分，中国南方航空
CZ6067广州—加德满都航班搭
载旅客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
起飞，这是2021年 5月以来，南
航广州至加德满都航线的首次复
航，也是目前华南地区唯一直飞
尼泊尔的航班。据悉，该航线复
航后将在每周二执行一个往返。
至此，南航广州始发至东南亚、南
亚航线已覆盖11个国家。

南航工作人员介绍，广州—
加德满都往返航班使用空客
319 或 330 执飞，复航后将在每
周二日内执行一个往返，计划时
间是去程航班当天 10 时 10 分
从广州起飞，当地时间 13时 25

分降落加德满都；回程航班当地
时间 14 时 40 分从加德满都起
飞，20时50分降落广州。

另外，记者从白云机场获
悉，12月 1日起，中国南方航空
还将恢复广州往返纽约客运航
线，由波音777机型执飞。航班
出港时间为每周四 19 时，进港
时间为每周日 5时 40分。越南
航空也计划于12月恢复胡志明
市往返广州客运航线，由空客
321 机型执飞。航班出港时间
为每周五14时 10分，进港时间
为每周五15时20分。

白云机场方面表示，将持续
有序恢复国际客运航线航班，继
续为留学生、商务人士等提供出
行便利。

为何危险物品能
通过地铁安检？

2021年，广州市印发了《关
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乘客运输
安全检查的通告》，严禁乘客携
带管制器具、易燃易爆以及放
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等可能影
响公共安全的物品进入轨道交
通车站，在《广州市城市轨道交
通禁止乘客携带的物品目录》
中，即包括了和本次“强酸性溶
液灼伤男孩”事件相关联的盐
酸、硫酸、硝酸等腐蚀性物品。

实际上，早在 2017 年，广
州地铁就逐步升级安检工作，
在所有车站的出入口、通道或
站厅设置安检点，配备 X 光安
检机、安检门、炸药探测器、台
式液体探测器、金属探测仪等
安检设备，按照“人过安检门、
物过安检机”的原则，对进入地
铁车站范围内的人员及其携带
的物品进行全面安全检查。

记者了解到，为了尽可能
降低安检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广州地铁目前采取三种安检模
式，分别是“一机一门”“一机多
门”“机检+人检”。“一机一门”
即设置一台X光机和一个安检
门进行安检；“一机多门”在“一
机一门”安检模式基础上增设
安检门，适用于在具备设置快
速通道且客流较大的车站；

“机检+人检”方式为加派人

员手持安检设备，对未携带行
李箱及携带小件行李的乘客
进行快速安检，适用于实施常
态化客流控制、潮汐客流明显
的车站。

根据广州地铁的通报，嫌
疑人李某携带强酸性溶液进入
的车站为体育西路站。该车站
位于中心城区，属于大客流换
乘车站，采用的是“机检+人
检”的安检模式。

一位要求匿名的安检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有机物、无机
物、混合物通过 X 光安检设备
时，通常会被蓝、绿、红等颜色
标记出来，不过，X光安检设备
也有其局限性，即无法识别其
中的液体成分，需要人工介入
判断。“这就是为什么在安检时
必须要求乘客饮用经过检验的
液体，不愿意喝的可以放进台
式液体探测器进一步检测成
分。安检中能不能有效识别出
危险物品，更多地取决于安检
工作人员的严谨程度。”

广州地铁在事件通报中提
到，事件反映了地铁安检管理
等方面存在疏漏，广州地铁将
采取措施改进安检质量，完善
应急处置指引。

嫌疑人和地铁站
分别负有何种责任？

对于事件中嫌疑人李某和
地铁站需要承担何种法律责

任？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
付建认为，该问题需从以下两
种情形分析考虑。

一方面，李某携带强酸性
溶液搭乘地铁时，在明知溶液
泄漏可能危害到公共安全的情
况下，没有告知工作人员，也未
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放任危害
结果的发生，因此在主观上可
以认定为间接故意。“由于这种
溶液具有强腐蚀性，暴露在公
共场合已经危及到了公共安
全，因此，李某可能涉嫌以危险
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付建说，根据《治安管理处
罚法》的规定，非法携带危险物
质的，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
罚。如果情节严重，符合《刑
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的，非法
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或者
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
性、腐蚀性物品，进入公共场所
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

不过，付建同时指出，另一
方面，根据警方通报，事件中李
某“随身携带用于首饰加工的
强酸性溶液发生渗漏”。“虽然
客观上男孩受到伤害，但其主
观上不存在伤害他人的故意，
也可能无法构成故意犯罪，但
李某在本案中仍有过错，受害
者可以要求其承担民事赔偿。”

付建认为，地铁站有义务
保证乘客乘车环境的安全，并
且需要对乘客携带的物品进行

检查。“本案中，地铁的安检工
作存在一定的疏忽，因为地铁
站存在过错导致了损害结果。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未履行
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乘客遭受
人身损失的，地铁公司应当承
担连带侵权责任。”

硫酸溅到皮肤上
如何紧急处理？

硫酸溅到皮肤上该怎么处
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皮肤科主任医师刘青云建议，
硫酸溅到皮肤上需要立即冲
洗，经过初步处理后要尽快到
医院就诊。必要时使用止痛药
物、抗菌药物治疗，部分患者需
要手术。医生根据具体病情进
行系统治疗，以免引起严重的
并发症。

立即使用大量流动的清水
反复冲洗溅到硫酸的皮肤，避
免硫酸残留造成损伤加重。如
溅到皮肤上的硫酸浓度较高、
量较大，也可以使用 2%到 5%
的碳酸氢钠溶液作为中和剂中
和硫酸，之后再使用大量的流
动水冲洗。

硫酸溅到皮肤上后导致皮
肤烧伤严重，疼痛症状明显时，
可服用消炎止痛药止痛。造成
皮肤破损的情况下，可适当服
用抗菌药物预防感染。如造成
严重烧伤、皮肤缺损严重，需要
考虑做皮肤移植手术治疗。

广州通报“强酸性溶液灼伤男孩”事件
嫌疑人已被抓获，受伤男孩手术已顺利完成

买车位13年后发现面积不足
开发商：按个销售，法院：重新画线

广州至加德满都、纽约、胡志明市等
国际客运航线有序恢复

广州警方和广州地铁
分别通报“强酸性溶液灼
伤男孩”事件后，不少市民
纷纷提出疑问，为何危险
物品能通过地铁安检？事
件中嫌疑人李某和地铁站
分别应负何种法律责任？
硫酸溅到皮肤上如何紧急
处理？羊城晚报记者就此
采访了相关人士。

广州南站被封了？谣言！

为何危险物品能通过地铁安检
嫌疑人和地铁站应负何种责任
硫酸溅到皮肤上如何紧急处理

羊城晚报记者 徐振天

?

加强地铁安检需落到实处（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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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店遗失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行神山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810187152501，特此声明作废。

本版信息由大众提供，
请需者谨慎选择！

撤销拍卖公告的声明
汕尾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海丰分

中心和汕尾市海丰拍卖行联合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在《羊城晚报》刊登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挂牌

拍卖公告》现予撤销。

特此声明。

汕尾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海丰分中心

汕尾市海丰拍卖行

2022年 11月 30日

遗失声明
化州市月饼行业协会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正本，核准号：J5924000421401，编
号：5810-02073258，现声明登报遗失。

遗失声明
南雄市法律援助中心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金卡儿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挂牌拍卖公告
经海丰县人民政府批准，海丰县自然资源局委托汕尾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海

丰分中心和汕尾市海丰拍卖行联合公开挂牌拍卖 3 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
筑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拍卖标的：
1、海丰县城KJCD01-0107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土地面

积 34644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R2）/商业设施用地（B1），使用年限
居住 70 年、商业 40 年。以人民币 9063.0322 万元为拍卖底价，每次递增价人民币
50万元，竞买保证金 9063.0322万元。

2、海丰县城KJCD01-0108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土地面
积 12452.7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R2）/商业设施用地（B1），使用年限
居住 70 年、商业 40 年。以人民币 2592.4384 万元为拍卖底价，每次递增价人民币
50万元，竞买保证金 2592.4384万元。

3、海丰县城HFXN03-2502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土地面
积 15002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业设施用地（B1），使用年限 40 年。以人民币
6800.4066万元为拍卖底价，每次递增价人民币 50万元，竞买保证金 4080万元。

二、拍卖方式：拍卖会前预先书面报价承诺，拍卖会上网络与现场同步拍卖竞
价确认。

三、拍卖时间和地点：本次拍卖公告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0 日下午 5 时，举行拍卖会的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拍卖
地点在汕尾市海丰拍卖行拍卖大厅。

四、具体竞买方法和要求：有意竞买者，请凭有效证件在本公告期限内交付竞
买保证金（款应到达汕尾市海丰拍卖行指定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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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到汕尾市海丰拍卖行办理报价手续。其它详细事项以

《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挂牌拍卖竞买须知》为准。可向汕尾市海丰拍卖行咨
询情况或获取相关资料（网址：http://paimai.caa123.org.cn），实地看样时间从公告之
日起。咨询电话：0660-6863146、6863246、6389582。

汕尾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海丰分中心
汕尾市海丰拍卖行
2022年 11月 30日

分类广告
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自编 3-10A一楼 咨询咨询电话电话：020-87138888

上门广告服务代理

电话：020-87566523、13622244208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42号丰兴广场B座 1110 室锦洪广告

债权催收公告
债权公告致：东莞市中堂物资供销有限公司、广州市通俊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广东
日之泉贸易有限公司、林志伟、林勤、林洁

根据东莞市尚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尚盈公司”）与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堂支行于 2015年 06月 2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尚盈公司对下
列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现再次公告告知以上表格中所列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立即向尚
盈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
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重置更名、歇业、注销、
被吊销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债务担保承继人、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相关债务偿还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请尽快清偿债务。

东莞市尚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借款人

东 莞 市
中 堂 物
资 供 销
有 限 公
司

广 州 市
通 俊 商
贸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4 年 01 月 29 日签订的编号为 020
1001201401014号借款合同；
2014 年 01 月 29 日签订的编号为 020
1001201401015号借款合同；
2014 年 01 月 29 日签订的编号为 090
1001201401003号汇票承兑合同；
2013 年 12 月 26 日签订的编号为 010
1001201312009号借款合同；
2013 年 12 月 26 日签订的编号为 090
1001201312001号汇票承兑合同；
2014 年 1 月 27 日签订的编号为 0201
001201401010号借款合同；
2014年 08月 18日签订的编号为HT2
014081800000054号借款合同。

担保人
广 东 日
之 泉 贸
易 有 限
公司、林
志伟、林
勤、林洁

广 东 日
之 泉 贸
易 有 限
公司、林
志伟、林
勤、林洁

担保合同编号
2013 年 12 月 26 日签订的
编号为 01010012013120009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3 年 12 月 26 日签订的
编号为 02010012014010010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2013 年 12 月 26 日签订的
编号为 01010012013120009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3 年 12 月 26 日签订的
编号为 02010012014010010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广州市白云区110千伏马沥
输变电工程项目迁坟公告

广州市白云区 110千伏马沥输变电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位于

白云区钟落潭镇境内，由广州空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颁发《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穗规划资源建证〔2022〕3886号)，由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颁

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穗规划资源建证〔2022〕4833 号)。本项目占

（借）地范围内的坟墓均需迁移。

请位于占地范围内的坟主于 2022年 12月 31日前，到白云区钟落潭镇

五龙岗村、安平村、良田村民委员会登记并自行迁移。逾期未迁移的将依

据相关规定，对坟头作无主坟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方式:五龙岗村 020-36298429
安平村 020-87441177
良田村 020-62856629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人民政府

2022年 11月 23日

债权催收公告
债权公告致：东莞市中堂物资供销有限公司、广东日之泉贸易有限公司、东莞市

中堂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林志伟、林勤、吕英莲、林洁

根据东莞市尚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尚盈公司”）与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堂支行于 2015年 11月 18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尚盈公司对下

列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现再次公告告知以上表格中所列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立即向

尚盈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重置更名、歇业、注

销、被吊销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债务担保承继人、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相关债务偿还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请尽快清偿债务。

东莞市尚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借款人

东 莞 市
中 堂 物
资 供 销
有 限 公
司

广 东 日
之 泉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3 年 12 月 16 日签订编号为 010
1001201312007的借款合同；
2013 年 12 月 16 日签订编号为 010
1001201312008的借款合同。

2013 年 8 月 21 日签订编号为 0101
001201308008号借款合同；
2014 年 1 月 9 日签订编号为 01010
01201401002的借款合同。

担保人
广 东 日 之
泉 贸 易 有
限公司、林
志 伟 、林
勤 、吕 英
莲、林洁

东 莞 市 中
堂 金 属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林 志
伟、林勤

担保合同编号

2013 年 12 月 16 日签订的
编号为 01010012013120007
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2013 年 8 月 21 日签订编号
为 01010012013080008 的
保证担保合同
2014 年 1 月 9 日签订编号
为 01010012014010002 的
保证担保合同。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2）粤 0513民初 1706号
马少加（公民身份号码 44052419741015
5817）：

本院受理原告翁银凤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粤 0513 民初 1706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被告马少加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付还原告翁银凤借款 472000
元及逾期利息（以 472000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8 月 18 日起按同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标准计至实际还清全部欠款之
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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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2）粤 0513民初 1746号
马壮发（公民身份号码 44058219870128
5839）：

本院受理原告吴晓璇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粤
0513 民初 1746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一、准予原告与你离婚；二、两婚生
子女由原告负责抚养，孩子长大成年后
跟父随母由其自择；三、你对原告负责
抚养的子女享有探望的权利；四、驳回
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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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注销公告
南澳县老教育工作者协会（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514405235829237607)经理事

会决定拟终止运作并申请注销，请债权

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协会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遗失声明
英德市兴荣养殖专业合作社遗失税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441881052422555;
机构信用代码证,声明作废。

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龚伟锋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转让方”）与龚伟锋（下称“受让方”）
签订的编号为 GYTZ2022062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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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伟锋作为受让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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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龚伟锋2022年 11月 30日
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30号 5001室(部位:B)
联系人：吕女士 电话：020-38917185
龚伟锋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福愉东路 51号 111房 电话：13434121222

借款人
名称

中 山 市
海 湾 国
际 有 限
公司

中 山 市
威 禾 电
器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31,954,715.39

12,482,174.59

借 款 合 同
编号、名称

440101201
30010832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440101201
40000670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担保人名称

保证人：李蔚
球、张建伟
抵押人：中山
市 海 湾 国 际
有限公司

保证人：李蔚
球、张建伟
抵押人：中山
市 海 湾 国 际
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名称

抵押合同：1.44100620120016507
《最高额抵押合同》；2.44100620120018529
《最高额抵押合同》。
保证合同：44100520120009731

《最高额保证合同》
抵押合同：44100620120021830

《最高额抵押合同》
保证合同：44100520130000281

《最高额保证合同》

原贷款行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山石岐
支行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山石岐
支行

贷款本金余额
（人民币元，
截 至 2022 年
3月31日）

具体以合同约定和司法裁判为准。

遗失声明
陈华清身份证遗失，证号：429004198104
16****，自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
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郁南县（钅监）标祥顺无核黄皮专业合
作社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939000
5151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清远市盛才装修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18002000
48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802MA57G
MFQ8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云城区恒升校外托管服务中心遗失法
定名称章一枚，编码：4453020057244，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汕头市金平区美天车行（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40511MA4X5GFG1D）遗失税
控盘一个，序列号：929911707368，遗失已
填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二联)四份,代码：
4400173320 号码：95642830～33,遗失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四份, 代码:144001724
660 号码:03041090～93，声明作废。

广东旭通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关委托，我司定于 2022年 12月 8日上午11时至2022年 12月 9日上午

11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haiguan.jd.com/haiguan.html）在线
按现状公开拍卖下列标的：

1、服饰、手表、电子产品等一批。保证金：20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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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关超期放弃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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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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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提货的依据,以
现场展示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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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货出库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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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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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向竞买人须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已注册京东账号的通
过实名认证即可），并在线支付相应标的竞买保证金（因部分标的保证金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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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拍须知》及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海关拍卖流程（拍卖前必看）的相关准则。

标的展示时间：2022年 12月 5、6日（请提前1天联系拍卖公司预约，向我司
经办人提供看货人员身份证正反面照片、行程码与健康码，并进行看货登记。进
入标的展示场所勘察的看货人须7天内来自非高风险地区并实行三天三检且持
有24小时内的核酸阴性检测证明，在查验身份证原件、健康码绿码及行程码后方
可进入，无核酸检测证明或健康码非绿码的人员不参加现场看样。因疫情防控原
因在标的展示时间无法展示的，另行通知。）

展示地点：海迅机场仓库
联系电话：郝先生 13798249229 0755-25890916
拍卖公司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 3019号百汇大厦北座 2901
委托方网址及监督电话：guangzhou.customs.gov.cn、020-81102652

2022年 11月 30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城北幼儿园遗失法定名
称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声 明
中山市坦洲镇坦神北路 118 号皇

爵 广 场 1- 1132、1- 1282、1- 2080、1-
2124、1-3092、1-4054、1-4061、1-4063、
1- 4075、1- 4097、1- 4098、1- 4115、1-
4116、1-4135、1-4138、1-4252、1-4297、
1-4345，截至 2022 年 11 月 22 日，我司
与皇爵假日广场一、二、四栋 88%以上
的业主签署了《授权委托书》。由于目
前上述业主我司已经无法取得联系,导
致皇爵假日广场包括贵铺在内的广大
业主无法成功招商、出租商铺及盘活物
业。为维护以上业主及其他业主的正
当、合法收益之权利，请以上业主于本
声明登报之日起 7 天内与我司联系，并
提交有效的联络信息资料。如逾期未
与我司联系，我司将善意暂管无法取得
联络业主的商铺，并代为招商、出租，如
成功招商、出租，产生的租金等收益我
司将为各位业主代为保存，各业主联系
我司可以随时支取租金收益。本通知
所述的代为招商、出租商铺的期限为上
述规定期限截止之日起十年。（联系电
话：18933370768）

中山市皇爵假日广场商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