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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成立汽车服务平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 云龙 ） 昨日，
滴滴出行宣布成立一站式汽 车服 务 平
台。 该平台将涵盖已有的汽车租售、加

分类广告

油、 维保及分时租赁等多项汽车服务与
运营业务，致力于优化出行产业链条、为
包括滴滴车主在内的全社会车主提供一

注销代码、法院公告、协查通知、遗失声明、清算公告
广州市礼承广告有限公司温馨提示：网络登报需谨慎

招标公告

清算公告

广 东 信 源 彩 色 印 务 有 限 公 司 需 : 购 100-105g
哑 粉 纸 、 邮 政 热 敏 不 干 胶（标 书 号 200802）、
邮 政 用 品（含 袋 牌 、 气 泡 袋 、 小 包 袋 、 编 织 袋）
（标书号 200803）、印刷物料（标书号 200804）、
纸供应商资格（标书号 200805）项目进行公开
招 标 ， 有 意 者 请 联 系 张 先 生 020-31035585

广州市永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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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黄炳华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市分公司商业保险单正本 1 份，保险单号
码：PDAA201844010000167178 ， 单证识别码：
AEDAAE0015D00，单证印刷号：440017036490
52，交强保险单正本 1 份，保险单号码：PDZA201
844010000212712，单证识别码：AEDZAA2013Z

站式汽车服务解决方案。
资料显示，目前滴滴多项汽车服务与
运营业务目 前已 经 覆 盖200多 个 城 市、

清算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大衡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遗
91440103084857422M）股东会决定，本公司 停
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 失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1
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
份，发票代码 4400173130，发票号码 1961
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
6447，已填开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公司将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朝晟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
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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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静远遗失广州市万合房地产有限公司已
填开的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机动联 2
份， 发票代码 244011509010， 发票号码分别是
09255454（金额 2600000 元）和 02532044（金额
1124564 元），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深圳掌中彩乐游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国人
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1. 信息服务
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2.在线数据处
理与交易处理业务 证号：粤 B2-20160657，声明
作废

清算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缔迈仕摩托车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终
佛山市索图建材发展有限公司遗失机
00，单证印刷号：44001703684380，现声明作废。 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逾期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发票联和抵扣联），发
减资公告
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 票代码：144000924160，发票号码：00482
广州国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537，金额:89064 元，声明作废。
代码 91440101321100897X） 经股东会决议，决 2018 年 4 月 18 日
定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900 万元减少至 500 万元，
遗失声明
清算公告
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遗失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
广州市普力达胶粘制品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申报。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决议终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 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第一联：
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发票联）千元版五份，发票代码为：1440116806
减资公告
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 49，发票号码分别为：00257840、00239426、0023
广东新丝达能源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特此 9427、00239428、00239429，已填用，已盖发票专
用章，现声明作废。
16 日召开股东会，决定注册资本由原来贰仟万元 公告。 2018 年 4 月 18 日
减少至壹拾万元。 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
清算公告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
广州市谥隆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
利，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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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东中翌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 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
定，停止公司经营活动，已成立清算小组开始清 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理债权债务，请本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清算公告
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
广州钰常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停止公
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
司经营活动，
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成立清算组，
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开始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清算公告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逾期不
共睹（广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
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 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2018 年 4 月 18 日。
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
清算公告
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
广州永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议，本公
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遗失声明
林州树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

遗失声明
李乃实遗失广州饮食服务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开具的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
（发票联）1 份， 发票代码 244011407060，
发票号码 05157529，金额 16539 元，已盖
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24 小时登报热线：13560272566
（
微信）
登报请加 QQ：122195533
电话登报热线：84267279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佰赞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业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学之海书城遗失营业执照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33402469 副本，注册号：440682600828935，声明作废。
55G 编号 S261201502243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荔枝楼山庄遗失地税税务
广州市天河区东棠皇庭餐厅遗失营业执照副 登记证正本， 粤地税字：440106196809132132，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GDBR8K， 纳税人编码：4401135012333，声明作废。
编号:S069201604692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运输交易市场（天平）开源货运部遗失
广东博林教育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广发银行东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地税字：362201197203
风中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8100283093 140058，地税编码:00213984，现声明作废。
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运输交易市场（天平）开源货运部遗失
广州市合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362201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30476663 720314005，现声明作废。
87，编号：S05120150252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易才租赁服务部遗失营业执照副
广州市增城园鑫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 本，注册号：440125600486859，执照编号：25913
册号：440125600741593，编号：S259201600320 002203，声明作废。
2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 -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1-2、2-2），统
广州市蓝田工贸有限公司遗失空白广东增值
高州市云潭镇胡池家具商场遗失营业执照副
电联平推式）2 份， 发票代码：244010570041，发
税专用发票 11 份(一式三联)代码 4400112140 号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40101MA59QG4W 票号码：01760089、01760085，已盖发票专用章， 本，注册号：440981600332712，声明作废。
码 10402442-10402452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特此声明。
7J 编号 S062201703771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梯面皇冠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本，注册号：440121600751417，编号：S21920140
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司机黄瑞
12906G，声明作废。
敏遗失粤 AV0N44 车辆押金单（合同保证金伍仟

广州誉维生物科技仪器有限公司遗失北京
元，安全互助金贰仟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韶关市曲江区鹏达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东南仪诚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增值
蔡欣桐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44152320120
遗失声明
（发票联、抵扣联）一份，代码 440017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2 税专用发票
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司机闫继
3130，号码 20919930，上海仪真分析仪器有限公 612606X， 自遗失之日起本人不承担他人冒用的
红遗失粤 A6B4W2 车辆押金单（合同保证金伍仟
05MA4UWHW65B;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 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一份，代码 后果，特此声明。

号:J58200040047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3100173130，号码 07042586。 已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三目电子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的
韶关市曲江区益辉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2 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联、 抵扣联）1

元，安全互助金贰仟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韶关市曲江区海迪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
可证正本，核准号：J5820004007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粤 AX0P
34 遗失车用煤气 IC 卡、 车辆强检证、 车辆营运
林小玲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 证、车辆购置税证，声明作废。
号：92440101MA5A99E91X，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富灵印刷包装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遗失声明
本人周伟结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遗失身份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EM
证，证号：440183198407120018，自遗失日起 一 7R64，编号:S0512016013965 声明作废。
切他人冒用后果自负，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路路红服装店遗失营业执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彤发服装厂遗失营业执照副 照正本，注册号：440106600859649，编号：S0692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675694581X，编 014024230G，声明作废。
号 S056201400058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税收通用发票（电子）1 份，发票代码：2440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远平汽车配件店遗失营业
05MA4UWHYRXL;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 11609010，发票 号 码 ：08270178， 已 盖 发
广州芳盈塑料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121600669075，执照编号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321054413K，编 21913022922，声明作废。
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号:J5820004007501,声明作废。
号 S25120140234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美隆利服饰经营部遗失国
广州市广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天
税、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35262619670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 101037100，现声明作废。
合作社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41621
税专用发票其中一联，发票代码 44001641
遗失声明
NA00212X;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30，发票号码 02755477，金额为 6993.52
广州市从化江埔香太美食店遗失国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粤国税字
44018419850114151600
元。 特此声明。
576445416,声明作废。
号，现声明作废。

紫金县龙窝镇南奋银豆种植农民专业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
广州市从化江埔香太美食店遗失地税税务登
广州递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空白的广
广州市谊利净水设备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广东声南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的 记证正、
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
副本， 粤地税字 440184198501141516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1673499133A 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存根联、
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编号 S1112015038650，声明作废。
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1 份，发票 号，现声明作废。
记账联）千元版 5 份，发票代码：144001401134，
寻人启事
代码：4400173130，发票号码：17928272，
寻司机黎文斯， 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沙坊
2018 年至 2020 年广州逸翠湾会所乐器培训课程合同招标要求 发票号码：00666818－00666822；未填开、未盖
13 号首层，至今未回家，见报请速回。
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章，现声明作废。

1、获得有关的执业经营法定牌照；
2、经营范围须包含培训、教育、辅导、咨询其中一项服务项目；
3、教职员持有音乐或乐器专业资质。
有意投标公司须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前携公司资料及相关证明（营业
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资质证书、公司名片或公司授权书
印鉴）到指定地址，经我司审核通过后领取标书。
回标限期为：2018 年 4 月 27 日中午十二时前
联系人：林小姐 联系电话：020-3101 8101-302
索取标书地址：广州市荔湾区黄沙大道 8 号 4 楼逸翠湾物业服务中心
回标书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6 号海航大厦 2 楼物业部

今天办理，明天见报！

广州凯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国税税务登记
广州市沣和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6112217 证副本，粤国税字：440100587630406，声明作废。
52，编号：S25120150025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凯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地税税务登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衡正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遗失广
广州市衫拾衫服装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 记证副本，粤地税字：440106587630406，纳税人
编码：4401060079382，声明作废。
东欧维思家具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专用 可证，核准号 J5810040534501，声明作废。
发票（抵扣联）八份，发票代码：4400163130，发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票号码：21288996、07834743、07834742、21288
广州凯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吴川市板桥海云日杂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999、07413150、21288997，发票代码：44001641
本，注册号：440106000542854，声明作废。
本，注册号：440883600127442，声明作废。
30，发票号码：03597451、03597450，已盖发票专
遗失声明
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普田嘉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地
邓康羽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遗失声明
440105601011299，编号：S0592014052327G，声 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粤地税字：440106691506560，
纳税人编码：4401060045500，声明作废。
A101、A103 档遗失了广州市森嘉经济发展 明作废。

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
清算公告
05MA4UWHYQ1W;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 份，发票代码：4400173130，发票号码：275
广州家希装饰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停 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
06863，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号:J5820004007101,声明作废。
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公告
本人余彦龙、 何秀春遗失由广州市新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
韶关市曲江区鑫鑫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广州市鸿泉广告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
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省地方
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2
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
清算公告
广州市迈博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 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
决议，停止公司经营活动，于 2018 年 4 月 3 日成 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立清算组，开始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
清算公告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
广州集美组家具设计制造有限公司股东决
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
请有关债权
定，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人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
清算公告
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
广州明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 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销登记。

5000多家合作伙伴和渠道商，年化成交总
额超过370亿元。 预计到2018年底，汽车服
务平台的年化成交总额将达到900亿元。

遗失声明
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市分公司商业保险单正 1 份，车牌：桂 AR669U
保险单号码 PDAA201744010000309200. 单证
识别码 AEDAAE0015D00 单证印刷号 4401170
0187588,金额 22151.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佳遗失广州景鸿咨询顾问有限公司开具
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二联发票联壹份，发票
代码：4400163320，发票号码为：71794052，发票
金额为：伍万圆整（￥50000.00），已盖发票专用
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景怡酒店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83347486791Q，
我单位遗失 2003 年 10 本，
编号 S2512015018094，声明作废。
月 15 日由广州市组织机构
遗失声明
广东威尔医生集团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代码管理中心颁发的代码为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J0A2
753495466 的 代 码 证 正 、 副 8T 编号 S0112017000220(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现声明作废。
信宜市城南臻葆商店遗失税务登记证 (粤国
单位名称： 广州华烽信息科 税字 44092119681024041000 号) 副本， 现声明
作废。
技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 信宜市城南臻葆商店遗失税务登记证 (粤地
税字 440921196810240410，纳税人编码：440983
路林和街 232 号 2505 房
5004053)副本，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信宜市美博礼品有限公司(注册号 44098300

广州欣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广东 0013793)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1 份，发
信宜市美博礼品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
(粤地税字 44098355559456X，纳税人编码：4409
票代码 4400173130，发票号码 17493647， 830000586)正本，现声明作废。
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品然家具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583357481H，
编号 1111301398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恒宝景酒店用品设备供应部遗
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地税粤字 44010573970
1083 号，电脑管理码：*0031004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谢小康遗失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电气自动
化专业毕业证书，证书编号:1304312016060014
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少艾雨妮服装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06601148689，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何小花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号：92440101MA59TGXT3E，编号:S03920140
17814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靓吧美发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FNEJ37，
编号：S0592016000388G，声明作废。

寻亲启示
2013 年 10 月 28 日， 在阳西县城十四区公

路旁，发现一名女婴，身上没有其他特殊特征。 由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馨盛车辆保管站遗失营业执照正 好心人抱回抚养，现女婴身体健康。
本，注册号 440125600596892，编号 S259201401
1575G，声明作废。
望女婴亲生父母见报后，15 天内联

遗失声明
系叶女士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另作
广州市荔湾区东 剪之秀美发美容室不慎遗
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03600033 处理。 联系电话：15917047356
092 现声明作废。
2018 年 4 月 18 日

遗失声明
麦锦珊遗失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证书编号：
广州美波兰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的增值
1119000000302816，职业（工种）：助理物流师，级
税专用发票 1 份,代码 4400173130,号码 205101
广州市春雨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广 别：高级，特此声明。
08 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1 份，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幸福皇子童装批发行遗失
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粤国税字:4206251971091
3052000,纳税人编码:0106070028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寻亲启事
2015 年 1 月 16 日早上 6 点在新洲镇中六

村委会王其龙村路口发现一纸箱里放着一名女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陈立强家禽档遗失营业执照正 弃婴。由好心人抱回抚养，现女婴身
本，注册号 440126600597959，编号 S269201500
体健康。 望女婴亲生父母见报后，
8363G，现声明作废
开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15 天内联系刘生办理相关手续，逾
遗失声明
广州速辰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和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容祥梅水产品档遗失营业执照
私章（刘长岭）各一枚，声明作废。
副本，注册号 440126600623556，编号 S2692014 期另作处理。 电话:18718852646。
广州诚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遗失声明
025757G，现声明作废
2018 年 4 月 18 日
广州壹方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810036389803；机
遗失声明
用章、法人私章（梁穗明）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寻亲启示
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青姐水产品档遗失营业执
构信用代码证，代码：G104401060363898
遗失声明
照副本，注册号 440126600590543，编号 S26920
2014 年 9 月 15 日，在阳西县新圩镇高速桥
广东嘉星房地产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特 14026928G，现声明作废
04，现声明作废。
此声明作废。
下，发现一名男婴，嘴上有残缺特征。 由好心人抱
广州蓝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代码：4400173130，号码：05039365，已填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34752038XP，
执照编号 S01120150201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钱大妈农产品有限公司世纪分店遗失 回抚养，现男婴身体健康。 望男婴

广州市广骏旅游汽车企业集团有限公
广州市海珠区碧露桶装水经营部遗失食品流 食品流通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SP44011214
司遗失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 通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SP44010511100218 11002547，现声明作废。
3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联）2 份，发票代码 440173130，发票号码
遗失声明
广州市钱大妈农产品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27256828；27256890， 已盖发票专用章，
广州先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5304504822N
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编号外 S0512015022285（1-1），现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亲生父母见报后，15 天内联系郑
先生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另作处
理。 联系电话：13824987572
2018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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