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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顺长城新兴成长基金入选工银AI指数
信息时报 讯 （记 者 袁 峰） 针对

当前 A 股较好的中长期布局时机，
近日工商银行精选出景顺长城新兴
成长等绩优基金， 作为正在举行的
工银理财节的主角， 向投资者推
荐。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基金是 2017
年度混合型金牛基金和一年期偏股
混合型金基金奖“双料得主”， 历
史业绩优异。 据 Wind 截至 7 月 27

分类广告

日统计数据， 该基金过去两年收益
率 65.05%， 在偏股混合型基金中排
名居前； 同时获得海通证券、 银河
证券 （ 3 年 期） 五星评级。 该基金
在中长期业绩始终保持领先优 势 ，
过去 5 年排名前四分之一， 过去三
年、 两年、 一年均排名前八分之
一。
该基金现任基金经理刘彦春具
有 15 年证券、 基金行业从业经验，

目前任景顺长城基金公司研究总
监，善于挖掘具有产品创新能力、领
先经营模式和卓越企业 家 精 神，能
够实现高投入资本产出的高成长优
秀公司，选股能力突出，中长期业绩
优异。 Wind 数据显示，自 2015 年 4
月刘彦春接管该基金以来， 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 该 基 金 获 得
44.17%的收益率，同期沪深 300 指数
下跌 18.11%，超额收益显著。

注销代码、法院公告、协查通知、遗失声明、清算公告
清算公告

国星（广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
州环冠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拟将注册资本由原来 1 万亿元人民币减少至 1
万元）与广州梓柯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百万元人民币。 请相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人民币 5 万元）拟吸收合并，存续方是广州环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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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

广州金泊餐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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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汇盈化工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广东
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存根联）壹份，发
票 代 码 为 ：4400174130， 发 票 号 码 为 ：
35919678,已填开、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
声明。

减资公告
被吸收方广州梓柯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资
国鸿胜（广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本：人民币 5 万元）解散，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广州环冠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和广州梓柯汽 定。 拟将注册资本由原来 1 万亿元人民币减少至
1 百万元人民币。 请相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车租赁有限公司的有关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的
日内与本公司联系， 要求清偿或提供相应担保，
广州环冠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承继，请债权人自本
逾期本公司将依法减资。 特此公告。
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原公司清偿

广州风驰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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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合并公告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 / 董事会）决议，广

清算公告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
陆丰市骏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会议
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
决议解散， 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
序实施。 联系人： 杨婷婷， 联系电话：
与我公司清算小组韩俊亭联系， 电话
020-85161721，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
13699746688，逾期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
道棠下二社涌边路天辉大厦 2B19。 特此公告。
将申请公司登记机关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广州环冠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广州梓柯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2018 年 07 月 03 日

清算公告

威宁物业投资（广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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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
遗失广州晶东贸易有限公司已填用的 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
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22 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份, 代 码 :4400173130, 号 码 :05208437, 代
码 :4400181130, 号 码 :12038707,118401
54,12074546,11872038,11805576,01338
552,01261420,01201691,11875745,1187
6831,11877329,11876333,12273901,122
72308,12274075,01201935,11855814, 代
码 :4400174130, 号 码 :45463013,375496
84,37549683,45484622,已盖发票章,特此
声明。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东粉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查实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手续，因你
单位下落不明 / 以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穗公积金中心罚字
〔2018〕33-1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你单位处
以 2 万元罚款。 你单位应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到本中心领取《广州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
书》，并到银行办理罚款缴纳手续。 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决定不服，
可自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自送达起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8 年 8 月 31 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宏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
值税专用发票 3 张， 发票代码：4400173130，发
票号码：48396869，金额：113352.00 元，开票日
期：2018 年 03 月 05 日；发票代码：4400173130，
发票号码：48396870，金额：87626.00 元，开票日
期：2018 年 03 月 05 日；发票代码：4400173130，
发票号码：48396871，金额：116010.00 元，开票
日期：2018 年 03 月 05 日，特此声明

清算公告
广州市从化区客家山歌协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144011733150334XW， 住所为广州市从
化区城效街三将军村返乡耕田农场，于 2015 年 6
月 2 日经从化区民政局登记成立， 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经会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由清
算组负责注销前的清算工作。 请有关债权人于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天内向清算组书面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特此公告。
广州市从化区客家山歌协会
2018 年 8 月 31 日

工银 瑞信 获 “中 证 工 银
财富基金指数杰出贡献奖”
信息时报讯（记者 袁峰）近日，中国工
商银行“聚势赋能、一键共赢”AI指数发布
会暨优秀指数合作伙伴颁奖典礼在京召
开，工银瑞信获得了“中证工银财富基金
指数杰出贡献奖”。
目前，由工商银行举办的“
8.28工银理
财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自8月27日~8
月31日活动期间，投资者不仅可以享受到
工银AI投带来的更为智能化、更为便捷的
理财体验，申购工银瑞信稳健组合及其基
金还可享受申购费1折优惠。

24 小时登报热线：13560272566（微信）

登报请加 QQ：122195533
广州市礼承广告有限公司温馨提示：网络登报需谨慎 电话登报热线：84267279
遗失声明

清算公告

清算公告

清算公告
佛山市南海普广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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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希易欧办公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停止公司经营活动，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成立清
算组，开始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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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8
月 31 日。

清算公告

2018.8.31 星期五

今天办理，明天见报！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普瑞斯香氛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提单一
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份，提单号
HPHAD18070626。 柜号：WHSU504
遗失已填开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扣 5128/WHL7803823/40'HQ 现声明作废。
联、发票联）1 份，发票代码：4400173130，
遗失声明
中山大学李垠樟报到证丢失，证号：1055883
发票号码：19310935，已盖发票专用章,特
06871，声明作废。
此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本人黄成斌，遗失安全监督证，编号为 0421
经营者：方勉芳，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45，特此声明。
广州利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由广州
本，注册号 440104600423295，编号 S049201501
遗失声明
洽建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专用 7103G，现声明作废。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金颖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发票（发票联、抵扣联）1 份，发票代码：44001631
遗失声明
本，注册号：440106600788051，编号：S06920140
60，发票号码：01859400，已填开、已盖发票专用
经营者：方勉芳，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27552G ，声明作废。
本，注册号 440104601003611，编号 S049201501
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7345G，现声明作废。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嘉仕凯鞋行 （统一信用代
遗失声明
码 92440101MA5AC6YU9M） 遗失营业执照正、
遗失声明
广州深度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工行广 副本，核发日期：2014 年 11 月 15 日，声明作废。
广州市越秀区张伟欢超市遗失营业执
州彩虹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8100610018
遗失声明
照正本,注册号:440104601054009,编号: 01，现声明作废。
大至美（广州）设计制作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S0492015037403G;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黄晓雯遗失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专
遗失声明
编号:JY14401040048452,声明作废。
业:皮肤与性病学,级别:中级,考试年度:2016 年,批
广州市尚东电子设备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准日期:2016 年 5 月 22 日,现声明作废。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N9
遗失声明
GA9T 编号 S06120170690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姚燕遗失佛山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有限
广州灿鸿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清算小组备案通
遗失声明
公司金沙洲分公司开具的意向金收据一张，收据 知书，备案号：（穗）登记内备字【2018】第 112018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遗失
编号：0000165，金额：￥20000 元，收据原持有者 06140513 号，现声明作废。
好运阳光保险自助卡 F 款 4 份，号段 604305140
40000023047-050。 声明遗失。
及第三方持有人无权再次向商管公司申请退还
遗失声明
广东省商业企业集团发展公司美标空调技术
遗失声明
意向金，特此声明作废。
服务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号码 440000100
施海洋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6392，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号 440104600793113，编号 S0492014056138G，
现声明作废。

广州市汇力棋艺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
遗失声明
广州永新包装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值
遗失声明
广东省商业企业集团发展公司广州分公司遗
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壹份，发票代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号码 89034341-8，公章一枚，
广州磐博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
现声明作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340107488R， 编号
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 码：4400181130，发票号码：01668380，已
S1112015024951（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填开，已盖发票章，特此声明。
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遗失声明
广东省商业计算中心工程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许治伟（粤 GM6579）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副本，号码 89034297-6，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清算公告
清算公告
证正副本，证号：4408000300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远瞩食品制造有限公司遗失广
广州鼎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
广州禧是得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
遗失声明
广东省百货公司粤声贸易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 州康赢食品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专 副本，号码 89032265-X，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吴嘉珍（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母亲：刘雪
琪，父亲：吴武练，编号：G440855242，声明作废。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壹份，发票代码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 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 4400174130 , 发票号码 46109782, 已填
广东省化工原料公司上海化学试剂总汇遗失
本人刘婵琴不慎遗失饶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社股金证一本（股金账号：50000000003821453；
遗失声明
股金证号:23000022795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清算公告
清算公告
广东省化工原料公司化工综合经营部遗失营
遗失声明
派丽德高（广东）新材料有限公司遗失 业执照正副本，号码 89033324-4，公章一枚，现声
澳中投资控股（广州）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
广州璞瑞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
本人刘淑良不慎遗失饶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广东悦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填开的广东增 明作废。
社股金证一本（股金账号：50000000003821442；
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 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2 份，代码
股金证号:23000022795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化工原料公司化工分公司遗失营业执
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 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 4400172130，号码 15863094、15863095，
遗失声明
照正副本，号码 89033252-4，现声明作废。
叶光纽遗失身份证，证号 441523198301077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已盖章，特此声明
038， 自遗失之日起本人不承担他人冒用的后果，
遗失声明
清算公告
遗失声明
清算公告
广东省商业家用电器维修管理中心广东东芝 特此声明。
广州地推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毛隆夫遗失柏达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 家用电器产品维修站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号码
威利控股（广州）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
遗失声明
4400001006381，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国鸿胜（广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 用代码:91440101MA5AMK579R） 股东决定，本 广东省广州市地方税收税控专用发票壹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有关债权人自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T
遗失声明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 份：发票代码：244010500361，发票号码：
广东省商业企业集团进出口公司广州贸易发 MT24H，编号：S1112018019147，声明作废。
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 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 01974691，金额（人民币）：67464 元。 已填 展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号码 89033884-6，公
遗失声明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国星（广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TN2
遗失声明
清算公告
遗失声明
清算公告
广东省商业企业集团原材料供销公司金像综 E3R，编号：S1112018019141，声明作废。
广州芭纳欧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毛隆夫遗失柏达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 合 经 营 部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号 码 890339
广州点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
遗失声明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 码 91440106569751458C）股东会决定，本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地方税收税控专用发票壹 94-5，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发城理发店遗失营业执照
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
副本，注册号：440111600679754，编号：1191105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份：发票代码：244011007990，发票号码：
遗失声明
2239，声明作废。
广东省五金交电公司盛联贸易发展分公司遗
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 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 02001311，金额（人民币）：10716 元。 已填
遗失声明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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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南沙区营养好心情早餐店遗失餐饮服
遗失声明
务许可证，编号：20154401150033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清算公告
清算公告
广东省五金交电公司小家电分公司遗失营业
遗失声明
毛隆夫遗失柏达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 执照正副本，号码 4400001006391，公章一枚，现
广东盈乐动漫文化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
广州建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时达通讯器材经营部遗失
声明作废。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 广东省广州市地方税收税控专用发票壹
营业执照正、副本，（旧）注册号:4401063001039
遗失声明
57，现声明作废。
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份：发票代码：244011007990，发票号码：
广东省五金交电公司粤兴房地产置业分公司
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 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 12853972，金额（人民币）：19512 元。 已填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号码 4400001006386，公
遗失声明
林希遗失记者证，证号：B44001055000219，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现声明作废。
广州荣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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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东省五金交电公司仓储分公司遗失营业执
广州 昇 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
毛隆夫遗失广州白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 照正副本，号码 4400001006385，组织机构代码
广州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国
具的广东省广州市地方税收税控专用发票壹份： 证 890347232，发证日期 2000.08.23，作废。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
内旅游合同合同号为：0038762；0040532；
寻死者家属
发票代码：244010500361，发票号码：01596716，
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遗失声明
广东省五金交电公司凤凰综合店遗失营业执
2018 年 8 月 25 日， 天河科韵路附近 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 0040551；0058983；0058997；0059001；00 金额（人民币）：6870 元。 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
照正副本，号码
4400001006389，公章一枚，现声
发现一女子死亡， 年 约 45 岁 ， 身 高 约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59009；7 份己盖合同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章，特此声明。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周妙应日用杂品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40126601447002， 编号
S2692016003452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康慈脑科医生集团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MA
4W4TKL3P，现声明作废。

150CM。 中等身材，戴节育环，头发长约
清算公告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30CM，戴发夹，现寻死者家属。 联系人：曾
广州市创亨房地产中介代理有限公司股东
广东省五金交电公司五金装璜经营部遗失营
佛山顺德区万懿房地产有限公司遗失增值
喻东山遗失广州白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
刘燕轻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10460
会决定，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 税专用发票（发票联）一份，发票代码：44001731 具的广东省广州市地方税收税控专用发票壹份： 业执照正副本，号码 89047477-6，公章一枚，现声 0976458，编号 S0492014064979G，声明作废。
警官.电话：85522621 天园派出所
明作废。

人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
发票遗失声明
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30， 发 票 号 码 ：42537700， 发 票 代 码 ：44001811
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富力桃园服务处：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 30，发票号码：12077025。 已盖发票专用章，声明
作废。
本人周珊，遗失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销登记。
开具的装修押金收据一张（已盖章），开票日期：
遗失声明
清算公告
2017 年 08 月 14 日，收据号码：0561223，金额：
广州鸣羽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停
广东瀛杜律师事务所遗失了购买的广
2000 元，现申请作废。
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
东省地方税收通用（电子 - 单联平推式）空
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减资公告
广州良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 白发票一份 ， 发票代码：244001404001，
代码：91440101340162575F） 经股东会决议，公 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发票号码：73951669。 特此声明！
司拟将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减至人民
遗失声明
清算公告
币 300 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广东佳实达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
广州瑞琥尚游乐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
权利。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 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2 份，发票
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 代码：4400172130，发票号码：12546548、
减资公告
中山中科恒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 12546549，已填开、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
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声明。
信用代码：91442000568268624C） 经股东会决
议，注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 53000 万元减至人民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币 51000 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广州市越秀区正记货物运输代理服务部遗失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花花公子服装店遗失营业
45 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 银行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J5810070489101， 执照正本， 注册号 ：440106601195233， 编 号 ：
声明作废。
S0692015079287G，现声明作废。
弃权利。 特此公告。

发票代码：244011007990，发票号码：01236919，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 璟 熙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金额（人民币）：687 元。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
广东省五金交电公司进出口贸易分公司遗失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6MA59B8E48F，
特此声明。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编号 S06120150928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东省五金交电公司贸易服务分公司遗失营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云沁玩具商行遗失空白 业执照正副本，号码 89033474-9，公章一枚，现声
的广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限额千元 明作废。
版）（三联版）3 份， 发票代码：144001501134,发
遗失声明
广东省五金交电公司家用电器分公司遗失营
票号码 07501276/07501277/07501278， 未填写
业执照正副本，号码 4400001006390，公章一枚，
未盖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美顺 物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帐 号 ：

遗失声明
广东省五金交电公司物资分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春雨防水补漏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91440111MA59C7XE37，编号：S111
2016007206。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沈卓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101MA59TMGR51, 编 号 S1112017036
189，现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2013 年 10 月 16 日在大八镇白菜珠环路口

44075301040006191. 遗失本单位财务专

纸箱内发现一女婴，穿着一件红
遗失声明
广州长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国税税 色衫，现女婴身体健康，望女婴
务登记证正、副本，粤国税字 440104320928393
亲生父母见报后，15 天内与梁
行广州东涌支行。 现声明作废。
号，现声明作废。
生联系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另做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凯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鸿运房地产咨询部遗失中 处理。 联系电话 15014998675，
可证，开户行：工行朝天路支行，核准号：J581008 国工商银行开户许可证副本，核准号：J58100315
2018 年 8 月 31 日
0654801，声明作废。
61801，现声明作废。

用章及陆文个人名章各一枚。 开户银行：农

责编：苏广华 美编：余永康 校对：叶春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