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

财 狮 子

业界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连续3个月回落

分类广告
《集体土地使用证》遗失补发
公告
根据有关规定，申请人：湛建棠
位于新塘镇沙园北街二横巷 5 号，土
地证书编号 01250216224。 该集体
土地使用证不慎遗失， 现申请补发。
凡对该地使用权有异议者，请在登报
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向新塘镇国土
所提出，逾期我所将核准登记，并将
申请人的有关资料报送增城市国土
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颁发新的集体土
地使用证书，原土地使用证无效。
公告单位：增城区新塘镇国土所。
登报日期 2018 年 11 月 15 日
公司分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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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据新 华 社 电 14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8年1～10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的
“
和销售情况”显示，2018年1～10月份，全国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连续3个月回落。 今
年前10个月，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99325
注销声明

亿元，同比增长9.7%，增速持续回落。 10月
当月，该数据同比增长7.7%，为年内最低。
“
销售下滑、资金回款不够，无法支撑
房企进一步投资扩张。 ”克而瑞 CEO 张
燕认为，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在 9 月份

清算公告

广州君瑞林医疗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码 91440785MA51RF1L3D）经股东会决定,停止 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
公司经营活动, 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
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逾期不
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恩平市权大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公司地址：恩平市恩城桥园路 5 巷 9 号一楼

清算公告

广州顺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
清算组联系人：钟新权 电话 15992160364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
声 明
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本人郑沛佳（身份证号：44010419580 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
4235XXX）、钟贵芳（身份证号：440104196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广东蕴晟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66951735563）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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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10 月份均现同比下降。 记者调查发现，
在楼市遇冷、 住宅成交负增长的趋势下，
大中型房企不约而同地加强了住宅产品
研发，以在逐渐萎缩的市场上保持销售竞
争力。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达君净水设备经营部遗失地税税
广州市鑫飞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遗失国家税 务登记证正本，纳税人识别号：445381198906121
务总局广州开发区税务局代开发票领购专户之 11402，声明作废。
四十代开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 芢 源商店地税税务证正副本，纳税
联） 一份， 发票代码：4400163160， 发票号码：
人识别号：44538119890612111403，现声明作废。
02229974，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清算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星途酒店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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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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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汉高表面技术有限公司遗失已填
开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联、 抵扣
联）2 份，发票代码：4400181130，发票号
码：14174988、14175002， 已盖发票专用
章。 特此声明。

002085XXX）声明：儿子郑伟博在外的一
遗失声明
清算公告
清算公告
切债务与父母亲郑沛佳、钟贵芳无关，特此
广州市立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广
广州学新鞋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
广州众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
声明。
东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
（发票联），发票代
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有关债权人自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 码：4400173320；发票号码：58057304，金
2018 年 11 月 13 日，在大沙头码头对 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 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 额：58800 元， 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
开江面， 发现死亡约 1 天男尸: 约 3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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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声明。
161cm。上身穿白色圆领短袖 T 恤，下身穿
遗失声明
清算公告
清算公告
深蓝色中裤， 黑 色 运 动 鞋 。 知 情 请 电 ：
广东立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值
广州顶红贸易有限公司,从即日结束经营,清
广州市豪派照明灯具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83120601。

理债权债务,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
根据股东会决议，增城市新昌景纺织品有限
注销公告
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如逾期不申报,则
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拟存续分立为增城市
英德市翔鑫建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
新昌景纺织品有限公司（存续公司，注册资本 950 信用代码：91441881MA4ULH5K8Y）经股
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万元）和广州柒纺纺织品有限公司（新设公司，注 东决定停止经营并申请注销， 请各债权人
清算公告
册资本 50 万元），分立前的增城市新昌景纺织品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公司清算
广州久胜电器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
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分立后的两公司承担连 组申报债权债务。
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
带责任。
减资公告
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
本公司债权人可自 2018 年 11 月 15 日起四
广州奋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十五日内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本公 代码: 91440183574006188D) 经股东会研究决 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
定， 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1080 万元人民币减资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 为 100 万元人民币。 自 2018 年 11 月 15 日起公
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司清理债权债务。 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如有异
清算公告
议，请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特此公告
广州雄爵隆文具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
司提出清偿。 特此公告。
增城市新昌景纺织品有限公司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
减资公告
2018 年 11 月 15 日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广州优品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
代码
91440101MA59M8FX1E）
经股东会决议，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决定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900 万元减少至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广州市银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人民币 10 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清算公告
条例》规定为冯桂标等人缴存住房公积金投诉案 45 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
广州市欧跃化妆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详见列表）， 因你单位下落不明 / 以其他送达方 弃权利，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
式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责令 记。 特此公告。
代码 9144011130465023XB)股东会决定，本公
限期办理决定书》（详见列表）。 本公告自发出之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减资公告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本决定
广州爱来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小
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萝岗管理
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
码：91440101562278725J）经股东会决议，注册
部办理补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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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由原来人民币 1000 万元减至人民币 500 万 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也可自送达起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 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
清算公告
提起诉讼。
公司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特此
广州云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公告。
代码 91440111093660496P）股东会决定，本公
2018 年 11 月 15 日
1、穗公积金中心萝岗责字[2018]1880 号，冯桂
减资公告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标，15566 元。
经广州迈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研究 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小
2、穗公积金中心萝岗责字[2018]1879 号，李交 决定，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减资
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
龙，10506 元。
3、穗公积金中心萝岗责字[2018]1881 号，冯高 为 200 万元人民币。 自 2018 年 11 月 14 日起公 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司清理债权债务。 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如有异
维，18847 元。
清算公告
议，请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中汇材（广州）供应链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
司提出清偿。 特此公告。
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
企业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企
清算公告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业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企业清算组申
条例》规定为黄芳缴存 2012 年 3 月至 2017 年 4
广州道潮服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
月期间的住房公积金 12050 元投诉案，因你单位
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力。清算结束后，
下落不明 / 以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 现依法 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 本企业将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向 你 单 位 公 告 送 达 穗 公 积 金 中 心 萝 岗 责 字 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2018〕1232 号《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 本公告 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
清算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
广州爱吸餐饮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终止
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 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萝岗管理部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
清算公告
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
自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 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
广州浪桉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停 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
行政复议，也可自送达起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
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 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2018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年 11 月 15 日
2018 年 11 月 15 日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
清算公告
广州市国典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广州纽泰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议终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清算公告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条例》规定为钟蝶娴缴存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广州力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
1 月期间的住房公积金 440 元投诉案，因你单位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 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特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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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萝 岗 催 字 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告。 2018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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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盛讯网络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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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奇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11MA59B77A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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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将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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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天河区兴华亿鑫轮胎贸易部遗失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B8KY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琼珠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
社会信用 代 码 92440101MA5AD5MA1Q， 编 号
S0392015016334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范广辉日用百货店遗失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1116007120
92，执照编号 11911057119G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谢红泽小吃店遗失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105601191540，编号
S0592016003395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泽南信息咨询服务部遗失营业
税专用发票二份（抵扣联、发票联），发票代码：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
AQFF89T，编号：S1292018002417G，声明作废。
4400174130； 发票号码：33802874-33802876，
遗失声明
金额：306150 元，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
黎琴遗夫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0
声明。
56011266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刘秋苗遗夫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
广东汇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
05601126663，声明作废。
已填开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
遗失声明
扣联）2 份，发票代码：4400174130，发票
广州市智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号码：31282142、31282143 已盖发票专用 正副本。 注册号：91440101552375775Ｊ，现声明
作废。
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智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税务登
广州市海珠区老健安五金套丝机商行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105600818102，执照编 记证》正副本，粤国税字：440100552375775，纳税
人编码：010606011771 声明作废。
号 S0592014030831G，现声明作废。
广州市智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税务登
广州市德信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810057029601，现声明 记证》正副本，粤地税字：440106552375775 现声
明作废。
作废。

广州寥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
广州小誉家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广州市越秀区瑞 燊 服饰商行遗失营业执照副
码 91440106MA59AYNM8M）股东会决定，本公 本，注册号 440104600971438，编号 S049201406 专用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 1556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
遗失声明
广州奢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刘华凤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10460 一枚，现声明作废。
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
本公司将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052446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秒速科技有限公司遗失由江苏
兰朵针织服装有限公司开具的江苏增值税
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1 份，发票代码
3200173130，发票号码 19932854，已盖发
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本人遗失广州城市合作银行股权证（股东名：
广州市荔湾区钽盛茶行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 信力健，股东号：G400015,股权证编号：005015），
副本原件各一份， 注册号 440103600539202，现 现声明自登报之日起作废无效。 特此声明！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方瀚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
广州市荔湾区龙湾杨万刚茶叶行遗失工商营 副）本，注册 91440104558361622A ，编号 04113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103600205865，现声明 034344(1-1), 声明作废。
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方瀚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农业银行开户许
陈胜昌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1036 可证，核准号:J5810040018504 ,编号:5810-0495

广州市赏然化工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 00088464，编号 S0392014005938G，声明作废。 10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一份，发票
遗失声明
彭堂健不慎遗失佛山市赛通汽车贸易有限公
广州市天河区东棠艳仔美食店遗失营业执照
代码:4400183130， 发票号码:17536405， 司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 发票号码：
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程星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增值税专
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5 份，发票代码： 44001
74130，发票号码：29988209、29988210、299882
11、29988212、29988213，已填开、已盖发票专用
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02881459 金额 93000 元，现声明遗失。

遗失声明

副本，注册号：440106601276693，编号 S069201
6016781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中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遗失丁仕伟注册
广州市天河区东棠皇庭餐厅遗失营业执照
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 （证书编号：00364682），声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GD
明作废
BR8K，编号 S069201604692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东友元国土信息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润天地万物百货店遗失个
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1 份，代码 440017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1056005873
1320 号码 33862240 已盖发票章特此声明
26，编号 S0592015003091G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准鲜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润高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我单位遗失 2013 年 10 月 28 日由广州市组 可证，核准号:J5810158288201。 现声明作废
副本，注册号：440121600862359，声明作废。
织机构代码中心颁发的代码为 781215441 的代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幢添宝饼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码证正、副本,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广州科东物
广州市越秀区喜盈百货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业管理有限公司,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广州经济技 本，注册号 44010319600528481X，现声明作废。 本，注册号：440104600178042，编号：S04920150
遗失声明
10807G，声明作废。
术开发区东区刘村路 1 号
广州市增城浦春西饼屋遗失国、 地税税务登
〔2018〕1749 号《催告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
遗失声明
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2101061974062300
清算公告
遗失声明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本催告书送
吴建明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1200
号，声明作废。
广州市菁茂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
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广州市增城泷顺汇商行遗失营业执照
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萝岗管理部办
441322600644136，声明作废。
议终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遗失声明
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催告不服，你单位有权自本
正副本，注册号：440125600658590，执照
清算公告
遗失声明
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潮食快餐店遗失食品经营
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我中心陈述
广州市勇记冰室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 编号 S2592015006345G;遗失地税税务登 许可证副本，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LXD
英德市英城玫瑰苑发室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
和申辩。 逾期仍不补缴的，我中心将依法向人民
正副本，税号：441822196705071127，声明作废。
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 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特此公 记证正副本，粤地税字 430624197210124 455，编号:JY24401060286172，现声明作废。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告。 2018 年 11 月 15 日
81701 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2018 年 11 月 15 日
经营者： 宋芳， 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广州市番禺区桥南江敏餐饮店遗失营业执照
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
清算公告
遗失声明
本，注册号 440106601333229，编号 S069201604 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40101MA59QY36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78,编号:S2692017021381G,声明作废。
广州易健养养生保健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
广州墩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 1062G，现声明作废。
广州旋风气动设备有限公司：
议，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相关债权
遗失声明
清算公告
遗失声明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会信用代码 914401013535169269 ）遗失
洪秀玉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林自妙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条例》规定为韦登富缴存 2009 年 1 月至 2015 年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广州西逸电子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停
12 月期间的住房公积金 10062 元投诉案， 因你 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 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 营业执照正本，另遗失财务专用章、法人章 代码：92440101MA5ATWDN1J，编号：S0492018 440105600435176， 编 号 ：05913024890G， 声 明
008494G，现声明作废。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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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岗责字 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法人：刘强）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2018〕1878 号《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 本公告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再一味快餐店遗失营业执
吴明宝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遗失声明
清算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 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照副本，注册号：440106601076355，编号：S0692 440105600131231，编号：S0592014024426G，声
杨惠媚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正副本,
广州迈翎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
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
014094558G，现声明作废。
明作废。
萝岗管理部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
清算公告
停止公司经营活动,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注册号:440105601205540,统一社会信用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自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 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
信宜市爱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代
码
:92440101MA5AG17Q25;
注
册
号
:
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逾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兴茂手袋厂遗失营业执照
吴志高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行政复议，也可自送达起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
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 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 44010560117285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副本，注册号：440121600516466，编号：S219201 码：92440101MA5ALPR93W，编号：S059201702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022778G，现声明作废。
3810G，声明作废。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 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92440101MA5AEDQN0L,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2018 年 11 月 15 日
遗失声明
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
广州市鸿勇纺织印染原料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清算公告
遗失声明
李瑞芳不慎将新会鸿盛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开
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转让公告
广州市维哲劳保用品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
黎娟遗失由广州市锦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837837685 出的预收款凭证丢失，收据号码：149534，金额 2
331，编号：S2512015015955，现声明作废。
万元整，现声明作废。
广州市君平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业务良性经
遗失声明
定,停止公司经营活动,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公司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发票联）1 份，
东莞市达林纸业有限公司遗失粤 SH610S 车
遗失声明
营中，公司自带广州中小客车指标（粤 A 车牌）约
遗失声明
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发票代码 144001824660， 发票号码 01866599，
辆购车发票，声明作废。
广州杰尔西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广州键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东盟原
200 个一同全盘转让。 范围：道路运输业(有普通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 发票金额￥275900.00 元，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49EW 产地证书一份，印刷流水号是：AQSIQ 1713156
遗失声明
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客车租赁经营备案证
4C，编号：S0612018056086
声明作废。
章，特此声明。
51,特声明作废。
王立帆遗失工商营业执照证正、副本，注册号 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明)，周经理 13535146770
4401046010498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清算公告
广州谷德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黄月清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立白日化有限公司中试车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陈庆超不慎遗失广州市荔湾区茶 滘 街茶 滘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40101MA5C49EA 440105600579447，执照编号：05913006216 ，声
广州太吉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停
《立白日化有限公司中试车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编制完成。 根据《中华人 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开具的广东省广州市地方 4R，编号：S0612018056098，声明作废。
明作废。
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现进行公众参与的第 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 税收税控专用发票 （发票联一份）， 发票代码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依云家工作室遗失营业执照副
二次公示，即从公示之日起，公众可以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提交书面意见或向公示指定 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 244011507990， 发 票 号 码 26964800， 金 额
广州好满意婚姻介绍有限公司遗失地税税务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L24R18
地址发送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表对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信函以邮戳为 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登记证正副本原件，注册号 440106550559087,声
16050 元，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 编号 S0392017011471G，声明作废。
明作废。
准）。 本次公众范围主要为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小虎村、东湾村、莲溪村、南沙境界、逸涛雅
苑、保利半岛、阳光城等公众。
立白日化有限公司拟于广州市南沙区黄阁大道 91 号立白日化有限公司现有厂区
厂房内新增中试车间，拟增加液洗、液体类化妆品、膏霜类化妆品、酶制剂中试线进行新
产品的研发，中试线生产规模分别为：液洗 84 吨 / 年、液体类化妆品 109.2 吨 / 年、膏霜
类化妆品 4.2 吨 / 年、酶制剂 1.8 吨 / 年。项目总投资 400 万元。项目建设主要内容、可能
造成的环境影响、主要的环保治理措施详见征求意见稿，请公众访问广州市南沙区人民
政 府 网 站（http://www.gzns.gov.cn/zwxxgk/zdlyxxgk/hjbh/jsxmhjyxpjxx/hpdygsdecgs/
201811/t20181109_377057.html）获取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和公众意见表，并按公示中的
联系方式索取征求意见稿纸质版。

清算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马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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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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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顺德中心支公
司现声明遗失以下单证：2019 版交强险内置保
险标志 50 份，流水号段为：811011800685651811011800685700，商业险业务联 10151206113
9812。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淑都服饰有限公司不慎被盗收据一
陈天宝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0
本，收据编号：5087057－5087076，已盖财务专用
5600820427，声明作废。
章，特此声明被盗收据全部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萝岗区全鲜豆磨坊豆制品店遗失国
广州市海珠区芝柏箱包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40101MA5ANGR2 税、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粤税字 440982199011
01538701 号，声明作废。
2F，编号：S0592017026688G，现声明作废。

广州艾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菲时达卫浴店遗失营业执
邓玲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娃金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583365801H ， 照副本, 注册号 440121600030096, 执照编号： 东 分 公 司 解 除 代 理 合 同 且 遗 失 执 业 证 ， 号 码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440106600846991, 正 本 编 号
声明作废。
21912027312,现声明作废。
02000244011480002014003572，现声明作废
06913032476,副本 06913032476G,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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