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职声明

本公司已于本月 4 日免去谢礼通副总经理

职务，自此日起不能以公司名义以及职务对外洽

谈开展一切业务活动，声明生效日起其在外的一

切经济法律责任概与公司无关。

广东幸福家园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11日

遗失声明

广东建科水利水电咨询有限公司遗失

已填开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发票

联、抵扣联）代码 4400171130，发票号码

28583759，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驯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宝业路分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MA59NXTA68， 编号

S0522017010282（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恒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开

具的固网押金单收据，收据号 2726691,金

额贰万元整,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明桂金属切削机床

零部件加工场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2ETB9T，

编号 44012660036826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单证

丢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印刷流水

号分别为 1710773852、1710773853和 1710773

855，共 3份；现声明作废。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遗失声明

广州市广物林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广州广物用品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

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抵扣联）2 份发票代码：

4400174160�发票号码：00856344；00856473，已

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公交集团广交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驾驶员

梁修好遗押金单 7000元，编号为 0145696/01456

97，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湘湘时装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072662，编号

2591302225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贵洲小食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40125321004222， 领证日期 2009 年 4

月 2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上海罗宾升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遗

失正本海运提单两份，号码 CHSLCAN181100

38、CHSLCAN181100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洛浦浆田饮食店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JY24401130111485，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华冠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值

税专用发票 1 张（发票联、抵扣联）发票代

码 4400173130， 发票号码 04219339，已

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江展能遗失商业险保单正

本，保单号：301031824401130

035475，单证号：0000530383，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福泰建筑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国、 地税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4401835622

70694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商户皇家卡奇遗失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中山城南分公司质保金单据， 号码

12190494，金额 1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文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66893126282，

编号 S06120150396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香江箱包鞋材商行遗

失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粤国税字：3621376410

18001；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粤地税字：362137

641018001，纳税人编码：4401115011981；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邓慧贤遗失荔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签发的

医师执业证，证书编码 201344110440107198712

220326，发证日期 2015年 11月 3日。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广新钢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

进出口货物保险单证,单证识别码 AEYIIA2012Z

00，印刷号 44011700027880、44011700027886

各一联，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东省五金矿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市分公司进出口货物保险单证, 单证识别

码 AEYIIA2012Z00，印刷号 4401170002

0456三联，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深圳市永高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

分公司进出口货物保险单证, 单证识别码

AEYIIA2012Z00，印刷号 440117000196

29 一联，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汕头经济特区平野对外运输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市分公司进出口货物保险单证, 单证识别

码 AEYIIA2012Z00，印刷号 44011700020

301六联，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梨洋小商店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M3NT

71，编号：S0692017063771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文达电脑经营部遗失营业执

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5000274178、 编号

05612025259； 遗失代码为 74757762-5的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 44010574757762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薛杰文皮具行遗失营业执

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11601458822， 编号：

S1192015040592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薛斯特鞋行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本， 注册号：440111601458847， 编号：

S1192015040594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宸骢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F1UW1G，编

号 S1112016029612，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鼎端体育活动策划服务部遗失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粤地税字 440113L318

75566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鼎端体育活动策划服务部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40126600293882，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洪森盛遗失广州市新天铖粮油食品批发

中心 D 区 66－68 号商铺租赁合同按金单一张，

金额 18000元整.按金单号：0019323。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林汉杰遗失广州市新天铖粮油食品批发

中心 E 区 59 号商铺租赁合同按金单一张， 金额

6000元整.按金单号：0019251。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黄力波遗失广州市新天铖粮油食品批发

中心 H 区 07号商铺租赁合同按金单一张， 金额

6000元整.按金单号：0019567。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曾颖遗失广州市新天铖粮油食品批发中

心 D 区 69 号商铺租赁合同按金单一张， 金额

6000元整.按金单号：0020233。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广州市熙钰和食品有限公司， 遗失工商

营业执照副本一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

1MA59F9DG4P，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广州市白云区松洲鑫月食品经营部，遗

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40101MA5AKP5Q7F，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美美乐购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广东

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1 份，发

票代码 4400181130，发票号码 004242

15，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赖乙胜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

票代码:144001824660,发票号码:017782

47,车辆品牌:锋范牌 HG7155CAC5A,车架

号:LHGGM6649K2011480,发动机号:911

130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林霞制衣厂遗失广东增

值税普通发票（二联无金额限制版）5份,发

票代码为：4400171320,号码 :08146389-

08146393,特此声明。

清算公告

广州伊格家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MA5AQMPQ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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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桉捷速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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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莲海物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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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亿步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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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坤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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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大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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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晨泉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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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荣毅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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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花都区国成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大

会决议，本合作社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请有

关债权人自本合作社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

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合作社将向登记主管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市秦杰纸品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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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誉江南铸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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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星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解散，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

司第一次公告见报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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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2019年 1月 9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东隆重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8100008069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铭利汇五金交电商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056009965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哲宇服装店遗失国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粤国税字：42242819630615213

4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哲宇服装店遗失地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粤地税字：4224281963061521

34，声明作废。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年 1月 2日 8:25,在大学城科学馆对出

的靠海怡半岛河面,发现死亡约 5 天男尸:约 40

岁,尸长 173cm,发长 6cm。尸体上身穿蓝色外套、

白色短袖 T 恤; 下身着蓝色牛仔裤。 知情请电:

34724383,联系人:宋警官,林警官。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长娣菜档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440111600471671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40101MA5A4B0U2U，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海松美食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111601123135，编号：S119

2014026264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骏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40125200703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忠信镇福新鞋业家私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416236000196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米与兰花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40121600837029，编号：S219201

5016666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鹤山市古劳镇简球小卖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07846000313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鹤山市沙坪吕简球旧货行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07846001485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鼎祺装修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忠信镇祥盛茶行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162360009032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韶关市曲江汇创物资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205MA4UHUP21H）

经股东决定停止经营并申请注销， 请各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遗失声明

连平县忠信镇海辉装修材料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4162360007039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汕头市思尔多玩具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40515MA4W2N2T7Y）经

股东会决议拟终止经营并申请注销， 请债

权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遗失声明

从化市吕田镇塘田村汤屋经济合作社遗失开户

许可证正本，核准号：J581003680730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广州月月新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研究决

定，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200 万元人民币减资为

30 万元人民币。 自 2019 年 1月 11日起公司清

理债权债务。 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如有异议，

请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

提出清偿。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苏琬雅遗失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发票一张，

发票号 KJ15436289，金额 5054.72 元，不得其他

用途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汇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PB

Q586,编号：S0612018003757G，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蔓香屋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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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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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清算公告

广州迪珊羊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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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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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 2010 年 05

月 24 日由广州市组织机构

代码管理中心颁发的代码为

L�31875566 的代码证正、副

本，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广州市番禺区鼎端

体育活动策划服务部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洛

浦街东乡村水厂东侧二楼之一

减资公告

中山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200056450241XJ） 经股东会决议，注

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 39,500 万元减至人民币

39,010 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

权利。 特此公告。

清算公告

刘氏井冈红（广州）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TQ9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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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大龙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GB984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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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兰缘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2-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3275846690

编号 S0112014036422，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斯睿服装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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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齿轮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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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 2005 年 09

月 27 日由广州市组织机构

代码管理中心颁发的代码为

77839069-5 的代码证正、副

本，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 广州市东山区新

思路益智文化中心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

环市东路 450 号夹层

清算公告

广州市森雅展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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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达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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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市伟尚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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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雪芬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注册号：

441521600132980，证照编码：正本 80033921

80，副本 84031955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余雪芬遗失无名称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

注册号：441521600161055，证照号码：正本 8004

369692，副本 8403889342，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卓宸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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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莫飞健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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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穗建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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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喜宝餐饮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终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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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2019年

1月 11日

清算公告

广州精远电气设备维修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定终止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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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遗失发票更正声明

广州包包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日刊登《信息时报》B05版中的遗失已填开

已盖发票专用章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

联、抵扣联)一份，发票代码 4400183130，发票号

码 18398423，该发票已找回，并正常使用，特此

声明。

清算公告

广州斟酌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停止公

司经营活动，于 2018年 12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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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市力盟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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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市壹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停止公司经营活动， 于 2019 年 1 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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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市利赞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

提前终止经营并成立清算小组。 清算小组负责

人：ABDULHADI�ALI�RAMDHAN�ALI，清算小组

成员：FZAN� INTERNATIONAL�TRADING�LIMI

TED、ABDULHADI�ALI�RAMDHAN�ALI、刘玉鹏，

通讯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北路 932 号 405

房，联系电话：020-83789912。 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清算小组申报债权，逾

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希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3044065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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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净水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公示

凤凰净水建设项目现已编制完成环评征求意见稿，根据 2019年 01月 01日实施的《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规定，需进行环评公示，以接受社会公众的建议和监督。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凤凰净水厂建设项目

概要如下： 项目位于广州天河区华南快速路东侧、 广河高速公路南侧地块。 规划控制用地面积

16.4ha，本次建设用地面积 10.1ha。建设污水处理规模 20万m

3

/d，预留远期发展地。全厂主要构筑物

采用地埋式。

（二）获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

http://www.eiabbs.net/thread-134011-1-1.html

（三）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可发邮件至 gdhuanbao@126.cm，或致电 02085579590向 谢工查阅。

或到广州天河区华南师范大学高教新村 E座 2楼高诚公司环评部 查阅纸质报告。

（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距离项目边界 2.5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公众及单位。

（五）公众意见表的下载网络连接

http://www.eiabbs.net/thread-134019-1-1.html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可发邮件至 gdhuanbao@126.cm，或致电 02085579590向谢工提交相关意见。

或邮寄至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501号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 汤工收 02038890591。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截止时间

2019年 01月 25日前。

建设单位：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

日期：2019年 01月 11日

遗失声明

广州健康堡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晓港湾分店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原件，代码：7519817

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健康堡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敦和分店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原件，代码：7499100

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健康堡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沥

滘

分店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原件，代码：7475984

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广州市商业银行股权证（股东名： 何星

华，股东号：G180539，股权证编号：0006566），现

声明自登报之日起作废无效。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本人甘国恩遗失广州城市合作银行股权证

（股东号：G020125，股权证编号：001663），现声

明自登报之日起作废无效。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本人司徒建民遗失广州银行股权证（股东号：

G180491，股权证编号：000003068），现声明自登

报之日起作废无效。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骏马物资回收有限公司遗失未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中文三联无金额限制版)5份，发票代码

440016130，号码 25333076一 25333080，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监中队遗失公章及银

行印鉴(财务专用章、李雄慧私章)各一枚，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张小曼（身份证号码：362427198908271428）

遗失西式面点师（中级） 资格证书， 证书号码：

1819001034401852，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送暖礼品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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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诺必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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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昇

荣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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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合予辰服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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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经广州德匠建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101MA59RF6U6A） 股东研究决定，公

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减资为 480

万元人民币。自 2019年 1月 11日起公司清理债

权债务。 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如有异议，请自

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动车组餐饮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丢失，许可证编号：JY19112020005449，JY191

12020005464特此声明。

分类广告

注销代码、法院公告、协查通知、遗失声明、清算公告

24 小时登报热线：13560272566（微信）

登报请加 QQ：122195533

今天办理，明天见报！

电话登报热线：84267279

广州市礼承广告有限公司温馨提示：网络登报需谨慎

责编：李桂清 美编：林燕芳 校对：叶春晖

业界

2019.1.11��星期五

INFORMATION TIMES

B05

发

财

狮

子

信息时报讯（记者 潘敬文）

日前，中山

大学发布的《移动政务报告（2018）———重

构与智慧》显示，各地数字城市建设提速明

显，全国已有442个城市

（ 含县级市和省直

辖县）

将政务服务搬上了支付宝平台。统计

显示，广州在支付宝上搭载了126项政务服

务，数量位居第一。 除此以外，深圳、武汉、

杭州、上海等城市在支付宝上提供的“互联

网+政务服务”的数量也都超过了100项。

在这股科技便民的风潮中，东部沿海城

市得风气之先，但中西部城市也不甘落后。而

从老百姓的使用情况来看， 排名前30的中小

城市中,中西部地区城市占到近一半。

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政务服务”的

发展显现出了很好的普惠性。 报告显示，与

2017年相比，“初中及以下” 学历人群在支

付宝等“第三方平台” 的使用比例增长

81.26%。

支付宝的统计显示，在广州市，最受百

姓欢迎的政务服务是羊城通乘车码、 地铁

购票、公积金查询等。

广州将126项政务

服务搬上支付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