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信宜市东镇灿兴碾米厂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409836003494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银川美亚染化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信用代码：

914401017711570140，编号：外 S010201

502213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捷驰汽车护理服务中心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40111000126814， 编号：

S116201401343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

司遗失广州市天河区石牌辉科文体用品店开具

的广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1

份，发票代码：144001801110，发票号码：010578

42，已填写已盖发票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姣遗失广州同轩房地产发展有限公

司开具的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

（发票联）1份， 发票代码 244011607060，

发票号码 00412140， 已盖发票专用章，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太平昌越五金加工厂遗失地税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440122197003

2706370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公交集团广交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驾驶员

张清鑫遗失出租车发票， 编号为 144011870349�

07768001-0776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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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锦锋遗押金单 2000 元，编号为 0019992，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志飞口腔护理用品瑶前店遗失国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441424196

8081246240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竹料萧彩兰鞋档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40111600354539，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2440101MA5A32H99N，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粤 AD13792证

号0019584。 粤AD15388证号 0021831。 粤AD1

5297 证号 0026266。 粤 AD00198 证号 00229

88。粤 AC27E4证号 0004422。粤 AD19793证号

0022717。 粤 AF18251证号 0023991。 粤 AC04

F5证号 0003251。 粤 AD16643证号 0023255遗

失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粤 AC62B4证

号 0004815。 粤 AC05B4 证号 0003375。 粤 AD

02162 证号 0021845。 粤 AD14772 证号 00245

99。粤 AB64H3证号 0004374。粤 AD16726证号

0022410。 粤 AD02536 证号 0021947。 粤 A1E

3A7证号 0012120。粤 AA44M3证号 0003949遗

失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粤 AB13H4证

号 0003078。 粤 AC14E6 证号 0003409。 粤 AD

00190 证号 0022552。 粤 AD06109 证号 00232

93。粤 AF01751证号 0023951。粤 AC65B1证号

0004855。 粤 AD01588 证号 0021549。 粤 AD1

9090证号 0022475。 粤 AD15263证号 0024174

遗失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翔慧建筑新技术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8100948917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春亮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市分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单正本 1份，保

险单号：PDAA201844010000392135， 流水号

44001801023416，单证代码 AEDAAE0015D00，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从化太平康艺电器维修部遗失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40122600120287，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从化太平康艺电器维修部遗失国税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440121680121241，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嘉和兴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广东

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1 份，代

码 4400183130，号码 20277947，已填用

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陈金凤遗失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

司房产物业经营管理分公司 2015 年 7 月

2 日开具的租赁保证金收据（收据号码：

0517517，收据金额：9000 元）壹张，已填

用，已盖财务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学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广东

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2 份，发票代码：

4400174320 发票号码：45704067、45704

068，已填开、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河源市源城区星星文具劳保店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4416026003382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英德市东华镇英华福民净水器经营部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881MA4

WN1C32Y，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紫金县秋民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注

册号：441621NA000547X）经成员大会决

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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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内向本合作社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遗失声明

紫金县蓝塘镇好记鲜海汇生鲜超市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621MA51N9

M58R，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英德市喜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因股东

决定终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见报

之日起 45天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

结束后，本企业将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

遗失声明

佛山市山水区谢为源鲜菇档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607MA52A3HD

5P，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晨意品牌策划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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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 年 1月 21 日 8:30,在大石水道丽江花

园对出岸边,发现死亡约 6 小时男尸:约 25岁,尸

长 175cm,发长 10cm。 尸体上身穿深蓝色外套、

浅蓝色衬衣: 下身着深蓝色牛仔裤。 知情请电:

84364616,联系人:王警官,孙警官。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 年 1月 21 日 10:50, 在大学城外环东

路对出水域,发现死亡约 3 天男尸:约 30岁,尸长

164cm,发长 5cm。 尸体上身穿黑色外套、蓝色秋

衣;下身着黑色运动裤。知情请电:82284139,联系

人:吴警官,王警官。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年 1月 23日 15:35, 在琶洲会展码头,

发现死亡约 7天男尸:约 55岁,尸长 170cm,头发

已腐败脱落,尸体上身穿黑色短袖 T 恤;下身着深

蓝色运动裤。 知情请电:87352579,联系人:陈警

官,桂警官。

清算公告

广州市百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MA5ATA1L96）股东会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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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现对已

办理成立登记的社会团体予以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官洲街平安促进会（社区社会

组织联合会） 于 2019年 1月 2日在我局办理成

立登记，《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51440105MJK9402840；住所；广州市海

珠区北山大街 19 号 101 房；法定代表：莫惠媚；

注册资金：人民币 0元；活动地域：广州市海珠区

官洲街；业务范围：1.搭建党委政府与群众的交流

平台；2.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协助调处基层矛盾；

3.建立基层平安志愿意者队伍，维护群众权益；4.

按规定承按党委政府职能转移、委托以及购买服

务等事项；5.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登记指导、

财务托管、培育扶持等服务；业务主管单位：中国

共产党广州市海珠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有关登记侵犯其

合法权益的， 可以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向广

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或广州市民政局提出行政

复议； 或是在本公告之日起 90日内向广州市海

珠区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

2019年 1月 30日

清算公告

广州智如登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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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泓大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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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宾冠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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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靓鸽正餐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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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范森服装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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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樊山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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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广州杏榕健身休闲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06793470976W）经股东会决议，公

司拟将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 万元减至人民

币 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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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特

此公告。

减资公告

广州仲溢物业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66718075181） 经股东会决

议，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10万元减至

人民币 10万元， 减资后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各自

股东按新的出资比例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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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变更登记，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兹有阳海英遗失佛山中升之星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开具收据壹份， 收据号 No.2026872,金

额为 30000元，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大屏幕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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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睿辉供应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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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东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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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番禺三越时装制衣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罗杏菊等 22人缴存住房公积金投诉案

（详见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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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番禺核通字〔2018〕2961�-2975号、3303-3307号、3704-3705号《核查通知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若对职工所反映的事实、补缴数额有异议，请自本核查通知书送

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提出异议并附上相关证明资料。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1月 30日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2961号，罗杏菊，10275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2962号，黄艳云，13027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2963号，唐雪梅，1631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2964号，王秀均，1531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2965号，曾艳，673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2966号，石存敏，1323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2967号，吴子全，18693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2968号，韦凤娥，446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2969号，牟修连，14677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2970号，康芙蓉，14850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2971号，陈亚平，472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2972号，李芳喜，1236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2973号，夏娟，10096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2974号，李大祥，410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2975号，肖响云，16736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3303号，李宗菊，1487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3304号，梁秀英，1653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3305号，刘秋英，1492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3306号，鲁映松，10395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3307号，王月明，1398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3704号，张红梅，1842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3705号，陈文新，1647元；

减资公告

广州金泽法律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16MA59AMC64F） 经股东会决议，

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 万元减至人

民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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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清算公告

佳博（广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停止公司经营活动，于 2019 年 1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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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咏创（广州）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定，停止公司经营活动，于 2019 年 1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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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楚洋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

伙人决议终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

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

本企业将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特

此公告。 2019年 1月 30日

清算公告

广州富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RRG67B）合伙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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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企业

将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特此公

告。 2019年 1月 30日

减资公告

根据 2019 年 1 月 28 日德高信茶业控股有

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壹亿元减至人民币五千万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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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特此公告。 德高信茶业控

股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30日

清算公告

广州市华琦珠宝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企业

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企业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 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

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

企业将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聚翔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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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懋森贸易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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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国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广

州凯旋新世界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810054

409201，帐号 719859158989，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奕丰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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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奕丰祺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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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合同

0052724，0082785�遗失，登报公示合同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 T336-12（杨哲永） 保证金收款收据，

￥1006元，单号 001431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

分公司交强险保单第一、二、三联，识别号 AEDZA

A2013Z00，印刷号 4400180097858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谊荣棋牌室 (现已变更为广州海

珠区恒乐棋牌中心)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810109499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宗杰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

05600493667，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文日天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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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烽盛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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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易读宝早教用品专卖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40105601062014，执照编

号：S0592015009621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

司遗失广东省广州市出租汽车统一车票（发票

联）5份， 发票代码：144011770349， 发票号码：

19855860、08499749； 发 票 代 码 ：1440117703

74，发票号码：15894639、10948903；发票代码：

144011670438，发票号码：02942446，已填写已

盖发票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公司分立公告

根据广东冠迪路桥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月 15日股东会决议，公司拟进行存续分立，将部分

资产分立新设广东冠粤置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实收资本为 500万元）。本次分

立后，本公司将继续存续（注册资本为 1500万元，实收资本为 1500万元）。分立前公司原有的债务由

本公司及分立新设的广东冠粤置业有限公司与债权人另行签订协议分别继承。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公告如下：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请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 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广东冠迪路桥科技有限公司

二 O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联系人：孙蕾

联系电话：13660282248

联系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1261号领会国际 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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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市文记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QWQE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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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李桂清 美编：余永康 校对：黄虹

海印股份再度启动股份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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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慧 张艳）

继

首次回购股份期满不足两周后， 昨日海

印股份再度计划耗资不超5亿元启动二

期回购计划。但信息时报记者注意到，海

印股份在拟使用自有及自筹资金回购股

份的同时， 控股股东在陆续减持上市公

司的股份，并且还新增了股权质押。

拟出资

5

亿元回购股票

据海印股份最新披露的公告称，此

次股份回购的总金额不低于2.5亿元，不

超过5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3.75元/股，

回购期限为未来12个月。 若按最高回购

价3.75元/股、最高回购金额5亿元计算，

回购股份数约1.33亿股， 约占总股本的

6.12%。 海印股份表示，本次回购是基于

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

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健康稳定长远发

展，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回购股份的用

途包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以及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债等。

此前，海印股份已经实施了第一期

股份回购。 2018年8月9日，海印股份公

告计划， 拟使用不超过3亿元的自有资

金回购股份。 截至2019年1月16日，海印

股份累计回购股份6948.82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3.09%， 支付的总金额为1.84亿

元，刚超过回购上限金额的六成。

海印股份还表示，此次回购的自有

或自筹资金对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息负

债率及现金流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大股东屡次减持股份

海印股份昨日还公告，控股股东海

印集团于1月24日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1.42亿股进行了质押， 质押数量占其所

持公司股份的14.43%。 此前，海印股份

还多次转让或减持海印股份的股份。

2018年9月， 海印集团将持有的海印股

份5.64%股份以2.99亿元转让给了其控

制公司茂名环星； 今年1月7日至1月15

日， 海印集团在上市公司股份回购期

间，又通过资管计划专户减持了海印股

份0.52%的股份。

根据公告，海印集团共持有上市公

司股票 9.82亿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5.06%。 截至目前，海印集团累计质押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8.1亿股，占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81.94%，占公司总股本的

36.92%。

记者留意到， 海印股份刚于1月17

日完成首批股权回购并执行了注销，

而海印集团此前的股份减持与本次股

权质押均踩在股份回购方案的尾声，

同时再度启动股份回购方案， 因此市

场有声音质疑， 或有可能海印股份的

股份回购是在为大股东的股权质押做

“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