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信宜市小馋猫餐饮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983MA516X042G， 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信宜市廊廊理发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983MA51R9QX4B�，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开阳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06583969

1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开阳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乐福生周济生态健康产业管理有限公

司于 2019年 3月 11日召开股东会（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MA59PK6F6B） 决定注册资本

由原来人民币 5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0 万元。

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

权。 逾期不申请，视为放弃权利，本公司将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遗失声明

广州国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合同三份，编

号：19-GT-0000375，19-GT-0000401，19-GT-

000061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河南红革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551

69249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水香遗失广州市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证正、副本各 1 份，注册代码：33110-4401

83-201708-0048，电梯使用登记证号为：

梯粤 A500092964，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东省金中天城市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40030417886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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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福珍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 440105601194031。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萍之缘湘味王酒楼（社会

信用代码 92440101L62276312A）因保管不慎遗

失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 - 简式单联打

孔式）空白发票 15 份，发票代码是 2440015030

01， 发票号码是 29787729 到 29787743， 未填

用，未盖章，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何爱月遗失广州市太和房地产开发公

司购房的位于，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宏发

街 35 号，703，704 房的购房发票原件，购

房款 128000 元收据原件，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东工新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抵扣

联）1 份，代码：4400174130 号码：458853

70，已填开已盖发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韩传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10360

0742021，编号 S0392014009650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叶春兰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10360

0690534，编号 S0392014002142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金笔于 2019年 03月 09日遗失身份证,证

号 4418011997092423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江葵遗失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书证，

编号 1203412005060007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博智恒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原地税

空白发票 17 份，发票代码 244001004001，发票

号码 23446600-234466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宏滔(广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因快递原因遗

失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 发票联）， 代码

4400183130号码 31068468已填开已盖章

遗失声明

陈君文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105600

751724编号 S0592015013583G声，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洛浦开宝圣快餐店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JY24401130359198，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洛浦开宝圣快餐店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JY24401130359190，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金轮服装商场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3712441170T，编

号 S0362014042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翠梅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分公司解除代理合同且遗失执业证， 号码

0200024400008000201701083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鸿泰兴餐饮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810145285601，开户行：中国

民生银行广州华南支行，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埔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空白收

据 3份（一式三联），收据号码 1182398；1182399；

11823400，声明作废。

更 正

广州中投金富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9日在本报上刊登一则减资公告， 社会统一信用

代码更正为 91440101MA5AUYT65H，特此更正。

遗失声明

广州芸谷芸新能源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市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一张，车辆号牌：粤 AE40W7

车辆运输证许可编号：0019054。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芸谷芸新能源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市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一张，车辆号牌：粤 AH34D2

车辆运输证许可编号：0012065。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芸谷芸新能源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市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一张，车辆号牌：粤 AH31B4

车辆运输证许可编号：0007093。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芸谷芸新能源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市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一张，车辆号牌：粤 AH45T1

车辆运输证许可编号：0012440。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芸谷芸新能源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市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一张，车辆号牌：粤 AH48E1

车辆运输证许可编号：0016537。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芸谷芸新能源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市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一张，车辆号牌：粤 AJ27E1

车辆运输证许可编号：0007755。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芸谷芸新能源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市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一张，车辆号牌：粤 AH49B3

车辆运输证许可编号：0013355。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芸谷芸新能源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市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一张，车辆号牌：粤 AF19B4

车辆运输证许可编号：0013378。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芸谷芸新能源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市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一张，车辆号牌：粤 AG24N7

车辆运输证许可编号：0007729。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芸谷芸新能源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市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一张，车辆号牌：粤 AJ54B9

车辆运输证许可编号：0012061。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泳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8100526231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泳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5961841962，编

号 S101201500075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靓新洗衣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440104311048176；国税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粤国税字 429001198001267313 号；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粤地税字 429001198

001267313 号，纳税人编码 *00383975；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徽腾汽车用品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平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8100681803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颐德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

用章、法人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尚祺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法

人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佛山全瑞食品有限公司遗失由增城市伟利

纸品包装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

联、发票联）2 份，发票代码 4400184130，发票号

码 03320946、03320947，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

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钟启良（445221197810275614）遗失

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

格证书，合格科目 Word2003/Excel2003/

WindowsXP, 考试时间 2008 年 4 月 19

日，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嘉事怡核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联）1 份，发票

代码:�4400174320， 发票号码 :11022043�

已填用 ,�已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

清算公告

广州珠瑾彩珠宝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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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佳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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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情莲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广东省国家税

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三联千元）（存根联、发票联）

2份，发票代码 144001501134 发票号码 048755

12、04875513，遗失广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

发票（三联百元）（存根联、发票联）12 份，发票代

码 144001501133 发票号码 04547166-045471

77，遗失广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三联

百元）（存根联、 发票联）8 份， 发票代码

144001501133 发票号码 03003858-03003865，

未填用未盖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宜佑遗失广州大学松田学院毕业证， 学位

证，编号：136571201505001792，专业：社会体

育，特此声明。

清算公告

上海罡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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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 年 3 月 8 日,在大学城新化大桥下游岸

边,发现死亡 4 天男尸:40 岁,164cm,身穿白色短

袖 T恤。 知情请电:�34724383。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洛浦文

锜

饮品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UE

MM74，编号：S2692018013397G，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海不扬波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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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皓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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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山姆化妆品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为：J5810063730701，现声明作废。

终止《林地租用合同》公告

广东美景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贵司于 2006 年 12 月 30 日与公告人签订

《林地租用合同》，现由于贵司多年未按时支付租

金，贵司 已经构成严重违约，由于贵司无法联系，

现公告告知即日起双方签署的《林地租用合同》

终止并解除。

公告人： 龙川县铁场镇铁场村红光经济合作社、

龙川县铁场镇铁场村红星经济合作社、龙川县铁

场镇铁场村红林经济合作社、龙川县铁场镇铁场

村五一经济合作社、龙川县铁场镇铁场村红社经

济合作社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千竹轩小吃店遗失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40106600763290，

编号 06913024507G，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威华速生林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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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韶关市海晟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205398122744G） 经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本由原来 500 万元减少至 100 万元。

请相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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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清远市清城区志哥摩托维修店遗失个体户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4418026003266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美佳副食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9016000515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忠信镇拉童木童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623MA4X3GTK

2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罗祥礼遗失职业资格证书，职业工种:汽车维

修工，级别:四级 / 中级技能，证号编号:09190010

05401629，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卓能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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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领富十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EK2W

XK）合伙人决议，本企业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

务。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企业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企业清算小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

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企业将向企业登

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市冠富八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ELLC

XE）合伙人决议，本企业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

务。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企业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企业清算小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

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企业将向企业登

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减资公告

广州恩穗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01MA59GKCE79） 经股东会决议，

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 万元减至人

民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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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物资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执法机关委托，本公司定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上午 10 时至 2019 年

3 月 28 日上午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auction.

jd.com/haiguan.html）在线公开按现状拍卖下列标的：红参一批共 2998.81

公斤，保证金 15 万元。

以上标的为执法机关依法罚没的涉案财物， 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标的物以货物、物品的现状为准，拍

卖人对其品质不作任何瑕疵担保，竞买者参与竞拍，视为已对拍卖标的物的

品质状况有充分了解，并愿承担相关责任。 移交时发生包装、搬运费用由买

受人负责。

有意向竞买人须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已注册京东账号的通

过实名认证即可），并在线支付相应标的竞买保证金（因部分标的保证金额

较大，请竞买人先行在开户银行开通网银大额支付功能），具体要求请阅读

竞价页面内的《竞拍须知》及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拍卖流程（拍卖前必

看）的相关准则。

标的展示：2019 年 3 月 19 日、21 日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必须提前一天联系拍卖行登记看货。

拍卖人：广州市物资拍卖行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0-83317541，18819132400�刘先生

公司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起义路 175 号三楼

工商监督电话：12315

清算公告

广州隽熙美美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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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逸合妙德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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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番禺三达时装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马俊波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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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4 号 、

5320-5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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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2日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044 号，马俊

波，9810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20 号，陈红

梅，2136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21 号，梁桂

开，21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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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为杨永华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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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5-5046 号、

5322-5324号、53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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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2日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045 号，杨永

华，7155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046 号，梁玉

兰，11559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22 号，黄浩

坚，2217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23 号，陈红

梅，6937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24 号，梁桂

开，298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74 号，陈雪

平，10493元；

清算公告

广州市芸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

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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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广州浩城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MA5AJY2B4M， 于 2019 年 01 月

23日经股东会同意终止经营并注销。请债权人自

2019 年 3 月 12 日起 45 天内向我司申报债权，

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公告

广州瑜航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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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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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酷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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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凯瑞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59152405

9E，现声明作废。

社团注销清算公告

广州市蓝皮书研究会理事会决定，注销广州

市蓝皮书研究会，停止运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与

本会有关的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会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清算结束后，本会将

向社会组织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广州市蓝皮书研究会

2019年 3月 12日

遗失声明

王志远不慎将佛山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装修保证金收据丢失， 收据号：0000913，

金额：100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梁伟清于 2019 年 3 月 3 日遗失第二代居民

身份证，证号：441229197901030011,声明作废，

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纠纷与本人无关

遗失声明

广州龙有云皮革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3044007163，

编号：S11120140323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源胜工艺城首层 A23档邓桂文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0360011354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03AA90，作废

遗失声明

信宜市信城月月红酸辣粉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983600174938，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海德风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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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亲启示

2009 年 6 月 28 日，叶女士在阳江市江城区

城西冲表牌楼旁，发现一名男婴，身上没有其他

特殊特征。 由好心人抱回抚

养，现男婴身体健康。望男婴

亲生父母见报后，15 天内联

系阳江市江城区民政局，逾

期另作处理。 联系电话 :

0662-3228112

2019年 3月 12日

清算公告

广州市宝印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77331506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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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帅圣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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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长杉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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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源源服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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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运体育用品（深圳）有限公司广州太古汇第

二分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公 告

广州金侨德房地产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与原广州市国土局、原广州市国土

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的《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穗国地出合〔2000〕68 号及其补充

合同之 1、之 2号）尚欠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违约金

一案， 我局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向你单位发出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催告函》（穗规划资源

〔2019〕42 号），因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我局领

取催告函，逾期则视为送达。 你单位在收到本催

告函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履行义务我局

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 3月 12日

公 告

广州金鹏置业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与原广州市国土局、原广州市国土

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的《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穗国地出合〔2000〕351 号及其变

更协议之一、之二号）尚欠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违

约金一案，我局于 2019年 2 月 27 日向你单位发

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催告函》（穗规划资

源〔2019〕46 号），因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我局

领取催告函，逾期则视为送达。 你单位在收到本

催告函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履行义务我

局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 3月 12日

公 告

广州骏鹏置业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与原广州市国土局签订的位于海

珠区广州大道以西绿翠西 2-7-2地块《广州市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穗国地出合〔1999〕02

号）尚欠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违约金，原广州市

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向

你单位发出《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告知

函》（穗国土规划〔2019〕13 号），告知因你单位至

今未缴清合同约定地价款，拟与你单位解除穗国

地出合〔1999〕02 号出让合同，已收取的地价款

不予退还， 一并注销该地块《建设用地批准书》

（建用字〔1999〕第 61号）。因受送达人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来我局领取告知函，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有异议，

你单位应在收到本告知函后 15 日内提出书面异

议并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逾期未提交书面异议及

相关证明资料，我局将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解除穗

国地出合〔1999〕02 号出让合同，已收取的地价

款不予退还，一并注销该地块《建设用地批准书》

（建用字〔1999〕第 61号）。

特此公告。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 3月 12日

公 告

广州市国营华发贸易发展公司：

因你单位与原广州市国土局签订的位于白

云区太和镇大源村石狮山脚地段地块《广州市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穗国地出合〔2004〕145

号） 尚欠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违约金， 我局于

2019 年 3 月 4 日向你单位发出《广州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告知函》（穗规划资源〔2019〕45 号），

告知因你单位至今未缴清合同约定土地使用权

出让金， 拟与你单位解除穗国地出合〔2004〕145

号出让合同。 因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我局领取

告知函，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有异议，你单位应在

收到本告知函后 15 日内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

关证明资料。 逾期未提交书面异议及相关证明资

料， 我局将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解除穗国地出合

〔2004〕145号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 3月 12日

公 告

广州浩鸿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与原广州市国土局签订的位于白

云区石井镇庆丰村（107） 国道收费站地段地块

《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穗国地出合

〔2004〕335 号）尚欠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违约金，

我局于 2019年 2月 27日向你单位发出《广州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告知函》（穗规划资源〔2019〕

47号）， 告知因你单位至今未缴清合同约定土地

使用权出让金， 拟与你单位解除穗国地出合

〔2004〕335 号出让合同。 因受送达人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来我局领取告知函，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有异议，

你单位应在收到本告知函后 15 日内提出书面异

议并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逾期未提交书面异议及

相关证明资料，我局将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解除穗

国地出合〔2004〕335号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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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全国工商联旗下的全

联房地产商会商业地产研究会与 RET

睿意德近日联合发布的《中国商业地产

行业 2018/2019 年度发展报告》指出，我

国商业地产行业步入“无创新不商业”

的新时期，亟须创新业态与模式。

报告显示，目前商场与品牌商的关

系正在发生变化，有的商场开始深度支

持品牌创新发展，通过大数据指导品牌

商优化产品与供应链，甚至直接投资孵

化品牌、合作经营品牌等，商场与商业

品牌的命运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关系

更趋紧密。

根据报告， 以腾讯入股步步高、阿

里入股居然之家等为代表的线上线下

融合，在完成了股权整合之后，将步入

技术融合、运营融合与文化融合等多维

深度融合阶段，新型数字化门店落地预

计会继续加速，新零售可能出现更具先

进性的商业模式，行业面临重新洗牌的

可能。 全联房地产商会商业地产研究会

会长王永平说， 预计 2019 年消费分级

现象更加突出。 这对商业运营创新提出

了更高要求，商业资产价值逐渐分化。

我国商业地产行业亟须创新业态与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