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

B05

INFORMATIO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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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广州市锦恒置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锦江房地产公司、中国人民银行疗养
院于 1999 年 7 月 8 日与原广州市国土局签订了
位于天河区恒福路以北横枝岗以南地块的《广州
市 国 有 土 地 使 用 权 出 让 合 同》（穗 国 地 出 合
〔1999〕374 号）。 后经原广州市建设委员会、原广
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批准，上述地块转由
你单位使用。 你单位与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
管理局签订了 《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穗国地出合 〔1999〕374 号的补充合同之 1
号、之 2 号）。 因你单位尚欠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违
约金，我局向你单位发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催告函》（穗规划资源〔20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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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单位在收到催告函后履行缴交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违约金义务，否则我局将依法作出行
政决定，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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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

公

告

赵大慧与赵雁屏是母子关系。
赵雁屏,女,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出生,
于二 O 一九年三月四日死亡。 赵雁屏死亡
后遗有下列遗产:1、 座落在天河区五山路
381 号(自编)华南理工大学东一集 20 栋
803。 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存
款 及 利 息【帐 号 :36028791010027233
31＊】；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存 款 及 利 息【帐 号 :3602032401041987
881＊】；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存 款 及 利 息【帐 号 :3602200901008589
371＊】；5、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及
利息【帐号 700363522828】；6、中国工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存 款 及 利 息 【帐 号
3602002616031349919＊】。
赵大慧现持广州市公证处出具的
(2014)粤广广州第 064190 号遗嘱公证书
向广州市公证处申请出具遗嘱继承权公证
书。 他人若有异议，请于二 O 一九年三月
十三日起三十天内向广州公证处提出。
联系地址: 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 号越
秀城市广场南塔 11 楼广州公证处七科
联系人:庄公证员
电话:020-83569508

关于近期有人冒用我司名义开展
商业活动的严正声明
近日，广东华良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我司”）接到公众反馈，称有非我司工作人员
冒用我司名义进行商业活动。 此举不仅严重损害
我司声誉，更是蓄意欺诈，涉嫌刑事犯罪。 在此，
我司对冒用我司名义进行商业活动的非法行为
予以强烈谴责，并发布如下声明： 一、上述行为与
我司没有任何关系。 我司立身秉承商业原则，涉
及合同业务时，需法人或法人书面授权的代理人
作签署。 二、就上述非法行为，我司会向当地公
安机关报案，并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三、我司提醒社会公众仔细甄别真实信息，以免
被不法分子利用而上当受骗；遭受损失的，应立
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特此声明！
广东华良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三月九日

公 告

广州市伟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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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号及其补充
合同之 1 号） 尚欠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违约金一
社团注销清算公告
案，我局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向你单位发出《广
广州市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研究会理事会决
定，注销广州市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研究会，停止
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催告函》（穗规 划 资 源
运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与本会有关的债权债务
〔2019〕43 号），因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会清算小组申报
你单位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我局领
债权。 清算结束后，本会将向社会组织登记主管
遗失声明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州学与
陈若兰遗失达州职业技术学院报到证, 证号 取催告函，逾期则视为送达。 你单位在收到本催
广州大典研究会 2019 年 3 月 13 日
20171276730156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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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住院大楼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特此公告。
第二次公示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一、建设项目概况
2019 年 3 月 13 日
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住院大楼建设项目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东秀路 143 号， 院内医技楼北
面，由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组织建设，该项目目前正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为规范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我单位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要求，采用网络公示的形式对以下信息进行环评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一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请访问广州市怡地环保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gzydhb.com/publicity-show.asp?id=499）了
解上述信息详情、下载相关文件等。 公众意见表的内容和格式由生态环境部制定，请公众实名参与并
填报完整信息。 我们将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回应公众关心的环境影响问题。
广州市民政局精神病院
2019 年 3 月 13 日

槎神大道（鸦岗大道—北太路）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概况
槎神大道（鸦岗大道—北太路），线位南起白云区鸦岗大道，北至北太路，由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
交通局（原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和建设局）组织建设，该项目目前正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为规范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我单位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要求，采用网络公示的形式对以下信息进行环评公众参与第二
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表的方式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请访问广州市怡地环保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gzydhb.com/publicity-show.asp?id=500）了
解上述信息详情、下载相关文件等。 公众意见表的内容和格式由生态环境部制定，请公众实名参与并
填报完整信息。 我们将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回应公众关心的环境影响问题。
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原广州市白云区住房和建设局）
2019 年 3 月 13 日

茂名市电白区民政局公告
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 茂名市电白区岭门镇富民幼儿园经我局
批准成立登记，现予公告。 名称:茂名市电白区
岭门镇富民幼儿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40904MJL958742H，法定代表人:周秀芬。 业
务范围: 1、幼儿教育 2、招生对象 3-6 周岁健康
幼儿。 住所:茂名市电白区岭门镇人民路(岭门中
心小学旁)。开办资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业务主
管单位:茂名市电白区教育局。登记时间: 2019 年
2 月 1 日。
茂名市电白区民政局 2019 年 2 月 18 日

清算公告

遗失声明

遗失公告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东莞市樟木头英遵海鲜档遗失营业执照正、
广州市木雨辛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
广州市恒发包装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广 副本，注册号：4419003211092，编 号 ：0270811，
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
声明作废。 2019 年 3 月 13 日。
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壹份，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遗失公告
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 发票代码：4400181130，发票号码：02435
东莞市樟木头英遵肉丸档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441900602840130， 编 号 ：07029
284，已填开，已盖发票章，特此声明。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70，声明作废。 2019 年 3 月 13 日

清算公告

广州奕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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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廷惠遗失柏达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团险人身险投
省广州市地方税收税控专用发票壹份： 发票代 保单 K000511700026432/25763/26160 声明作废。
码：24401120790，发票号码：11875486，金额（人
遗失声明
广州广利金融设备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民币）：88848 元。 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
信用代码：91440101708343244U） 遗失公章一
声明。
枚，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伊越洛农副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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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宝能汽车有限公司委托环评单位编制的 《广州宝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基本编制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将
该项目有关环境影响信息向公众公开，欢迎各界人士提出环境保护方面的宝贵意见。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本公示详见附件，公众可查阅报告全本内容，若对该工程环保问题有意
见、看法的公众，可以信函、电子邮件、电话或者按照有关公告要求的其它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
托的环评编制单位及时反映。 同时请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能够及时回复您的意见。
（1）
“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为 https://pan.baidu.com/s/1__jhoBbaRmEZnlRiAR1CvQ；
如需查阅纸质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可到我公司查阅，请提前与我公司联系人电话联系。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为项目周围的民众和团体。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 https://pan.baidu.com/s/1__jhoBbaRmEZnlRiAR1CvQ。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对项目环评有宝贵意见或建议，可将填写好的公众意见表通过电子邮件、传真、信
函等方式在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内提交到我公司，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参与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19 年 3 月 5 日 ~2019 年 3 月 18 日，共 10 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名称：广州宝能汽车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中新广州知识城九佛建设路 333 号自编 393 室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8018757201 邮箱：zhang.liang@baonengmotor.com

遗失声明

遗失广州市商业银行股权证 （股东名： 张庭
张廷惠遗失广州白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
爱，股东号：G180498，股权证编号：0006526），现
具的广东省广州市地方税收税控专用发票壹份： 声明自登报之日起作废无效。 特此声明！
发票代码：244011207990，发票号码：17647622，
遗失声明
金额（人民币）：8589 元。 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
本人苏子彪遗失广州城市合作银行股权证
章，特此声明。
（股东号：G410180，股权证编号：012481），现声
明自登报之日起作废无效。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乐惠家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
广州安必净害虫防治服务有限公司遗
广州市粤大包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遗失税
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
务登记证副本，粤税字：440111340215796，声明
失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
发票联、抵扣联）2
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作废。
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 份， 代码 4400183130， 号码 29549378、
遗失声明
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广州市粤大包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营
29549379，已填开已盖章，特此声明。
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40111000814352， 编号：
清算公告
S11120150336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化工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广州安 妘 美容美体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值
遗失声明
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
广州晟业灏轩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税专用发票（记账联、发票联、抵扣联）肆份，发票
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小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RU
代码：4400184130，发票号码：16813776，16813 TT5E，编号：S0612017043876，声明作废。
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
777，16813778，16813779 均未填开， 未盖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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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特此声明
广州市阿强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清算公告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PC
遗失声明
6YXF，编号：S1112017023086，声明作废。
广州了不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
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天园李典灿小吃店遗失营业执
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 值税普通发票 （第二联）1 份， 发票代码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W92
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
4400173350，发票号码 08080683，已填盖 C5C，编号：S0692018030176G，声明作废。
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卡淇儿服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
本人徐志鹏遗失由广州丰实房地产开
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请各债权人自本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壹
份， 收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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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7154；金额：9536 元；收据内容为蓝
藤花园 A6-1402 住宅专项维修基金。 特此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声明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天园李典灿便利店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W93
54P，编号：S0692018030174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矩濠于 2019 年 3 月 10 日下午 6 点遗失
第二代身份证，号码:440524196812221333，特此
声明。 不承担他人冒用后果。

遗失声明

本人黄华遗失华南师范大学毕业证书，专业：
广州市淼鑫服装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终
遗失声明
行政管理， 证书编号：105747201505000371，现
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广州市中 樋 速运有限公司遗失蓝月亮 声明作废。
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逾期
（中国） 有限公司填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向
遗失声明
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发 票 联 、 抵 扣 联）1 份 ， 代 码 ：44001831
广州市利士风汽车有限公司和志攀遗失违章
30，号码：19683820，已盖发票专用章,声 待查金 2000 元，收据号码为 00213293，现声明
2019 年 3 月 13 日
作废。
明作废

清算公告

东莞瑞严私募证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股
遗失声明
东决定,停止公司经营活动,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
广州市雅特霸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给
告见报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 珠海市晶艺玻璃工程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
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公 票不慎遗失 （第二联， 抵扣联）1 份。 发票代码：
司将申请注销登记。 联系人：赵涛 18922802601 4400183130，发票号码：05810411，已填用，已盖
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清算公告

惠州市经典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股东
遗失声明
会决定,停止公司经营活动,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
广州众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长安
新豹车辆底盘合格证
(车辆底盘合格证编号为：
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
英德市园山灰粉加工厂 （普通合伙） 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公 WDV072015714590； 车辆识别代号 / 车架号为
遗失声明
LSCABN3EXJE471358；发动机号为 18951402；
（注册号 441881000027490） 经股东决定 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中 国 太 平 洋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东 分 公 司 广 州 本 部 遗 失 档 案 124 份 ， 批 单 号 ：
发证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8 日。 此车辆底盘合格
停止经营并申请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90180-7022707775、7022711981、7022741870、7052952752、7052954268、7103254362、
证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7133456586、7133456967、7133458090、7133458610、7133459130、7133460269、7133460962、
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
广州市广河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7133461623、7133463024、7133463608、7133474318、7133475019、7133478296、7163513038、
遗失声明
债权债务。
信用代码
91440116MA59D0AJ40)
经股东会决
7163513431、7163515672、7163533014、7163534188、7163541594、7163542117、7163561548、
议终止营业，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请有关
广州英辅语言培训中心遗失已填开的
7163564060、7163574516、7173616982、7173617669、7173648432、7173649434、7173656846、
清算公告
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
7183692476、7183693148、7183694475、7193777772、7193778457、7193780144、7193780784、
东莞市吉普塑胶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
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1 份，发票
7193781372、7193782469、7193800999、7203879494、7203881559、7233931512、7233934301、
停止经营，并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清算结束后，本公
7233935179、7233942938、7233945352、7233946160、7233948348、7233948923、7233949317、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代码：4400172320 ，发票号码：04719789，
7233958449、7243997044、7243997785、7244014339、7244014981、7244025400、7244026502、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
已盖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7244030495、7244048227、7244049124、7244053198、7254077198、7254078305、7254088949、
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负责
广州众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7254112636、7264160007、7264161543、7264185281、7274234369、7274235636、7274245008、
人：贡振华，电话：13929270257。
遗失声明
7274250641、7274259681、7304349708、7304351674、7304354251、7314404449、7314404977、
2019 年 3 月 13 日 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M8FB2H)经股东会决
7314427593、7314428883、7314443925、7314444626、7314445093、8014504610、8014505914、
议终止营业，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请有关
广州英辅语言培训中心遗失已填开的
8014528326、8014531768、8024556435、8024556648、8024557146、8024569977、8034633490、
清算公告
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
8034635258、8064739244、8064740612、8064746378、8064767425、8064768070、8064770355、
广州市晓晖体育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 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清算结束后，本公 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1 份，发票
8064771947、8064794040、8064794749、8064796704、8074846070、8074846281、8074846770、
决定，本企业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 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代码：4400163320 ,发票号码：37791665，
8074850682、8074861071、8074874721、8074881072、8105065747、8105066901、7193781783、
7233967723、7244022418、7032852981、8034655782、8034658721、8105087408，特声明作废。
自本企业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企业清
清算公告
已盖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广州宝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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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广州市友益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算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
结束后，本企业将向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G1ER4L) 经股东会决
议终止营业，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请有关
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
清算公告
广州远辑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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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
清算公告
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
广州其幻美容器具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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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清算公告
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
广州顺福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停
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
清算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广州瑞光承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会决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
定，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
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
遗失声明
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
广州市从化江埔达标家具经营部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440122600234904，编号：S2292 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014003481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车陂一座一茶饮品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3G
AN9N 编号 S0692018052197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丰县利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521677098
652D，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睿士皮具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为：J58100577955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忠信镇集兴水果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 4416236001698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清远市清城区华亭药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802MA4UJ1QT0Q，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湛江市霞山区私之森语内衣店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4408036004661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遂溪县北坡李观兴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8236002073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横山远恒手机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881MA50UX6AXA，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湛江东海岛经济开发区恒腾电脑店遗失国地
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440811197011021533
广州趣尚旅游服务有限公司遗失空白 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的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发票联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婵绸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6 份， 发票代码：244011607040， 发票编
号：36170486-36170491，均未填开、已盖 副本，注册号 44010560110786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婵绸服装店遗失地税税务登记
证副本， 粤地税字 44522419820610634001 号，

遗失声明

越秀区公安分局民警吴越今年 3 月 5 日遗失
人民警察证一本，证号 029614，声明作废。

广州新宜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用代码：91440101MA59UFQUX7）遗失广
广州市海珠区发强陶瓷装饰材料经营部遗失营
州市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车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
牌号码：粤 A5Z8X3，证件号码:0017265， D0F44M，编号 S0592015023065G，现声明作废。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舍卫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
遗失声明
已填开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
海丰县可塘镇力元珠宝行遗失营业执照正
扣联）1 份，发票代码为：440181130，发票 本，注册号：441521600395458 ，声明作废。
号码为：02061925。 已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
遗失声明
声明。
黄海荣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

广州市名耀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遗失空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40101MA59GQPD8T； 编 号
遗失声明
白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式三联）3 份，
S0592015043500G；现声明作废。
广州好玩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纳税人识
发票代码 4400134140， 发 票 号 码 16948
遗失声明
别号：91440101583396747Q， 遗失广东省地方
008、16948009、16948022； 未 盖 章 ， 特 此 税收通用发票 （电子 - 单联平 推 式）， 代 码 ：
东莞市清溪经济发展公司遗失粤 S1193X 车
声明。
244001204001，号码：38211447-38211453，384 辆购车发票，声明作废。
00275-38400289，联次：单联，未填开，未盖发票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东莞市湘商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粤 SP855 挂
日本船级社(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遗失
车辆购车发票，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了厦门悦华酒店于 2019 年 03 月 05 日开具的
遗失声明
广汽汇理汽车金融有限公司遗失由理光（中
《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和发票联共二联 1
林梓铭遗失由武警部队颁发的士官证， 证件
份,发票代码 3502183130;发票号码 03255731, 国） 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 号为士字第 20150073858 号，声明作废。
（发票联、抵扣联）1 份，发票代码：3100182130，
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发票号码：42826955，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
广州市海珠区露斯玛丽西餐咖啡厅遗失卫生
遗失声明
许可证，证号：粤卫公证【2010】第 0105G01595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湾华 特此声明。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遗失已填开广东增值
遗失声明
遗失贵州拜特医药销售有限公司贵州增值税
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代码 4400174320, 专用发票代码壹份
广州麦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国民生银
5200162160，发票号码:01876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城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发票号码 52668219,已盖财务专用章,声明 649，金额：199680 元。 此声明遗失！
号 J5810081492002，声明作废
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化如牛仔服装店遗失国税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粤国税字 44098219831014

遗失声明

广州市巴诺贝电器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广州康琳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值 121501 号纳税人编码 010606014307，现声明作废。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076510824N，编
税普通发票 一 份 （发 票 联）， 发 票 代 码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化如牛仔服装店遗失地税

号 S1012015007022（1-1），声明作废

寻亲启事

044001800104， 发票号码：03748572，已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粤地税字 44098219831014
2013 年 12 月 12 日晚上 9 时， 李女士在雅
1215 号纳税人编 4401065100458，现声明作废。
韶镇卫生院路边捡到一名女婴，该女婴身上只有
填开，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丽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011904696261）遗失广州市《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2 张， 车牌号码：粤
A3G9T2， 证 件 号 码 ：0011286； 车 牌 号 码 ： 粤
A5F7T3，证件号码：0010610。 现声明作废

一张被子，没有其他特征。 之后抱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靓印堂包装材料商行遗 回抚养，现女婴身体健康。 望女婴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11601539382， 亲生父母见报后，15 天内联系阳
编号 S1192015066347G，声明作废。
东区民政局办理相关手续， 逾其
期另作处理。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靓印堂包装材料商行遗 电话：0662-6622131
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粤地税字 44522419850 特此公告
李妹
906151401 号，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