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算公告

广州万鑫发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停

止公司经营活动，请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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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宇信工贸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

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1份（抵扣联、发票

联）， 发票代码 4400182130, 发票号码

15416542，金额 26122.5 元 ,已盖发票专

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昊鲜餐厅遗失广东省地

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 -单联平推式）发票

联一份，发票代码：244001603001，发票号

码：23880260，未填开未盖发票专用章，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陈桂花遗失广州育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定金收据， 开票日期

2016年 8月 29日，收据号码 0479775，金

额：10000元，已盖财务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通贸（香港）公司广州代表处不慎遗失外国

（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一般代表代表证一本。

编号为 NO:914401017282053406； 代表名称：

CAHATOL�CORAZON�GAMIL；发证机关为广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镇龙村竹园第三经济合

作社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810036432

5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易健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

银行广州新市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810083

800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树旗土石方工程部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LPW

B04,执照编号 S2592017005580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苏江华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 证号

210022440100800020170000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城郊和讯通讯器材经营部

遗失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 8 份， 发票

代码：244001404001，发票号码：7240272

6-72402733，未填用未盖发票专用章。 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街口合富通讯器材修理部

遗失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 8 份， 发票

代码：244001404001，发票号码：7240276

6-72402773，未填用未盖发票专用章。 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现有以下资格证遗失，明细为：吴锦鹏有害

生物防制员资格证号：1719010000500488；黄晓

云有害生物防制员资格证号：17190100005004

85；吴小鹏有害生物防制员资格证号：171901000

0500677，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江埔辉日五金加工厂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12260009925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诚洲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440106000997573， 执照编号：

S0612014057785； 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粤国税字 440106304755648号；遗失地税税

务登记证正、 副本， 粤税字 440106304755648

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博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 J5810080605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一飞遗失茂名学院大学毕业证书和学士学

位证书，毕业证号:116561200005001570，学士学

位证号:11656420060015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莞威乐日用品有限公司遗失粤 S1321R 车

辆购车发票，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恒荣药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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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份， 发票代码：4400183130， 发票号码：

17655786，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博沁五金经营部遗失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正 、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457C57，编号 S259201801672

6G；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810178385501，

编号：5810-0685696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英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遗失

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扣联、 发票联）2

份， 发票代码:�4400183130， 发票号码 :�

06920001,�已填用 ,�已盖发票专用章 ,�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肖玉梅遗失由广州市茶

滘

投资服务有

限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联）1 份，发票代码 4400173320 发票号码

10361011�金额 12684 元，已填用，已盖发

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奥比奥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

号：91440111725016667M） 遗失广东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联）1 份，发票代码:4400161350，发

票号码:08834075, 开票日期：2016 年 10 月 18

日， 购买方名称： 广西岑溪市中医院， 金额：

￥4000元，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奥比奥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

号：440111725016667） 遗失广东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联）1 份，发票代码:4400151320，发票号

码:08896281,开票日期：2015 年 06 月 23 日，购

买方名称：广西岑溪市中医院，金额：￥25478.30

元，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鑫盾建筑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已填开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抵扣联） 一份， 代码 4400183130�号码

31213131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黄平不慎遗失房地产估价师资格证书一本（1995

年考试后取得的），正在申请补办，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上水坊棋艺有限公司遗失机购信用代

码证,代码：102581000474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联胜化工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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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茗卡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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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润佳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810030645401，编号：5810—0187

42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金冠夫人内衣店遗失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1116009099

61，编号 119120306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诸灯餐厅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RT0

H0A，编号 S2592018005424G，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创益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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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极(广州)商务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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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怀，遗失人民警察证，号码:025393，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宝鸿汽车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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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伯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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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原茶轩茶叶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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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浩生房地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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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荔湾区联发美发廊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 440103600244373，编号 S039201403

0102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佛山市南海金顺铝业有限公司遗失旧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湛江市凯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

可证副本，核准号:J5910002314604，声明作废。

公司注销补充公告

深圳市中新智创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3003491185XX) 于 2019 年 1 月

15日在《信息时报》B06版上刊登的注销公告，现

补充 ， 清算组由张保林组成 ， 联系电话：

17727543803；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

东联村东联工业区 6号。

遗失声明

湛江市霞山区友友发廊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080360042476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河源半嶂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625MA4UUCQF

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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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东源县新粤东酒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441625000014697）经股东会决议停止经

营并申请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声 明

广州天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广州鼎点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请以上两司 5 天内清理在我司物

业内遗弃物品，否则我司自行处理，用于支付清

理费用。

广州市胡东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12日

清算公告

广州艮峰极达商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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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尝口福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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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汽汇理汽车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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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份，发票

代码：4400183130，发票号码：19498639，发票代

码：4400173130，发票号码 ：48144826，481349

68，48134969，48134970，48144959，48144960，

48144961； 遗失已填开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联）3份， 发票代码：4400172320， 发票号

码：45607650，45607651，45607652， 已盖发票

专用章。 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广州智汇未来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6MA59C9055N）经股东会决

议， 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万元减

至人民币 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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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星晟宝汽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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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广东宫野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MA59L9TF0T， 经股东会决定终止

营业并注销，清算组由邓文辉组成，请有关债权

债务人自见本公告 45 天内到我公司办理相关手

续。 联系人：邓文辉，广州市白云区同和北路 161号

减资公告

广州市笙来物流代理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101759447326M）经股东会决

议，注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贰仟叁佰伍拾万元减

至人民币伍拾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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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 2014 年 07

月 25 日由广州市组织机构

代码管理中心颁发的代码：

30475564-8 的代码证正、副

本，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 广州市诚洲贸易

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车陂路 500 号粤雅市场第 61

号铺

清算公告

广州运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0130454670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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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增城市富通摩托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83X185271427） 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册资本由原来 600.0000 万元减少至 30 万

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申请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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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15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丽芙德酒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陈春兰缴存 2015 年 1月至 2016年

6月住房公积金 41400元投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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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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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丽予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陈春兰缴存 2016年 7月至 2016年

8月住房公积金 4600元投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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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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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番禺绣品服装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麦凤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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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4�-5015 号、

5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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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014 号，麦凤

英，1236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015 号，陈艳

转，1809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31 号，陆新

妹，4027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番禺祺业制衣洗水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许莲欢等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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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9-5242号、5350-5356号、〔201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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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239号，许莲欢，14183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240号，叶玉兰，1515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241号，邓健玲，1595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242号，吴捷，1462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50号，潘七妹，1961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51号，徐清华，1288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52号，周燕，1507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53号，肖凤清，10876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54号，梁珍弟，1300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55号，黄有带，1445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56号，王莉，1368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6号，李燕红，8451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番禺金源时装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李海香等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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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5-5308号、5362-5363号、〔2019〕1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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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285号，陈格秀，1639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286号，陈日荣，14886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287号，黄焕萍，1985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288号，陈艳欢，16165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289号，邬富流，1022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290号，文坛妹，1619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291号，欧杏莲，1504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292号，李燕珍，1924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293号，陈运秀，1659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294号，阮华珍，9110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295号，曾翠英，1235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296号，邬艳华，1065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297号，班凤花，14336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298号，贺桂龙，18766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299号，刘忠英，1708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00号，李锦华，15107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番禺金源时装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李海香等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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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5-5308号、5362-5363号、〔2019〕1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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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01号，陈锦霞，4849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02号，易春秀，13593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03号，卢菊英，1199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04号，陈永容，16786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05号，黄柳珍，18269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06号，聂文华，10999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07号，黄祝英，18373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08号，黄素影，1913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62号，李海香，7486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363号，肖双英，1594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4号，陈艳莲，1924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5号，梁志坚，1579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6号，伍福伟，1239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7号，凌爱益，30960元；

遗失声明

广州市法蒂玛进出口有限公司遗失 ATLANTIC

正本海运提单(提单号:ATLYTN201261)，特此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许明艺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36000777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多卡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106000331470，编号：0611

00641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多卡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440106563986483，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航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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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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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顺德支公司遗失

机动车交强险摩托车保单一份，流水号：1100060

001164111。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林晓怡 （身份证号 441781199911052021）

遗失押金收据，收据号：11205，收据日前 2017年

8月 24日，金额 1000元，声明做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亚瑟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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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市商人仕馆进出口有限公司股东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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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东棠李文娣牛杂档遗失个体工

商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0106600131939

编号：06909016959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简杏容遗失广州城市合作银行股权证

（股东号：G400378，股权证编号：005378），现声

明自登报之日起作废无效。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茂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32761110

2T，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红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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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方瀚贸易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农业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5810040018504,编号：5810-

0495101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上水坊棋艺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为：J58100977582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旺辉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BLU5

D0Q，编号：S1112018043198�，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沙园工业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停止经营活动，清理债权债务。 请相关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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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张芸芸遗失广州思力智慧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开具第二联红色收据， 金额 10,000元，收

据编号：0051363，本人声明作废。

声 明

本人梁娜于 2016年 1月 1日已辞去广州中

名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经理等所

有职务， 本人声明自 2016年 1月 1日起对该公

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不承担任何责任，对该公司管

理人员、股东或任何人员代表公司或用本人名义

签署的所有文件， 由签署者自行承担一切责任，

与本人无关，本人不承担因此引起的任何法律和

经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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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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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一

次股权转让终止不到二十天，莱茵体育

快速找到新“东家”。 昨日，莱茵体育公

布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控股股东莱茵

达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向成都体育产

业投资集团

（ 以下简称成都体投

）出让

上司公司29.90%，转让价款合计为13.26

亿元。 权益变动后，成都体投成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

成都市国资委。

公告显示，股权转让完成后，莱茵达

集团持股比例为17.80%，为公司第二大股

东。 莱茵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高靖娜

合计持股比例为23.95%。 除股权转让外，

莱茵达控股还承诺放弃公司5%股份所对

应的表决权。 此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为

3.44元/股，转让价款合计为13.26亿元。

在此次交易前，莱茵达控股曾与自

然人范明科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

定控股集团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的3.74

亿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转让给

范明科，转让价款合计为13亿元。 后因

交易对手迟迟未付股份转让价款，2月

25日，莱茵达终止控制权转让。

控股集团再付急于找到新买家或

与其经营流动性有关，截至1月22日，莱

茵达控股质押的公司股份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的99.5%。

近几年，莱茵体育一直在向体育产

业转型。 在体育运营业务方面，主要聚

焦于体育设施的经营管理等运营及以

体育赛事为核心的内容运营。 公司2018

年半年报透露，公司通过委托经营及拿

地自建方式获得重庆盘龙体育生活广

场、嘉兴秀湖全民健身中心等项目。

权益变动报告书称，成都体投集团

没有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进行调整的明确计划，但成都体

投集团及莱茵达控股将积极支持上市

公司发展， 向上市公司提供资源对接、

导入、融资等支持，改善上市公司经营

环境。 同时，莱茵达控股及其实际控制

人高继胜需将其相关资源引入成都，并

将上市公司注册地址迁至成都。

据媒体报道称，此举或是为接下来

的成都体投集团与莱茵体育的资源整

合做铺垫。 公开报道显示，成都目前正

在推进“三城三都”的建设，其中之一即

是建设“世界赛事名城”。 而莱茵体育拥

有及运营多项IP赛事，主要包括重庆女

足、斯坦科维奇杯洲际篮球赛、亚洲职

业篮球联赛、全国家庭健身挑战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