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圭山工艺加工厂遗失农业

银行的空白支票 34 张，号码 38549792-

38549800、54561301-54561325，现声明

作废。

注销声明

广州市友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即日

起注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附页， 证书编号： 穗荔危化经字 [2017]

000136号，专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东安通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遗失未填

开的广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一至十元

版）所有联次，发票代码 144001304124，发票号

码 03395551-03395600，未盖发票专用章，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祥辉车队（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562258265T）遗失广东省国家税务

局通用机打发票（单联）2份，发票代码：1440023

00100，发票号码：00190460 至 00190461；未填

用，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单位广州市芳村区医药卫生服务公

司遗失广州市商业银行股权证（股东号：

F430018，股权证编号：0005039），现声明

自登报之日起作废无效。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本单位广州市芳村区劳动服务公司（现更名

为广州市荔湾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遗失广

州市商业银行股权证（股东号：F430042，股权证

编号：0005060），现声明自登报之日起作废无效。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东悦珈通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3日向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缴纳普通 2G 专营店押金六千元整， 收据编号

5546704、5546705、5546706。由于本公司保存不

慎收据原件遗失，特此声明原件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百佳超级市场有限公司上渡路分店遗失

卫生许可证，号码：粤卫公证字【2013】第 0105G0

2202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小银雀（私立）幼儿园遗

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40105455614797Y。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维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遗失空

白的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8

份， 发票代码 244001304001， 发票号码

01152153-01152160， 未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顺丰速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

票（抵扣联和发票联）1 份， 发票代码：

044001800104 发票号码：13724485 已经

填用，己盖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汕头市澄海区美又乐玩具商行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4405836005604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高文建筑空间设计有限公司遗失广东省

地方税收通用发票 1份,发票代码 244001504001

发票号码 266394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金诚宾馆遗失空白的广东省

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 - 简式单联打孔式）186

份，发票代码 244001603001，发票号码 13973

549-13973734，未填开、未盖发票专用章，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

增城市食品公司中新食品站遗失公章一枚，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多姿彩美食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558372110A 编

号 S03620150084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中荣酒店遗失空白的广东

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 - 简式单联打

孔式）9 份， 代码：244001503001， 号码：

46851226-46851234， 未盖发票专用章，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星

玥

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已填

开的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

联）2 份，发票代码：4400183130，发票号

码：06043764、06043765， 已盖发票专用

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王继轩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UMT293

执照编号：S0692017051880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医药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山东增值税专

用发票 1份。代码 3700181130发票号 01190890

发票联、抵扣联。 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盛明龙饮品店遗失中国工商银

行盛悦居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8101544223

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俊泰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广东省

国家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 4 本，发票代码:

144001704124，发票号码:37799901～378

00050，26243751～262438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遗失

空白保单三份（一式二联），流水号 1700028158、

1600020451、160002045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科技玉食餐厅遗失空白未填

开的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 - 简式单联

打孔式)9 份，发票代码：244001603001，发票号

码：23863183-23863191，未盖发票专用章，特此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蓝人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代码号：7555670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周玉贤，身份证 4408821985101

86594， 因不慎遗失了广州交通集团出租

汽车有限公司约租车分公司出具的合同保

证金贰仟元整收据，收据编号为 0140341，

特此公告声明该收据无效。

遗失声明

东莞市长安广家家电维修店遗失粤 S1A2U6

车辆购车发票，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山市广行机械配件有限公司遗失广

州力博工业皮带有限公司填开的广东增值

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1 份，代码：

4400181130，号码：02786151，已盖发票

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风格餐厅遗失最后一次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25600583177，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李南阳遗失由广州牵晴汇房地产有限公司

开具的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发票联 2

份，发票代码 244011607990，发票号码 050209

17；发票代码 244011607060，发票号码 048674

92，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农产品经营有限公司， 遗失广

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扣联、发票联）2 份，

发票代码:�4400184130，发票号码 :�00476

051,�未填用 ,�已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东升冷冻食品有限公司遗失空白的

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一单联平推式）

27 份， 发票代码：244001004001， 发票号码：

24247237-24247263�，未盖发票专用章，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澎湃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1 份,发

票代码为：4400181130号码为：11056002

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广州市衡兴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注册

资本由原来 5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50万元人民

币。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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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车陂悦心美容院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编号：S0692018062736G，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40101MA5CBW717E，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莉莉冲印店遗失已填开的广

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 (存根联）：（5 元

版） 共 350份， 发票代码 244001000431， 号码

04873151-04873500，日期 2010 年 5 月 18 日；

（10 元版）共 550 份，代码 244001100441，号码

78427101-78427650， 日期 2011 年 11 月 28

日；（5 元版）共 650 份，代码 244001100431，号

码 63187401-63188050，日期 2011 年 12 月 18

日。 已盖章，特此声明。

清算公告

广州市宁诚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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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鼎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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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铁源制罐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8379736660

72，编号 S2512018056011G，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东霁安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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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兴达客运有限公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证号：商外资粤合作

证字[1997]0018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官晓琳遗失护士执业证，证书编号：2016440

097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曲江区妍美化妆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4402216001059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友谊玉器加工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121600592637，编号 2191

30078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廖远花鞋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111600731031，编号：11910

59683G，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市合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101070159471C） 经股东会决议，

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减

至人民币壹仟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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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项目名称：信宜市洪冠山心电站增效扩容工程

建设地点：信宜市洪冠镇大樟村委会境内

建设内容： 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现为 2000KW，拟

进行增效扩容， 扩容后总装机容量为 2800KW，

并改造、配套相关设施。

评价结论：项目选址合理，在严格落实各项污染

物控制措施后，从环境角度分析，该项目建设可行。

联系方式： 信宜市洪冠山心电站， 胡先生，

13686730281；

公示期限为 2019年 3月 13日起 10工作日。

项目详情、意见反馈途径及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见以下网址:�

http://bbs.gdmm.com/forum.php?mod=viewthre

ad&tid=3195901&fromuid=3279555�

清算公告

广州移食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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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棉旺纺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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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景欣源纺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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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沣驰轮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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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广东恒荣药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775690131G）经股东会决议，公司

拟将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4701万元减至人民币

43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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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公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106552360194W；

单位名称： 广州市天河区美预教育培训中心；地

址：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 140-148 号 236 号

商铺；法定代表人：刘立；变更事项：地址由广州

市天河区五山路五山科技广场 C 座 215-220 变

更为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 140-148 号 236 号

商铺。

清算公告

广州恩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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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现对已办理变更登记的民间组织单位予以

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梅沙幼儿园（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52440105304657597C，住所：广州市海珠区

雅郡路 9号自编 之一， 法定代表人： 谢玉莉）于

2019年 02月 22日变更法人代表，变更前：谢玉

莉，变更后：叶婷；于 2019 年 02 月 22 日变更理

事，变更前：谢玉莉、萧展航、范玉梅，变更后叶

婷、欧阳玉清、苏琴。

公民、法人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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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16日

减资公告

广州上进化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618435356Q）经董事会决议公司拟将

原注册资本 600万港元减至 50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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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海珠区小银雀（私立）幼儿园股东会

决定，停止幼儿园经营活动，于 2019 年 3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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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幼儿园清算小

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

束后，本幼儿园将向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市亿虎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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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证遗失声明

经我公司核实，兹有客户：杨妙君，身份证：

440508197612282021，于 2002年购买我公司位

于增城正果万安园商品壹位，商品位于万寿二 10位，

权证编号：117563、117564、117565、117566、11

7567、117568、117569、117570、117571、117572，

因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广州达观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15日

清算公告

广州豪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

伙人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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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朝玖化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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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玩聚酒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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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洋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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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正资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财务

章一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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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亲启示

2015年 8月 9日， 陈生在阳江市阳西县儒

洞镇寿场路口旁边，发现一名女婴，身上没有其

他特殊特征。 由好心人抱回

抚养，现女婴身体健康。望女

婴亲生父母见报后，15 天内

联系阳江市阳西县民政局，

逾期另作处理。 联系电话 :

0662-5553645

2019年 3月 16日

责编：苏广华 美编：梁文珊 校对：段丁

广泽股份昨起更名“妙可蓝多”

公司由“矿”转“乳”后净利润依旧大幅下滑

财经 /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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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雅菲）

据广泽

股份公告，公司证券简称于 3 月 15 日起

由“广泽股份”变更为“妙可蓝多”。 记者

梳理发现， 广泽股份前身为华联矿业，

2015 年年底从矿企向乳企转变， 但净利

润依旧持续下滑。

公司名称已于早前变更

据广泽股份公告，公司名称“上海广

泽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已于早前变

更为“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证券简称则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批准，于 3 月 15 日起变更为“妙可蓝

多”。

其官网资料显示， 公司主要生产奶

酪和液态奶两大系列产品，拥有“妙可蓝

多”“澳醇牧场”等品牌，分别在上海、天

津、 长春和吉林建有 4 间奶酪和液态奶

加工厂。

对于变更原因， 公告中称是为了满

足公司的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体

现公司产业布局及战略定位， 保障公众

对公司有更为准确的认知， 树立公司长

远的品牌影响力， 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与

公司主营业务相匹配。

矿企变乳企后利润仍下滑

记者梳理发现， 广泽股份前身为华

联矿业， 主营业务为铁矿石采选和铁精

粉销售。 2015 年 11 月，公司斥资 8600 万

元收购了妙可蓝多

（天津）

食品科技有限

公司 100%股权， 正式进军奶酪市场；

2016 年 8 月， 公司证券简称由“华联矿

业”变更为“广泽股份”，公司名称也由山

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

“广泽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公司 2016 年半年报中提到，截至

2016 年上半年主营业务依旧为铁矿石采

选，铁精粉销售为主，乳制品业务在营业

收入中所占比例较小。 但截至该报告披

露之日， 公司的主营业务变更为乳制品

的生产销售， 公司未来利润来源也将变

更为乳制品相关业务。 对此，公司解释称

由于原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下滑， 而乳制

品有较大发展空间。

虽然公司看好乳制品市场， 此后也

不惜斥巨资在奶酪市场进行扩张， 但成

绩却不乐观。 营收有所增长了，净利润却

大幅持续下滑。财报显示，2017 年度净利

润同比减少 86.72%；2018 年前三季度净

利润同比减少 49.14%。

实控人联合配偶参与定增被否

在市场体量并未有明显扩容趋势

下， 广泽股份就计划对自身产能进行扩

张。 2018 年 4 月，广泽股份公告称计划发

行股份， 募资将用于吉林市广泽乳品有

限公司吉林中新食品区奶酪加工建设项

目一期及上海芝然乳品科技有限公司改

建项目，规划产能共计 7.3 万吨。

但因定增股票认购方吉林省盈佳商

贸有限公司为广泽股份实控人柴

琇

及其

配偶崔民东共同控制的企业， 构成关联

交易，故此次募资方案被证监会否决。

除市场扩张被指“激进”外，去年其

出售多年亏损的资产也被质疑。 2018 年

12 月 22 日，广泽股份公告，拟以 1.5 亿

元价格， 向永道贸易转让其所持沣民乾

始的有限合伙份额。 数据显示，沣民乾始

2017 年亏损 1092.55 万元，2018 年 1~10

月亏损 370.13 万元。 随即上交所发出问

询函， 要求广泽股份说明是否存在通过

资产处置操纵利润避免年度净利润亏损

的交易动机。 广泽股份回复称是基于公

司资本战略规划考虑，不存在上述情况。

恒大收购

轮毂电机企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玫）

昨

日，恒大健康发布公告称，以 5 亿元

收购泰特机电有限公司 70%股份。

据了解， 泰特机电 100%持有荷兰

e-Traction 公司股份， 拥有全球领

先的轮毂电机技术。 此番收购意味

着恒大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又一次完

成了重要布局， 进一步打通其在新

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

据悉， 目前国际上生产轮毂电

机的企业共有 5 家， 但具备商品化

条件只有泰特。资料显示，作为泰特

的技术及产品研发中心，e-Traction

公司创建于 1981 年， 总部位于荷

兰， 是国际领先的轮毂电机及电动

汽车传动系统的研发生产企业，拥

有 6 大组合超 200 项专利技术，覆

盖电驱动动力系统的所有关键要

素。目前 e-Traction 在荷兰、中国也

均有生产布局，其产品自 2009 年起

就已在欧洲 8 个国家 14 个城市的

公交线上广泛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