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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名称

重庆

杭州

武汉

郑州

东莞

我国集成电路业

销售收入结构

分类

设计业

制造业

封测业

销售收入（亿元）

2519.3

1818.2

2193.9

所占比重（

%

）

38

28

34

遗失声明

叶兆廷遗失广州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开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自开）（发票联）1

份，不动产楼牌号：翡翠苑 Ｂ 区 11 座 103 房，发

票代码：244000790071，发票代码：01482800，金

额：383000元，已填写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清算公告

广州市包先甥营养医学研究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自 2019 年 03 月 25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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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波波棋牌室遗失地税税务登记

证正本， 粤税字 44122319680503501201 号，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营者姓名：李藏书，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10360071004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莞市中堂国亮报刊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190060482966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塘镇甘涌村蒌基经济合作社遗失公章，财

务私章（区荣华）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沛添水果档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 注册号 440126600896419， 执照编号

269120212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美玲遗失中山红星美凯龙商场顾家工艺租

赁押金收据, 单据号 SK18040100565490， 金额

16308.26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杰诺汽车美容中心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Q6N9

2A,执照编号 S259201701198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赖思琴遗失广东文艺职业学院毕业证书，证

书编号：1370�7120�1706�0007�24，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钱安米乐餐饮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130473334

27,执照编号 S11120150551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于由饮食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C9

BFX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

璟

聪遗失广东警官学院学生证， 学号 :

201830021402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语众外语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810099554102，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领头牛火锅餐厅遗失营业

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10600175465 编号

S109201500659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疯狂烤鱼餐厅遗失地税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612426198704

174445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韩永杰遗失医师执业证书，证书编码：14144

0000303322，签发日期 2011年 10月 10日，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品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购车发票,��

发票代码:144001724660， 发票号码:03892418，

金额 1557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栗森鹏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遗失身份证,证

号 4107821990031631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爱霏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财政大厦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810077037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一飞遗失茂名学院大学毕业证书， 毕业证

号：1165612006050015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莞欣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遗失粤 SA485T

车辆购车发票，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高同达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M8C7

XD，注册号：440121000350596。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晓微遗失工商营业执照证正、副本，，注册

号 4401046002654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晨古文化传播（广州）有限公司（信用

代码：91440101304765061B）遗失广东增

值税专用发票 2 份(抵扣联和发票联)，代码

4400173130，号码 20312689、20312690。

已填写已盖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家景汽配用品店遗失广东省

通用定额发票存根联(二十元版)50 份，发票代码:�

144001704125�，发票号码 :�02388701 至 02388

750,(一至十元版)50 份，发票代码：1440018041

24,发票号码：19937501 至 19937550,�发票已开

出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恒盛运输服务有限公司遗失空

白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 (电子)7 份，发

票编码:�10000004，发票号码 :�09436621-

09436627,�未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彩云包装纸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5MA59E3JU59) 遗失广东增值

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壹份，发票代码：

4400183130，发票号码：28571528，已填开，已盖

发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张继乐不慎遗失《建筑起重信号司索

工》证书，证件号：粤 B032018000334，有

效日期时间 2018 年 06 月 27 日至 2020

年 06 月 26 日，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公司广州市骏马体育器材有限公司，遗失

一张 2017年 8月份温州市行政审批与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管理中心开出的招标保证金收据。 项目

名称：温州市自行车队专业赛事车辆项目；项目

编号：F-GB201708011183， 金额： 捌仟元整

（￥8000.00）。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俊勇于 2019 年 3 月 4 日不慎遗失身份

证，证号：420606199308293015，文职干部证，证

号：军字第 1049233号。特此声明两证均作废，自

遗失之日起不承担他人冒用两证所产生的法律

责任。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有饭

焗

美食店遗失金税盘（金

税盘号：44-661815618395），空白未填开的广东

增值税普通发票（二联无金额限制版）77份，发票

代码：4400174320，发票起止号码：44274611-

44274684，40128081-40128083，未盖发票专用

章，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曾利服饰店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42900619740428243501，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依梦圆服装店 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4190019751231155201，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张翎红潮服装店 遗失营

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440106601056723，编

码：S0692014079064G，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吉顺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广州吉顺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停止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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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大隆建材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市新御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一份， 收据号

0007563金额 3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秋燕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3600519092， 编号：S0392014029016G�，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领创时代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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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遗失广东

增值税普通发票 26份(发票联)代码均为 044001

800105 号码分别为 03920422,03920423,0392

0474,03920475,03920476,03920478,03920479,

03920480,03920482,03920484,03920485,0392

0401,03920402,03920403,03920404,03920477,

03920481,03920524,03920525,03920526,0392

0527,03920528,03920529,03920533,03920534,

03920535已填写已盖章 特此声明

清算公告

广州金贯展览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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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东誉煲仔饭店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JY24401050134458，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吕宏武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40101MA59P5PM3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集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850013659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忠信镇伟浩电动车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16236001372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雷州市有信物流有限公司（粤 G23803）遗失

IC卡，湛：002937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桂煌鞋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605MA518716

5K，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桃香冷热饮品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4401216002108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门县永汉镇天三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13246001641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忠信镇长隆早餐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编号：JY244162300092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成胜贸易商行遗失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

AE2LJ6W，编号 S0592015042204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粤益商行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C2

DU64， 编号 S2592018018992G，声明作废。

声 明

李华东遗失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信息与计

算科学专业毕业证，证号 134311200705810108；

学位证，证号 13431107050000898，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白云区西博电气厂（普通合伙）经合伙

人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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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汉星数码娱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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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云时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101MA59RMP9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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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粤翔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0611237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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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市固箬通信器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MA59L0ND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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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兆一汽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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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嘉怡（身份证号码 441821199703282729）

遗失押金收据，收据号：13049，收据日期 2018 年

3月 6日，金额 1000元整，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鹿一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MA59JNC4X8）股东会决议，注

册资本由原来的 5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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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此公告

减资公告

广州金瑞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596164777M） 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册资本由原来 1 亿元减少至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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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0日

清算公告

广州酷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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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4月 10日。

注销清算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富文社区老年协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1440105MJK94009X3） 经会员大会

表决办理注销登记， 请相关债权人 45日内持证

明材料到本会清算组申报债权， 处理有关事务。

逾期不办理的，按相关法规处理。

联系人：曾繁坚

联系电话：84156930

联系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路 470号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富文社区老年协会

2019年 4月 10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八佰伴美发店遗失卫生许可证，

号码：粤卫公证字[2013]第 0106C00968 号，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秀妹（住院号 508570） 不慎遗失 2018 年

10 月 18 日中山大学眼科中心住院收据一张，金

额 28531.18元，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御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01MA59LB850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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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黄埔区逸雅美发馆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40112600295566，编号：S12920160

04059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逸雅美发馆遗失地税税务登记

证副本， 粤地税字：44088219830108233401，声

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系甘上服装合伙企业(普通合伙)合伙

人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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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将向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遗失声明

遗失广州市商业银行股权证（股东名： 余明

德，股东号：G180558，股权证编号：0006584），现

声明自登报之日起作废无效。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大道移民服务（广州）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U47E

8Q，编号：S0412017016070�，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众得鸿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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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旭美物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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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迪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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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益百序通城市公交发展研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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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团险人身险

投保单 K000511700025208/27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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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本人干宇驰， 遗失工作证， 工作证号码：

024345，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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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广州企业招聘需求居全国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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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云龙）

昨日，

58同城招聘研究院发布了《2019年一

季度人才流动报告》。 报告显示，今年

一季度企业招聘需求前十城市依次为

广州、成都、深圳、北京、上海、重庆、杭

州、武汉、郑州、东莞。 与去年同期相

比，招聘需求前十城市未变，一线城市

仍是招聘需求最大的市场。其中，企业

招聘需求最大的城市为广州， 比2018

年一季度增长24.95%。 因受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政策影响， 广州城市建

设加快，企业招聘需求大。

《2019年一季度人才流动报告》还

反映出，与2018年一季度相比，今年一

季度各类职位求职热度均有较高增

长。 其中，销售职位和普工/技工职位

分别位居企业招聘和求职者关注职位

第一名；而司机/交通服务类职位企业

支付月薪最高，达到8138元；销售类职

位求职者期望月薪最高，达到6123元。

58同城招聘研究院院长李妍认

为，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中，“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被放在首位，国家对制造业的

激励政策， 极大地鼓励了求职者对普

工/技工类职位的求职意向，因此出现

了极大的求职增幅。从总体来看，企业

支付薪资高于求职者期望薪资， 这也

反映了当前职场上人才供不应求的状

况。

据新华社电

2018年我国集成电

路产业销售额6532亿元， 产业链各环

节齐头并进，产业结构更加趋于优化。

在8日深圳举行的2019年全国电

子信息行业工作座谈会上，工业和信

息化部电子信息司集成电路处处长

任爱光介绍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的最新情况。

任爱光介绍，从集成电路设计业、

制造业、 封测业三类产业结构来看，

2018年， 我国集成电路设计业销售收

入2519.3亿元， 所占比重从2012年的

35%增加到 38%； 制造业销售收入

1818.2亿元， 所占比重从23%增加到

28%； 封测业销售收入2193.9亿元，所

占比重从2012年的42%降低到34%，结

构更加趋于优化。

与此同时，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规

模复合增长率是全球的近3倍。 2018

年， 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4779.4亿美

元，2012年到2018年的复合增长率为

7.3%；2018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

额6532亿元，2012年到2018年的复合

增长率20.3%。

任爱光介绍，目前，我国集成电路

设计业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先进设计

水平达到7纳米，但仍以中低端产品为

主；集成电路制造业，存储器工艺实现

突破，14纳米逻辑工艺即将量产，但与

国外仍有两代差距； 集成电路封装测

试业是与国际差距最小的环节， 高端

封装业务占比约为30%， 但产业集中

度需进一步提高。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云龙）

腾讯视频

出品的大型青年团训节目《创造营 2019》

于近期正式播出。 记者从腾讯方面获悉，

腾讯微视此次牵手《创造营 2019》推出了

“创造营助力”互动视频玩法，并启动“能

量补给站”、“当星探 分万年会员”等站内

活动，通过互动视频个性化，全方位助力

《创造营 2019》学员成团。

据介绍，用户可进入助力通道，为喜爱

的学员助力，并将互动助力视频通过微信、

QQ等社交平台与好友分享。 好友可在微

信、QQ 里直接点击该互动视频， 完成助

力。 当助力好友数达 5位时，用户还将额外

获得一次为已助力学员再次助力的机会。

腾讯微视用互动视频

助力综艺学员

去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6532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