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粤 A7AE

01 车陈彬彬司机，遗失服务资格证，证号：2631

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伽沃有悦电子商务公司不慎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天晟明苑支行开户许

可证， 核准号：J5810029950105， 编号：

5810-04957754，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瑞宝街道来穗人员和出租屋

服务管理中心遗失阜宁奕然商贸有限公司开具

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抵扣联、发票联）一份，

发票代码 032001800104， 发票号码 36185656，

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瑞宝街道来穗人员和出租屋

服务管理中心遗失广州市雅建商贸有限公司开

具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抵扣联、 发票联）一

份，发票代码 4400174320，发票号码 47105463，

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保税区怡壮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已

填开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1

份， 发票代码：4400174320， 发票号码

46889599，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本人黄

雲

昌遗失光扬市场醉乡食品 A03 档

的合同一份， 租赁保证金发票一份， 发票代码

4400161320，发票号码 25036606，水电押金发票

一份，发票代码 4400161320，发票号码 250366

51，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番禺南沙殷田化工有限公司遗失广州

市致成印刷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专

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1 份，发票代码:

4400183130� ,发票号码 :07019337，已填

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中秋自行车经营部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106600261312，执照编

号 S0692014009416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罗新平遗失由广州增福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注册登

记联）1 份， 发票代码：144001924160，发

票号码：00132455，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内科医师黄继晖遗失医师资格证， 证号：

199844110440111710602004，发证机关：广东省

卫生厅，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创益社区文化发展中心遗失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证号：粤穗越民证字

第 010476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创益社区文化发展中心遗失国

税、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40100080386

6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商务英语（商贸）专

业 2016 年毕业生黄晓珍遗失专科毕业证， 编号

1232212016060059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新市何强伟拉肠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116007979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龙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现遗失收据一本

（一式四联）编号：GZ0088341-GZ0088350，现特

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昊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

章、法人章（梁春芳）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粤圆供应链有限公司遗失广州正业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邮寄的一份广东省增值税

专用发票（抵扣联和发票联），发票代码：4400182

130，发票号码：17308461，快递单号 700474318

967，特此登报桂失。

遗失声明

广州澳熹蓝家具有限公司遗失工商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 J5810076046001,编号 5810-044

789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从化市太平镇银林村叶宅经济合作社遗失广

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正、副本，粤农集字

第 011854076074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南星精细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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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份，发票

代码：4400174130，发票号码：29815048，发票代

码：4400182130，发票号码：17297382。已盖发票

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集和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黄沙分店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肤儿美美容咨询服务连锁有限公司江

燕分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4010106331837

4F，遗失空白未填开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记

账联、发票联）10 份，发票代码：4400152320，发

票号码：27934846-27934855，未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景凤，不慎遗失玉林师范学院毕业证书，专

业：会计电算化，证书编号 1060652016060003

22，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莞市大岭山新耀手机店遗失粤 S8VL90 车

辆购车发票，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金融科技时代杂志社遗失已填开的广

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3 份，发票代

码 ：4400183130，发票号码 ：18624589、186244

90，发票代码：4400173320，发票号码：330137

43，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广州市聚烽化工有限公司注销《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 证书编号： 穗天 WH 安经证字

[2013]0110号（1）。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广州惟扬工业材料有限公司注销《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 证书编号： 粤穗 WH 安经证字

[2016]440116169。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广州恒榕贸易有限公司注销《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 证书编号： 穗天 WH 安经（乙）字

[2015]0119号（15）。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

司遗失已填开的增值税专票 1份，代码 44001741

30，号码 30232489，已盖发票专用章。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安又新搭棚工程队遗失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0125600232615，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文生遗失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房

产物业经营管理分公司 2015 年 12 月 1 日开具

的租赁保证金发票（发票代码：244011507060，

发票号码：03790355，发票金额：3600 元）壹张，

已填用，已盖财务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芳之圆棋牌室遗失广东省通

用定额发票(10 元)50 份，代码 244001100441 号

码 27448551-27448600；遗失广东省通用定额发

票 (50 元 )50 份， 代码 244001100461 号码

34225351-34225400，发票未填用，未盖发票专

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德才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已遗

失《收款收据》编号：DZSKNO0150573,现

声明以上收据作废。

声明人：广州市德才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豪城旅业遗失手撕

定额发票 100 张（50 元版），代码：144001

901110，号码：09511501-09511600；遗失

通用电子发票单联 3 张，号码：20200178-

202001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学升货物运输代理

服务部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440101MA5AQFKG6G， 编号：

S2192018005179G，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信宜市运建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983MA51LQR554）股东研究决

定，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480 万元人民币减资为

50 万元人民币。 自 2019年 4月 12 日起公司清

理债权债务。 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如有异议，

请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

提出清偿。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广州市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401836681319833） 经股东会决

议， 决定注册资本由原来 5000 万元减少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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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

注销清算公告

广州市越秀区创益社区文化发展中心（粤穗

越民证字第 010476 号）， 经理事会决议注销，请

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中

心清算小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 本中心将向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

撤销清算公告

广州半岛电子制造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撤销清算组停止清算，公司进行正常经营。

2019 年 3 月 5 日在《信息时报》刊登的清

算公告声明作废。 因此产生的法律问题由

本公司承担。

清算公告

广州喜贴佳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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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荔湾区潮俞肉类半成品店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440103600346049，编号：S0392

014029286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粤 AD65

008司机贺春，遗失服务资格证，证号：224794，声

明作废。

清算公告

正宇文化传播（广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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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越超电脑配件经营部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111600524303，执照

编号 1191201473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广大工程顾问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值

税普通发票(发票联)1 份,代码 044001800104,号

码 37944884,已填开已盖发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湛江市坡头区官渡汉伟小百货商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4408046000805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佛山市南海明雪饮品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605MA4X53CE0Q，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油溪镇强记水磨材料经销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44162360007534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姚纯婷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

号:44058260068610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高州市金山强发果菜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

440981NA000168X)经成员大会决议停止经营并

申请注销,请各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联系人:

黄汉强；联系电话:13542374663�

遗失声明

汕头市澄海区兴众种养专业合作社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440515MA4X

1K7M9B，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石城田永珍日用品零售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408816004153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化州市潮皇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409826002185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英德市东华镇普惠通讯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418816003376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城北国荣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4408816002879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忠信镇陆洲商行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编号：JY14416230002274，发证日期：2016

年 04月 28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朱村梁卫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0125600056596，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原墅装饰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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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采菊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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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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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悦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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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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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西门子配变智能化工厂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公示

1、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a1u1XCBmJwa8d3d

PywUcQ。

2、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4q7UDPxXi9XP3UCM

mOvxpg。

3、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于广州西门子

变压器有限公司查阅，地址及联系方式见第 5。

4、征求意见公众范围：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

围内公众。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在规定时间内，

将公众意见表以信函、电子邮件、信访等方式提

交给建设单位。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骏功路 26号，

联系方式：石小姐，020-32038435，

shijr2928@foxmail.com。

6、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 年 04 月 02

日至 04月 16日。

清算公告

广州集家翰庭酒店用品贸易有限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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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金丰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101MA5AKTT67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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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晨美达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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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清算公告

广州美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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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东莞市新睿塑胶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

本公司停止经营，并清理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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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

李刚燕，电话：13712554292。 2019年 4月 12日

清算公告

东莞市聚万新材料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本

公司停止经营，并清理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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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

欧少波，电话：18929156915。 2019年 4月 12日

遗失声明

佛山鼎承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联)发票代码：4400174320，发票号

码：518158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香港蓝色罗马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遗失外国

（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编号:0184587，

声明作废。

广州市花都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行定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上午 10 时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迎宾大道

26 号卡尔文酒店五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一、花都区永发电脑城二层 293 铺的 3

年期租赁权；二、花都区丽雅东街 9 号之一首层（自编 3 号）商铺 3 年期租赁权；三、花都

区赤坭镇交管所门口西起第 4间、第 5 间商铺 3 年期租赁权；四、丰田、迈腾、帕萨特、轩

逸、传祺等旧机动车辆共 8 辆；六、花都区花城街中轴线项目不可搬迁资产一批；七、洋

酒、葡萄酒、白酒一批（共 164瓶）。上述标的详细情况请关注 "花都拍卖行 "微信公众号

或登录中拍平台网站拍卖公告栏查看。标的详细资料及竞拍条件请致电详询我行，电话：

020-86977012，标的展示期：2019年 4月 22-23 日，地点：标的现场。

有意竞买人请于 2019年 4月 24、25、26 日携带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两份、 保证

金汇款单（保证金请汇至广州市花都拍卖行指定账户，须于 4 月 26 日 17 时前到账，户

名：广州市花都拍卖行，账号：3602-0056-0907-0159-009，开户行：工行广州花都城区

支行）到我行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逾期不予确认竞买资格（委托他人竞拍的，在办理竞买

登记手续时，必须签订授权委托书，确定竞买人名称，拍卖成交后不得变更买受人名称）。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东大道 97 号别墅区商业楼 1 号 305室。

清算公告

广州奈艺拉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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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糖烟酒副食品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 规定为区喜加缴存 2001 年 05月至 2014

年 04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1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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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核通

字〔2018〕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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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自本核查书

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并附上有关证明

资料。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4月 12日

清算公告

广州永信诚纺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MA5CJ1GQ8J）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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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衍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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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市律锋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停止公司经营活动，于 2019年 4月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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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扬市场经营猪肉 E1-E5档袁见勤遗失租

赁保证金及水电按金发票 2 张，发票代码：44001

61320，发票号：25036609 发票号：25036654；刘

启钊遗失租赁保证金及水电按金发票 2 张，发票

代码：4400161320， 发票号：25036610 发票号：

25036655；刘启照遗失租赁保证金及水电按金发

票 2 张，发票代码：4400161320，发票号：250366

11发票号：25036656，均已填用，已盖章，现声明

作废。

公 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现对已办理成立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予

以公告。

广州市益武职业培训学校于二 O 一九年三

月四日在我局办理成立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

法人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105M

JK943688M；住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66

号中洲中心第二层 B9、B10、B11- 自编 2E01 号

铺；法定代表人：胡卫红；注册资金：人民币伍拾

万元整；业务范围：茶艺师（五级、四级、三级）；业

务主管单位：广州市海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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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O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遗失声明

广州益欢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810076709601，现声明作废。

公 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现对已办理成立登记的民非企业单位予以

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康益沙园护理站于 2019 年 3

月 19日在我局办理成立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

法人登记证书》：粤穗海民证字第〔2019〕22 号；

住所：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北康榕街 23 号之

二；法定代表人：周彦婷；注册资金：人民币叁拾

万元整；业务范围：全科医疗科。 业务主管单位：

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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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O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遗失声明

郭单玲遗失广州增城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一份，收据编号 0000704，金

额 26732.80元，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葵田株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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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信宜市信城梁斌猪肉摊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983600132289�，声明作废。

注销声明

广州捷硕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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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穗 WH 安经证字（2018）

4401062633，专此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广州城市合作银行股权证（股东名：江丽

珍，股东号：G210072，股权证编号：005672），现

声明自登报之日起作废无效。 特此声明！

清算公告

广州麦诺恒发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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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市米图家具有限公司遗失国税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粤国税字：44010055057907X，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粤 A4TW58 肖后荣遗失广州市白云出租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合同保证金壹万元收据，

安全互助金贰仟元收据，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金盛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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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晓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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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弘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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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乔（广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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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米默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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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玉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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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弘晟启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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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邃茂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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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心意教育咨询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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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五二零教育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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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依人水族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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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狄西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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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小佐猪皮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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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市粤大包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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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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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

据

2018年亚宠展近日发布的《2018年中国

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18年，中国宠

物经济仅犬猫市场就已经达到1708亿

元的规模量级。 而电商平台率先感受到

宠物经济带来的增长效应。 据一组公开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线上宠物消费占

比已达38%

（国外仅为

5%

）

；2019年倾向

于通过电商平台购买宠物食品的消费

者比重达到了84%；自2015年至2018年，

在中国多个主流电商平台的销售收入

增幅榜上，宠物用品皆位列前三。

返利网发布的一组最新数据显示，

2018年， 其平台上下单购买“犬相关商

品”用户人均支出达到5093元，下单购买

“猫相关商品” 用户人均支出达到4832

元，相较2017年分别增长12%和17%。 目

前，宠物消费在其平台所有品类中，销售

收入规模已位列前十。 在养宠主体构成

比例及选择偏好上，80、90后女性为养宠

大户，而购买主粮以外的零食，女性占总

订单量的80.32%，是男性的4倍。

宠物行业的消费升级随之而来，成

为品牌掘金之地，黑科技、高端化、智能

化的宠物用品不断涌现， 且消费量逐年

增长。在返利网上，有一款美国制造的全

自动猫厕所，能够通过重力感应、自动筛

漏等功能，降低手动清理猫厕所的频率。

尽管售价高达5000余元， 但据返利网相

关负责人介绍， 这款产品在其平台上每

月都能卖出300多台。另有一款更贵的猫

厕所，价格为1.5万元，销量也不差。

去年我国猫犬宠物市场规模超17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