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大龙欧聆品移动通信设备店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126601458271;地税

证副本,粤税字 44088119910216142501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众合皮革工艺厂遗失广发银行

南沙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8100763455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怡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广

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壹份，

发票代码：4400183133，发票号码：17737

687，已填开，已盖发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东亿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科耐欧贸

易（上海）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6 日开具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

联） 一份， 发票代码 4400174130， 发票号码

35419476，已填开已申报已缴纳税款已盖发票专

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众仁健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空白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电子发票（单

联）2 份，代码 244001104001�号码 11621

322、11621323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富妈咪休闲咖啡有限公司遗失广

东普通餐饮发票，12 份， 发票代码：

244001203002，发票号码：27323559———

27323570，未填用， 已盖发票，专用章，特

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飞影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810091037001。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丽娜遗失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证，

证号 1274212016060009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郭燕华遗失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证，

证号 1274212016060009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孙波遗失湘潭大学报到证,证号 2017105301

006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圣杰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遗失杭

州英冠香玉酒店有限公司开具的浙江增值税专

用发票（抵扣联和发票联）1 份 , 发票代码：

3300182130，发票号码：36295945，已填用,已盖

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琪浩仿真工艺品有限公司遗失广

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和发票联）1 份,

发票代码：4400173130，发票号码：19858

110，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权记服装店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 440111600717682，编号 119110

578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英辅语言培训中心遗失已填开的

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1 份，发票

代码：4400163320�, 发票号码：61266344�

已盖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悦华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40126601058404，编号 S26920140611

00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利超杰遗失电梯使用登记证正、 副本各 1 份

注册代码：31104401842011110001， 使用证编

号：梯粤 A500027985,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宋卓珩寄件途中遗失由广州市天河区冼村

街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代开给日产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广东增值税

普通发票（发票联）1 份，发票代码 4400173350，

发票号码 05129055，已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智昭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074635172P，编

号 S0412018008731G（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方艺办公家具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 J5810067623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原服饰（广州）有限公司遗失收据两份，一

份由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房产物业经营

管理分公司 开具的租赁按金人民币 16960 元，

收据编号 2314225；一份由广州市奥宝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开具的管理费按金和水电周转金，人民

币水电周转金 1000元， 管理费按金 2240 元，收

据号 1214248。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荣锐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粤 AAW840

道路运输证，证号 0028509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翠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由广

州泰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填开的广东增值

税专用发票（发票联与抵扣联）1 份，发票

代码：4400183130，发票号码：33952392，

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经略电信开发有限公司遗失广东

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 - 单联平推式）

空白 9 份，发票代码：244001304001，发票

号码：58084734-58084742，联次：单联，

未盖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筑源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由广州

市珍榜日用化工有限公司填开的广东增值

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1 份，发票代

码：4400191130，发票号码：05441591，已

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万达文化旅游城投资有限公司：本人唐

立分别于 2016 年 7 月 3 日和 2016 年 7 月 4 日

支付人民币五万元整（￥50000元）和人民币肆拾

伍万壹仟贰佰捌拾贰元（￥451282 元）并取得等

额收据号分别为：0052770 和 0052819。 因以上

两份票据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斗门区乾务镇荔山村顺意手机配件店（注册

号：4404213006274）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余德政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分公司解除代理合同且遗失执业证， 号码

0200024400008000201102068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炳亮遗失广州凯华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的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

（电 子 - 单 联 平 推 式 ）1 份 ， 代 码

244011507060，号码 00424135，已填用

已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商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税号：

91440101MA59F4HW70） 不慎遗失广州

海印蔚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票， 发票

代码：4400163320，发票号码：33333164，

现声明遗失。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太平酷速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012260010315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忠信镇满都沐足会所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623MA52B1QM

6M，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星盾警用装备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77568603

6X，编号 S111201500093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顺承旭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章、法人章（杨绮雯）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金伟利乐器五金配件厂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6969

37650N，编号 S0362015008548(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毅昌五金有限公司遗失广州迪森

家居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

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一份，发票代码

4400191130，发票号码 26974164，已盖发

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美多绿汽车皮革（广州）有限公司遗失

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抵扣联）1

份， 发票代码 4400191130， 发票号码

14045760，已填开、已盖发票专用章，章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凯欣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国

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增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开

具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第四联)四份，发票代

码 4400133170， 发 票 号 码 05646131、056461

32、05646163、05646166，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

声明。

清算公告

广州市力天机械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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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红荷皮具厂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67

P49Y注册号：4401266007899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广州市微远电讯科技有限公司地税通用

发票（发票号：1004001-02351006）一份不慎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中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现变更为：广

东可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810083304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寰宇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车辆粤 ACH238

的广州市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标识卡， 编号：

C1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河源市源城区桂味园家庭农场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602MA4W71UK

9E，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恩平市古旧书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经营者姓

名：伍晓荣，注册号 4407856002484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伟兰杂货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0125600409498，编号：2591300260

6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石城戚记综合便利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40881600411572，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泽源生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1MA5AWPRM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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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海朗餐饮有限公司（注册号：4401006

852413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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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组成员：冯敏江，何健民

（负责人）。

清算公告

广州市鲸威冷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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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摩米互联网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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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经广东文华福瑞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000673056084T） 股东会研究决

定，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七亿三千万元人民币减

资为一亿三千万元人民币。自 2019年 4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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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子蕊茶行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RABP32

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光点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114088296538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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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运丰建材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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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澎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

议，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相关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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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若比邻网络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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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郑发记便利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和副本， 注册号：440106601026391，

编号：S0692014060166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荣波遗失机动车销售发票， 发票代码：

144001924160，发票号码：00442618，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源发建筑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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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中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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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小马奔跑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880032929101，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年轻主张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11304430659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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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富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正本，核准号 J5810093609902，现声明作废。

撤销清算公告

广州鑫礼盛贸易有限公司 (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KD8E76)经股东决议撤销

注销备案同之前在信息时报报刊登的清算

公告，解散清算小组，恢复经营，特此公告。

清算公告

广州市海盈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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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建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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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宜市四海铎蔼百货行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409836001013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昌晖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现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J5810013629604，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富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广

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定额发票，发票代码 2440015

00411，发票号码 00508801-00509000，200 份、

发票代码 244001600441，发票号码 14959751-

14960500，750 份、发票代码 244001500431，发

票号码 64897801-64898550，750份， 存根联遗

失。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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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海珠区树童英语培训中心于二 O 一

九年三月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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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40105MJK943696G；住所：海珠区工业大道

北 88 号二楼自编 208 房；法定代表人：陈晓明；

注册资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整；业务范围：英语培

训（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开展的

业务活动，必须在取得相关审批许可证后方能进

行）；业务主管单位：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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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茂松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44010560127525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方婵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440101MA59KCLG0L，编号 S05920170

03865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周历君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0

560113110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粤电五金电器商行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P

EWY1K，编号 S0592018001731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志冠家居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市国美电器

有限公司收据，凭证号 20190000061，金额 1 万

元，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凯轮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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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未来人文化传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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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子林（广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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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沐恩健康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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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云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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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金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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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粤烁电力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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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安安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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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小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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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秦华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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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嘉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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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佳讯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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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已办理成立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予

以公告。

广州市自修职业培训学校于 2019 年 4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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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40105MJK9

43741H；住所：广州市海珠区东晓路雅墩街 4，6

号自编 105、116、416、427 房；法定代表人：刘行

智；注册资金：人民币 50 万元整；业务范围：人力

资源管理人员（三级、四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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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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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敦促违法建设责任人依法接受处理的公告

经查,�以下建筑物构成违法建设， 因无法确定违法建设责任人， 为充分保障涉案责任人各项权

利，加快案件处理进度，现依据《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以公告形式督促相关

责任人依法接受处理：

1、相关责任人未经规划行政部门许可在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关巷 41 号 -6 进行如下建设行为：①

房屋首层北面加建地下负一层框架结构房屋一间，建筑面积 8.03 平方米，高度 1.94 米；②在该址首

层西侧、二层西侧分别拆除外墙各开一扇门；③在屋外加建简易结构阳台、框架结构阳台各一个，建筑

面积分别为 2平米、3.64平方米； ④在该址二层屋顶搭建简易结构雨棚一个， 建筑面积 27.38 平方

米；上述四项行为已构成违法建设。

2、 相关责任人未经规划行政部门许可在广州市海珠区瑞宝花园宝成街 1 号 203 房公共平台搭建砖

墙结构棚屋，建筑面积 35.19平方米，已构成违法建设。

3、相关责任人未经规划行政部门许可在广州市海珠区同福西路 224 号南面外墙二至四层搭建烟囱，

体积 7.01立方米，已构成违法建设。

请上述违法建设责任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广州市海珠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 1 号大院，电话：020-34368625）接受处理。 公告期届满，仍无法确定

责任人或者责任人拒不接受处理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依法对违法建设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19年 04月 16日

变更公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106ＭＪＫ9806

14Ｒ

单位名称：广州市天河区阳光雅思幼儿园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吉山新路街 8 号 1 栋

法定代表人：方晓辉

变更事项：

①法定代表人由李球新变更为方晓辉

②单位举办者由李球新变更为方晓辉、

陈为丰

③单位章程作相应变更

增城开发区仙村园 500kV 穗横甲线搬迁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第三次）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对本项目建设有关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第三次公示。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增城开发区仙村园 500kV穗横甲线搬迁工程

工程地点：广州市增城区

工程内容：（1） 拆除 500kV 穗横甲线 #22~#33 段单回路线路导地线长 4.54km， 原导线型号为

4×LGJ�-300/40， 拆除穗横甲线 #23，#24，#25，#26，#27 塔。（2） 新建 500kV 穗横甲线 #22 塔到

500kV 穗横甲线 #33 塔单回路线路 4.69km， 穗横甲线 #22 塔到 H 点新建导线型号为 4×JL/LB1A�

-720/50型铝包钢芯铝绞线， 线路长度为 2.38km。 H 点到 500kV 穗横甲线 #33 塔新建导线型号为

4×JL/LB1A�-300/40型铝包钢芯铝绞线，线路长度为 2.31km。 新建地线型号均为 2根 48芯 OPGW

光缆。

二、主要环境影响、措施及结论

从环保角度而言，本项目的建设可行。 其主要环境影响、措施详及结论见征求意见稿。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工程所在地或者与本工程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或者关心本工程的企事业

单位或者个人。

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工程施工、运行期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起止时间和具体形式

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对本工程有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或建议， 可于本公告公示后 10 日内通过传

真、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实名书面反馈意见，并请留下您的真实联系方式，以

便我们及时向您反馈公众意见采纳与否的意见。

六、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环保局

地址：广州市增城经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联系人：邵工 联系电话：020-82606289���邮箱： kfqggjh@126.com

环评单位：广东智环创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东风中路国信大厦

联系人：韩工 联系电话：02083329782��邮箱： hannweidd@126.com

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gdzhcx.com/nd.jsp?id=55#_np=131_475

建设单位：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环保局

环评单位：广东智环创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16日

佛山钡特办公系统设备有限公司转法人、改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的相关要求，现将 "佛山钡特办公系统设备有限公司转法人、改扩建项目 "的有关信息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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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www.eiabbs.net/forum.php?mod=viewthread&

tid=155939&page=1&extra=#pid531228查阅纸质报告表的方式：公众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信函等

方式联系建设单位，可通过建设单位邮寄或公众到访的方式查阅纸质报告表。

项目建设单位：佛山钡特办公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强

联系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鹤峰村官和公路鹤峰路段以南（土名：牛屎路）

联系电话：13829756982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公众范围：佛山钡特办公系统设备有限公司转法人、改扩建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登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下载公众意见表并按照规定格式要求填写，具体链接为：http://

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意见表提交方式及途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提

交意见。

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19年 4月 15日至 2019年 4月 29日（共 10个工作日）

寻亲启事

2017 年 08 月 23 日早上 6 时， 在织

篢

镇南

湖广场的路边发现一名女弃婴，当时女弃婴用一

个灰色纸箱装着， 身上没有其他

特殊特征。 由好心人抱回去抚养，

现女婴身体健康。 望女婴亲生父

母见报后，15 天内联系阳西县民

政局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另作处

理 。 电 话:0662-5538332。 2019

年 4月 16日

责编：邹锦强 美编：余永康 校对：黄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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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雅菲）

新大

洲A昨日连发数条公告， 披露了公司第

一大股东的关联企业恒阳牛业占用公

司资金4.77亿元的情形。公司表示，预计

在一个月内不能解决上述资金占用情

形，股票今日复牌开始实行其他风险警

示，即被ST。

这笔将近5亿元的资金占用究竟是

如何形成的？公告显示，此次资金占用主

体恒阳牛业，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

尚衡贯通投资企业的实际控制人陈阳

友控制下的企业，陈阳友间接持有恒阳

牛业的34.89%股权， 并担任恒阳牛业董

事。 公告显示， 尚衡贯通于2016年年底

成为新大洲A的大股东。截至2018年三季

报披露日，尚衡冠通仍然持股10.99%。

据了解，除上述占用事件外，公司还

发现多起涉及陈阳友、尚衡冠通、恒阳牛

业的案件， 目前正在与大股东进行核实

情况， 同时公司正在接受证监会的立案

调查，公司存在退市风险。 新大洲A大幅

下滑的业绩也同样惹人关注。 根据公司

披露的业绩快报，公司2018年约亏损8.38

亿元，同比大幅下降4017.68%；同时，公

司披露2019年第一季度也预计将大幅

亏损，亏损额在3500万~4200万元之间。

昨日， 深交所向新大洲A下发了关

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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