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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硬币（上图）与目前正在流通的

5

角硬币颜色不同。

遗失声明

上海万宝锐旗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莞市富佳华家具有限公司遗失粤 S9W112

车辆购车发票，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石怀春不慎遗失了广州交通集团出租

汽车有限公司出具的出租汽车经营合同（合同编

号：1605040056） 的 10000 元的合同保证金收

据，4000 元的安全互助金收据，开具收据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5 日，收据编号为 0039117，00391

18特此公告声明该收据作废无效。

注销公告

广州市仨维营贸易有限公司注销《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证书编号：穗天 WH 安经（乙）字

[2013]0119号（2）。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大龙庞倩珍蔬菜档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KC

D85N�，编号 S2692017031790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芯灵食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X27G65，

编号 S1292018010418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芯灵食品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24401120102384，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华宇商务发展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472989319X2，编

号 S041201404900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威瑞首饰有限公司遗失空白广东省

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限额千元版）共 21 份

（存根联、发票联、记账联），发票代码 144001501

134，发票号码是 03362493到 03362513，未填用

未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金枫河畔球场有限公司（识别号：91440

1016915287275）遗失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

（电子 -单联平推式）1 份，发票代码：244001404

001，发票号码为 05405857，未填用未盖发票专

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深广联检测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

值税专用发票一份（发票联、抵扣联），发票

代码：4400191130；发票号码：16852381；

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东悦康药业有限公司遗失空白的广

东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账联、发票联）1 份，

代码：4400102620，号码：01123563，未盖

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保真堂工艺品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

0101MA5AD4W78U，正本编号：S039201

5016318，副本编号：S0392015016318G，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丽

涴

遗失以下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

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格证书：2005 年 1 月

Word97、Windows98，2005 年 4 月 Power

Point97，2008 年 5 月 FrontPage2000，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正佳八佰伴美发店遗失

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定额发票（50 元）200 份，发

票代码 244001000462，发票号码 09322051-09

322150，09338901-09339000，15611501-1561

1600；发票代码 244001100461，发票号码 03936

001-03936100，已盖发票专用章。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密莱堡发廊遗失广

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1 份，发票

代码 244001504001，发票号码 054469

26，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梁永政，男，不慎遗失职业资格证

书，职业资格名称：无线电装接工，技能等

级：四级 / 中级技能，证书编号：09221020

19400157， 发证日期：2009 年 10 月 12

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圣奇高广告有限公司遗失空白未填开

的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 - 单联平推

式）8 份，发票代码：244001204001，发票起始号

码：32723231，发票终止号码：32723238，未盖发

票专用章，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富生鞋业有限公司遗失国税、地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401067259

74451，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7259744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莞市鸿奥车行遗失客户：李浪，购置

税发票，纳税人识别号：52212819980730

2517，车架号：LVVDC21B8JD188125，发

动机号：AKJL00418，金额 7.884.83 元，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英德市西牛镇兴塘村石汪经济合作社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0120015584

01；开户行：英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西牛

信用社；账号：80020000007180474，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众诚一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局代开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

票联、抵扣联）1 份，发票代码：44001741

60， 发票号码：00026757， 已盖发票专用

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南源街市容环境卫生站

遗失广东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壹份，发

票代码 144001901111，发票号码 000095

96，已填用，已盖章，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富生鞋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000000079446，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从化区工人合唱协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1440117MJL0682215， 住所为广州市从

化区街口街青云路 286号，于 2016年 4 月 20 日

经从化区民政局登记成立，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

经会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根

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由清算组负责

注销前的清算工作。 请有关责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 天内向清算组书面申报债权。 预期不

申报，视为放弃权利，特此公告。

清算公告

广州市从化区职工红娘协会，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14401173044061306，住所为广州市从化

区街口街青云路 286号， 于 2014 年 7 月 3 日经

从化区民政局登记成立，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经

会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根据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由清算组负责注

销前的清算工作。 请有关责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天内向清算组书面申报债权。 预期不申

报，视为放弃权利，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东省佛冈观音山庄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 441821000006353;原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 4418211977238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英德市白沙镇致远幼儿园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编号：JY34418810058390，法定代表人：

张廷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川鸿信电子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和平县周氏鱼潭江肠粉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编号：JY244162400142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杜宁凤遗失儿子（黄宇皓） 出生证， 编号：

P441560297，作废。

遗失声明

佛山市南海区金辰宇五金加工厂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605MA4WEE

BF0N，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山市曙光运输有限公司遗失支票 2 张，支

票号：3060443018797417，306044301881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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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7 日上午 10 时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东大道

97 号别墅区商业楼 1 号 305 室公开拍卖：一、花都区新雅街道办事处不可搬迁设备一

批（机场快速通道、广雅中学、新雅瑶中学、广花一级公路等 4 个项目），起拍价：196056

元，保证金：10 万元；二、花都区新华街、赤坭镇、花东镇等地的 35 宗花都区属国有资产

物业租赁权（35 个标的，详情可关注 "花都拍卖行 "微信公众号查看）。 上述标的竞拍条

件请致电详询我行，电话：020-86977012。 标的展示期：2019 年 5 月 9-10 日，地点：标

的现场。

有意竞买人请于 2019 年 5 月 1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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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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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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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花都拍卖行

2019 年 4 月 30 日

清算公告

广州琪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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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政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13550599783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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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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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 2006 年 12

月 5 日由广州市组织机构代

码管理中心颁发的代码为

724307171 的代码证正、副

本，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 广州市育新高科

技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天河南二路六运七街 31-33

号 701 房

清算公告

广州市惠强明丰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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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诚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号：

4401014000719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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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正怡装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105749919019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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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德勒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停

止公司经营活动, 于 2019 年 4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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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4月 30日

清算公告

广州群宝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

停止公司经营活动,于 2019 年 4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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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30日

清算公告

深圳市凯美养生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DNDNR6K） 于 2019

年 04月 25日经股东决议终止营业并注销, 现已

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组由戴坤山组成,请有

关债权人于本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到我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联系电话：

13798536669,联系人：谢女士,地址：深圳龙岗区

坂田雪岗南路 87号。

遗失声明

广州市臻永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563954852X，编

号 S051201405678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锡钦快餐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 注册号 440111600568601， 执照编号

11911036571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中新门市

部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401250001081

60，编号：252120225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奇特皮具商行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 J5810158925401，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三元里大发皮具商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旧注册号 440111302000450，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升遗失士官证，发证机关：武警广东省总

队机动支队，编号：士字第 20150138946，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依讯服饰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旧注册号：440106300084307，注册号：

4401066003148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依讯服饰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1066005017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新沐服装商行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440111601274091，编号：S11

92014022211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俊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 ，税号 440106331471595，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美咖文化传媒(广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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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蒂菲服饰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83593725241H，

编号：S25120140166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裕冶赫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 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83MA59A40E4R 编号

S251201502168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建辉遗失注册在深圳的建筑工程中级专业

技术资格证，编号粤中职证字第 0102052000030

号，发证日期 2002-3-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胡圆圆不慎遗失初级会计师证，证号：11290

15100330，发证日期：2011-08-3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广州礼尚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P1WE1M）

经股东会决定终止经营并申请注销。 请有

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

来办理有关手续。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善元堂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遗

失已填开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抵扣联） 2 份， 代码：4400183130， 号码：

20072806； 代码 ：4400183130， 号码 ：

20072454；已填开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联） 1 份，代码：4400174320，号码：

46632219，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经广州市闽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会研

究决定， 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减资为 500万元人民币。自 2019年 4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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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禾氏婴幼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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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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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花都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定于 2019年 5月 31日上午 10时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东大道 97 号别墅区商

业楼 1号 305室公开拍卖：

1、花都区迎宾大道 168 号 A 区 B 小区厂房第一层的租赁权，租期：6 年，面积约：1431m

2

，起拍

价：24327 元 / 月， 租金每年递增 3%， 保证金：80000 元。 标的竞拍条件请致电详询我行， 电话：

020-86977012。 标的展示期：2019年 5月 27-29日，地点：标的现场。

有意竞买人请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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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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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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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花都拍卖行

2019年 4月 30日

遗失声明

海丰县金廷假日酒店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

普通发票， 发票代码:4400174320， 发票号码:

88707354、8707355、88707356、88707357、8870

7358（五张都是第一联），96138940（第二联）已

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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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起发行最新版人民币

主图案等相关要素不变，提高防伪能力，此次发行不含100元与5元两种面额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昨日，央行官网发布

消息称，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8月30日起发行2019年版

第五套人民币50元、20元、10元、1元纸币和1元、5角、1

角硬币，发行后与同面额流通人民币等值流通。

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

币50元、20元、10元、1元纸币和1元、5角、1角硬币，在保

持现行第五套人民币主图案等相关要素不变的前提

下，对票

（币）

面效果、防伪特征及其布局等进行了调

整，采用先进的防伪技术，提高防伪能力和印制质量。

1999年10月，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第五套人民

币。 2005年8月，发行了200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部分纸

硬币。 迄今为止，50元、20元、10元、1元纸币和1元、5

角、1角硬币已发行流通十多年。

为什么新版本的人民币唯缺5元和100元面额的

纸币？ 人民银行表示，2015年11月，已发行新版100元

纸币，其防伪能力和印制质量明显提升。 另外，中国人

民银行近年来持续加大货币印制新技术的研发力度，

为提高人民币防伪能力和流通寿命，目前选择面额较

低、 流通量较小的5元纸币进行相关新技术的应用研

究，其发行工作另做安排。

人民银行表示，已组织金融机构及现金机具企业

开展升级筹备工作，确保发行后银行现金机具可识别

新版人民币。

纸币特征 ：

2019年版第五套

人民币50元、20元、10元、1元纸币

调整正面毛泽东头像、装饰团花、

横号码、 背面主景和正背面面额

数字的样式， 增加正面左侧装饰

纹样， 取消正面右侧凹印手感线

和背面右下角局部图案， 票面年

号改为“2019年”。

50

元纸币 、

20

元 、

10

元纸币 ：

正面中部面额数字分别调整为光

彩光变面额数字“50”“20”“10”，

取消全息磁性开窗安全线， 右侧

增加动感光变镂空开窗安全线和

竖号码。

1

元纸币：

正面左侧增加面额

数字白水印， 取消左下角装饰纹

样。

1

元硬币：

直径由25毫米调整

为22.25毫米。正面面额数字“1”轮

廓线内增加隐形图文“￥”和“1”，

边部增加圆点。 材质保持不变。

新版1元硬币变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