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伟伦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值

税专用发票 1 份(抵扣联和发票联)代码 4400184

130号码 00713944已填写已盖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利士风汽车有限公司王勤跃， 遗失待

查金单一张，编号 00193834，方杰，遗失待查金单

一张，编号 0019383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益健中医门诊部，税号 44018177838

5778，遗失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一联普通

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244001504001，发

票号码 38116440，未填开未盖章，开具发

票方，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余爱红遗失凯华地产（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税号：91440101731584118M）开具的广东省地

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一单联平推式）四份，发票

代码 244011507060，发票号码 06235306、08736

282、07609620、02899798。已填用，已盖发票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余爱红遗失凯华地产（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税号：91440101731584118M）开具的广东省地

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一单联平推式）四份，发票

代码 244011507060，发票号码 00609642、03173

294、03361643、06425730。已填用，已盖发票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佛山市正一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公

司遗失已填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抵扣联）1 份， 代码 4400183130， 号码：

04740179，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凤凰园艺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KLF81W

编号 S0392015014541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萝岗区丰禾包装饮用水经营部遗失

空白广东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手工发票（百元版）

25份（存根联、 发票联、 记账联）， 发票代码：

144001503133，发票号码 02515176-02515200，

未填开未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遗失广东增值

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贰份，发票代

码：4400182130， 发票号码：07556457、

07556458，已填开，已盖发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本人张雪平，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海花岛，2 号岛 279 栋

1215号房的房款收据两张，收据编号：HHD2181

119、金额 :32247 元，编号 :HHD0038404、金额 :

33247元。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广东广州从化石坑加

油站遗失《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副本，证号：

440184201600001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广东广州从化温泉加

油站遗失《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正本，证号：

440184201600003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龙燕芳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R6KK91， 编号

S0592017014863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邓锦洪遗失由广州市海珠区素社街道社区

服务中心（广州市海珠区素社街道劳动和社会保

障服务中心） 开具的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

（电子）， 发票代码 244011207990， 发票号码

02169585，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奥固弘玻璃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

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1 份，发票

代码 4400181130， 发票号码 08805450，

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国盈医药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的

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 发票联）2

份，代码：4400174130，号码：30398463、

30398361，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德才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已遗失《中

介服务三方协议（租赁）》编号：A0034751；现声明

以上合同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石油企业集团广州番禺平山加油站有

限公司遗失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正本，号码：

44011320160000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兴正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遗失空白

的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定额发票（5 元）

500 份，代码 244001500431，号码 23432

201-23432700，未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林楚宏遗失广汽传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开具

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代码：1440019241

60，发票号码：003602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车辆合格证，合格证编号 WET10

8330147000，车架号 LMWDT1G81K1021

624，发动机号 F694217，销售店名：广汽

传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珍视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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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72

465，已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东呈斯意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

MA59LD3H2D，编号 S06220170174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万达文化旅游城投资有限公司：本人廖

小平、 伍冠辉购买花都区叶榕街 3 号雪域华府

(B1 区 4 栋)1003 房人民币贰佰叁拾壹万贰仟玖

佰陆拾元整，小写(2312960 元)并取得等额收据，

收 据 号 为 0065554；0069594、0069595、00741

17、0076181，因以上票据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巨拳国际控股（广州）有限公司遗失百

度（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开具的值税

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1 份，发票代码：

4400173130，发票号码：47656086，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家城便利店(经营者:吴永城)遗

失《工商营业执照》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TCHT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英德市东华镇水金商店遗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44022819681014631600.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哈希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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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李生生便利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H8A618

编号 S0592015044850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小飞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056006957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忠信镇周记商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416236000899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斗门区斗门镇创业服装裁缝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4036002630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紫金县鸿泉源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3441621MA4UN62C4W）经成员大

会决议，拟向合作社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

算组由李仕源、刘子梅（负责人）组成，请债权人

于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

报债权。 紫金县鸿泉源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9年 5月 8日

遗失声明

斗门区斗门镇盈富服装裁缝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4036001690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荣兴牛奶便利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 注册号：440121600957723， 编号：

S2192016012229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紫金县义容镇盛业木材加工厂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4416216001867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 2004 年 04

月 27 日由广州市组织机构

代码管理中心颁发的代码：

74186751-7 的代码证正、副

本，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 广州市逸远通讯

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

广州大道中路 179 号 203 房

遗失声明

广州市逸远通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102200092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国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合同一份，

编号：19-GT-0000780，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东沃洁环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40605MA4ULLER3M） 经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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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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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组联系人： 孔庆江 ， 电话 ：

13392231928。 特此公告

清算公告

广州耿苍汽配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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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项目名称： 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 1.5万吨 / 年

树脂装置柔性化技术改造项目

建设地点：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七迳镇乙烯厂西

南侧公路边，

中心经纬度：E110.953766°，N21.565831°。

建设内容：建设单位拟在呈驰厂区内进行技术改

造，新增 1 条生产线；主要原料为苯乙烯、丁二

烯、异戊二烯，产品为 HSBR、SIS、SBS。 项目产

能为 15000 吨 / 年，年开工时间 8000 小时，操作

弹性为 7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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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 吴工，

0668-2232177；

公示期限为 2019年 4月 28日起 1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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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

http://www.mmht.gov.cn/zdinfo.php?cid=875�

遗失声明

黄新虎遗失遗失广州锐志文化科技有限公

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6 份，发

票代码：4400173350，发票号码：02873246-028

73248，02873187-02873189，已盖发票专用章；

遗失广州锐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房屋销

售专用收据 7 份，内容如下：收据编号 0506991，

交款内容：定金 3万元；收据编号 0567204-0567

209，交款内容每份均为：转移登记费 550 元及房

产证印花税 5元；遗失广州市景耀房地产中介有

限公司开具的广州市黄埔区锐丰三街 4 号 2210

服务费（锐丰中心项目）专用收据 1 份，收据编号

0212282，金额 164645元；广州市黄埔区锐丰三

街 4 号 2202服务费（锐丰中心项目）专用收据 1

份，收据编号 0212283，金额 164645 元；广州市

黄埔区锐丰三街 4 号 2212服务费（锐丰中心项

目） 专用收据 1 份， 收据编号 0212284， 金额

165641元，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永成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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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特此

公告。 2019年 5月 8日

清算公告

广州市君璐轩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017534551147）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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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市越运二号商业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440101M5AU0ELXD） 股东会决

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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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市越运一号商业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U0GF33）股东会决

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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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声明

广州普濑斯化工有限公司， 税号：

914401060803668966，从 2019 年 5 月 8

日起注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证书编

号：穗天 WH 安经（乙）字【2014】00186 号

（14）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美华实业（广州）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菜千亩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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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玲遗失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742

号 AEC 汽车城项目的收据两张， 编码是 ：

0080141,0079778，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弘智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101MA5ALJGU9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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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皮卡丘餐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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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鸿骞服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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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国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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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联资牛仔服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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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许培杰， 遗失证号为 025142 人民警察

证一个。

遗失声明

麦妤馨（女）遗失出生证，母亲：巫露露，父亲：

麦波，编号：O4400915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凯洛酒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2596178714Q，编

码：S1212015006114（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团体人身险

投 保 单 K000511700003569，K0005117000244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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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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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多家银行下调首套房贷利率

专家：刚需买家可择机入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莎琳 ）

日

前， 全国多个城市的房贷利率进行了

调整， 首套房贷平均利率连降 4个月，

已回归至去年 4 月份水平。 在这一趋

势下， 广州四大银行房贷利率虽然没

有明显变化， 但近日华夏银行、 招商

银行、 中信银行等首套房贷利率从上

浮 10%降至上浮 5%。 业内人士表示，

从宏观角度看 ， 货币、 财政双宽松政

策在持续， 房地产的分城施策也趋向

微宽松， 和楼市相关的基本面利于市

场行情， 刚需买家可考虑入市。

多家银行下调房贷利率

据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监测数

据， 2 月全国二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99%， 较上月回落 3个基点， 已连续

4 个月回落， 并在时隔 8 个月后首次

回归至 6%以下水平。 3 月全国首套房

贷款平均利率为 5.56%， 也是四连降，

已回归至去年 4月份水平。

从目前来看， 全国房贷利率确有

回调的趋势， 广州也不例外。 据乐居

调查显示， 广州四大行的房贷利率并

没有明显变化， 首套还是上浮 10%，

二套上浮 15%。 出现这种情况的还有

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此前在广州的房

贷利率都不算低， 上个月首套、 二套

房贷利率都是上浮 15%， 但本月首套

房贷利率仅上浮 5%， 二套房贷利率上

浮 8%~10%， 该行工作人员表示， 如

果是资质好的客户， 首套房贷利率可

以做到基准利率。

此外， 广州还有多家银行在本月

下调了房贷利率。 中信银行首套房贷

利率从上浮 10%降至上浮 5%， 二套房

贷利率从上浮 20%降至上浮 15%； 恒

生银行首套房贷利率从上浮 10%降至

5%。 另外， 邮储银行、 广州银行等的

房贷利率都有小幅度的下降。 汇丰银

行二套房贷利率从上浮 5%调至上浮

10%。

除了房贷利率的下调， 各银行的

放贷速度也提升了不少。 此前额度紧

缺、 放款时间不确定的情况“一扫而

空”， 大部分银行 1 个月内就能放款，

其中广发银行、 中信银行、 华夏银行

等手续齐全后 1 周就能放款， 而广州

银行、 交通银行可以达到 3~4天放款，

兴业银行甚至可以在拿到房产证后当

即放款。

刚需买家可考虑入市

2019年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基调是

进一步满足有刚需和改善性需求用户

的合理住房需求，严格管控投机性购房

行为。 因此，在房地产金融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预计今年主要城市的房地产供

应量相对稳定，房贷利率将整体上稳中

有降。 有专家认为，刚需买家可以择机

入市。

地产专家邓浩志表示， 目前是买

房时机， 尤其是刚需买家需要抓紧。

从宏观角度看， 货币、 财政双宽松政

策在持续， 房地产的分城施策也趋向

微宽松， 和楼市相关的基本面利于市

场行情。 从具体市场行情看， “小阳

春”、 “小长假” 期间交易持续回暖，

比如珠三角的主要城市， 都录得成交

放大、 库存减少的趋势。 从个别板块

考虑， 房价还处在低位回暖的阶段。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表示， 对于广州市场来说， 当前

潜在的购房需求较多， 房贷利率下调

便是一个较好的消息。 实际上今年银

行贷款资金相对比较充裕， 这个时候

银行贷款政策都会有所松动， 有利于

购房需求的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