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健豪制帽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黄连英缴存 2002年 5 月至 2014 年

2 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1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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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责字

〔2019〕601号《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 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

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南

沙管理部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

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 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自送达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5月 16日

遗失声明

本人刘丽冰遗失广州城市合作银行股权证，

股东号：G000615， 股权证编号：NO.018615），现

声明自登报之日起作废无效。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东昊泽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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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0184130，号码：16543060、16543061，已

盖发票专用章,现声明作废。以原税凭证复印件盖

公章作为抵扣。

遗失声明

希杰（青岛）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不慎

遗失由佛山市卜蜂莲花咨询有限公司三水分公

司开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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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791

86�，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希杰（青岛）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不慎

遗失由汕头市卜蜂莲花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具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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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17964，已填

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希杰（青岛）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不慎

遗失由广州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司开具的

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1 份，发票

代码：4400184130， 发票号码：16994552， 已填

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刘全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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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0024400008000201702211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

号：914401016184273057，遗失广东增值

税普通发票， 代码 044001800105， 号码

01724098，联次二联，已填开，已盖章，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汇华酒店有限公司科学城酒店管理

分公司遗失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 3 份，发票代码

044001800104， 其中发票号码 07029789 发票

联，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发票号码 068790

04,06879005，空白发票，未填用，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弘迅通信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广东

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账联、发票联）5 份，发

票代码：4400121620，发票号码 025239

77-02523981，已填开，已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润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代

码号：91440101753472942B，遗失广东省地方税

收通用发票，代码：244001405001，号码：086628

71、08662872、08662873，联次：记帐联、发票联，

未填开，未盖章，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四季红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KE7

B9T，编号 S25120180555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邹喜丽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遗失本人

的“广州市自来水公司工作证”，编号 22035A，现

宣布此证无效，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大龙梁发中蔬菜档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BD

RW12D，编号 S�2692018023396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睿麦珂广告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

值税专用发票 6 张（发票联、抵扣联）发票

代码 4400184130，发票号码 26867392-

26867397，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申飞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530434266

7A编号 S051201503916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疯狂烤鱼餐厅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 440121600883985，编号 S21920

16000376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穗邦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遗失粤

ABZ709 营运证 IC 卡，编号 003145368�，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易良农业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UK6D81，

编号 S11120180237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月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遗失已填

开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抵扣

联）1 份，发票代码：4400183130，发票号

码：06993854，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商业险发票

1份（发票联），流水号：04400180010405247736。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鸿泰兴后勤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各一），许可证编号 JY34401160

040625(1-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军惠建材商行遗失公章一枚 ，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埔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空白收据

1份（一式三联），收据号码 11392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莞市大岭山运圣电子机械配件加工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1900L387

58055Q编号 02175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谢永康遗失中国海南海花岛收据 3

张，房号为 2 号岛 263 栋 906 房,收据编号

0056795， 金 额 9659 元 。 收 据 编 号

4042666， 金 额 9659 元 。 收 据 编 号

1001584，金额 48296 元。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林万善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海花岛的收据两

份， 房号：2 号岛 260 栋 908 房， 金额为：

64239 元（2015 年 12 月 28 日）、257 元

（2016 年 2 月 1 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拓泰电脑软件有限公司遗失已填

开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抵扣

联）一份，发票代码：4400183130，发票号

码：29767878，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群英精密橡塑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合正

建筑物鉴定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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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0181130，发票号码：09460167，已盖发票专

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本人吴志全遗失广州市自来水公司工作证，

工号：10124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何汶翰遗失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来穗

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开具的广东增

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一份，发票

代码：4400163160，号码：00171850，已盖

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君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

已填开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联）1

份，发票代码：144001824660，发票号码：

02583758，已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李福泉遗失广州白云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多经履约保证金收据，收据单号不详，总

金额 25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雅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401060000890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雅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国税税务登记

证副本，粤国税字：4401067418606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忠信镇心新发屋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16236001439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忠信镇天长地久婚纱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416236000708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门县永汉镇勤姨农庄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324MA4WKCL92F，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茂名河西利众杂品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902MA4WBLEU

5U，声明作废。

茂名市电白区民政局公告

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 茂名市电白区沙院镇润儿幼儿园经我局

批准成立登记，现予公告。

名称:茂名市电白区沙院镇润儿幼儿园。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2440904MJL958865J。 法定代表人:

谢玉娟。业务范围:学前教育。住所:茂名市电白区

沙院镇木苏村(西片 1号)。 开办资金:人民币叁万

元整。 业务主管单位:茂名市电白区教育局。 登记

时间:�2019年 5月 5日

茂名市电白区民政局

2019年 5月 13日

遗失声明

英德市英城 24 小时便利店遗失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 税号：44182219730725141802，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许琦服装店遗失地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92440101MA59HCHQ0C，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忠信镇焕清花灯销售中心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416236000849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南昆山邮政综合业务代办点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13246000530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士子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TP2K8J， 编号：

S1292018007202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莞市茶山点点秀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1900606798406，编号：0347746，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佛山市禅城区亿欣荣制衣厂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880041620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黎芷含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父亲：黎永文，

母亲：吴小梅，出生日期：2014 年 8 月 8 号，出生

证编号：0441594710，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

祎

阁诗扬公关顾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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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智富汇通幕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BDTJ901�）经股

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壹仟万元减至

人民币伍拾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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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宜峰厨具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汪小生缴存 2007年 4 月至 2015 年

12 月住房公积金 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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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核通字

〔2018〕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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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自本核查通知

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异议并附上相

关证明资料。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5月 16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港日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鲁明缴存 2016 年 5 月至 2016 年 6

月及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3 日住房公积金

65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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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8〕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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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自本核查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

日内提出异议并附上相关证明资料。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5月 16日

清算公告

广州南派壹涮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1MA59G0QN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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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俊印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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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弘美服装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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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晖盟（广州）服装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 规定为黄汉标缴存 2011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68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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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责字

〔2019〕600号《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 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

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南

沙管理部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

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 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自送达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5月 16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鼎峰服装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梁润清缴存 2008年 6 月至 2011 年

2 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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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核通字

〔2018〕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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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6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工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黎桂森缴存 2016年 4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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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核通字

〔2018〕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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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6日

清算公告

广州市越秀区蕾蕾食品店（普通合伙）合伙

人决定，停止企业经营活动，于 2019�年 4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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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企业清算小组

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

后， 本企业将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 2019年 5月 16日。

清算公告

广州市增广贤眼科医院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定终止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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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

减资公告

广州观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06MA59BEYGX3） 经股东会决定，

公司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减至 300 万

元， 自 2018年 4月 16日起公司清理债权债务。

请有关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到我公

司办理手续，特此公告 。

清算公告

广州贝儿母婴护理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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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销注销声明公告

珠海市兆科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400066717266M， 于 2017 年 1 月 21

日在珠江晚报第 02 版刊登注销声明，并于 2017

年 1 月 19 日在珠海市工商局核准清算组备案，

备案号:香洲备通内字[2017]第 zh17011900306

号。 现公司股东决议决定撤销原清算组备案，公

司停止清算，恢复经营活动。 特此声明。

撤销声明

广州市卡淇服饰有限公司，注册号：4401260

00394393，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在广州市天河

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清算组备案， 备案号：

（穗）登记内备字【2018】第 26201811155190 号。

现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撤销原清算组备案，公

司停止清算，恢复经营活动，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经广州中网日化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研究

决定，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850 万元人民币减资

为 10万元人民币。自 2019年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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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单位遗失 2014 年 05

月 12 日由广州市组织机构

代码管理中心颁发的代码为

30453847-5 的代码证（正、

副）本，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 广州铭致服饰有

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石夏路 181 号 307 房

减资公告

经广东缘见珠宝有限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

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减资为

10万元人民币。 自 2019年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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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育仁文化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PM6

69C，编号：S06120190539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飞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C05

V2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运输证号穗交

00012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C86

B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运输证号穗交

00048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D07

076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

交 00221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D09

117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

交 00225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D19

08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

交 00294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D52

186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

交 00331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D68

671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

交 00370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D75

165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

交 00350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D71

856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

交 00350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D41

476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

交 00354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飞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D73

051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

交 00386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飞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粤 AD57

840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 运输证号穗

交 00386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今遗失打铁基融福大厦 602 押金单一张，单

据号码为 8760217,现声明作废，声明人:朱大勇，

身份证 152301197710081511。

遗失声明

张洲， 遗失学士学位证书， 证书编号：

1149842012001522，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丽悦餐饮有限公司（注册号：4401062

0366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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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霞，温文丽，负

责人：郑霞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品来餐饮店遗失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

U5547N，编号 S1292018007251G，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信宜市顺信医养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983MA5128QP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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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白云区伟良武昌鱼养殖专业合作社

企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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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企业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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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宏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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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单位遗失 2011 年 06

月 24 日由广州市组织机构

代码管理中心颁发的代码为

73717767-9 的代码证正、副

本，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广州市宜仕电器有

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机场路 138 号新兴发广场 12

座 108 号

减资公告

广州市广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101MA5AXK333M) 经股东研究决

定，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减资为

10万元人民币。 自 2019年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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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嘉元食品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陈嘉静、杨钦杰等 2 人缴存住房公

积金投诉案（详见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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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560-561 号

《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本决定书送达

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番禺办事处办理

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

送达起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5月 16日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560 号，陈嘉静，

1796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561 号，杨钦杰，

1772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新晨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梁燕云、卢似娇等 2 人缴存住房公

积金投诉案（详见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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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穗公积金中心南沙核通字〔2019〕104 号、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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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6日

穗公积金中心南沙核通字〔2019〕104 号， 梁燕

云，1458元

穗公积金中心南沙核通字〔2019〕105 号， 卢似

娇，984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华鸿油品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陈亚剂等 3 人缴存住房公积金投诉

案（详见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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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金中心南沙核通字〔2018〕1687 号、〔2018〕

2466 号以及〔201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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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6日

穗公积金中心南沙核通字〔2018〕1687 号，陈亚

剂，29453元

穗公积金中心南沙核通字〔2018〕2466 号，韦斌，

15822元

穗公积金中心南沙核通字〔2019〕109 号， 尹耀

辉，7897元

公 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现对已办理变更登记的民间组织单位予以

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华洲实验学校（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524401055583568662，住所：广州市海珠

区华洲街华洲路 96 号，法定代表人：姜庆洋）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变更法定代表人， 变更前：姜

庆洋，变更后：林增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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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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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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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增加拍卖以下标的：

一、花都市新华镇（现花都区新华街）建设路 4号金科大厦 501房、502房、601房、701房（4个房地产

权证），建筑面积合计：2403m

2

，起拍价：13207809元，保证金：300万元；

二、花都梯面市场 C幢自编 1号、2号二层商铺 4年租赁权及狮岭镇东升路皮革市场 98 号、102 号三

层商铺 4年租赁权；

三、 旧机动车 9 辆， 车牌号： 粤 AT4453、 粤 A2768S、 粤 AVC210、 粤 AVC321、 粤 AG4912、粤

AU566V、粤 A785SV、粤 AH2717、粤 A468SC（9个标的）。

标的详情、竞拍条件可关注 "花都拍卖行 " 微信号查看或致电我行，电话：020-86977012。 标的

展示：2019年 5月 28-29日，地点：标的现场。

有意竞买人请于 2019年 5月 30日前携带携带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两份、保证金汇款单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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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金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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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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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6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华鸿油品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陈颂豪、郭运楠等 8 人缴存住房公积金

投诉案（详见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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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金中心南沙责字〔2019〕1 号、603 号至 609 号《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南沙管理部办理补缴手

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送达之日起 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送达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5月 16日

穗公积金中心南沙责字〔2019〕1号，陈颂豪，5525元

穗公积金中心南沙责字〔2019〕603号，郭运楠，15854元

穗公积金中心南沙责字〔2019〕604号，周炜杰，18357元

穗公积金中心南沙责字〔2019〕605号，廖玉华，18777元

穗公积金中心南沙责字〔2019〕606号，张毅，20630元

穗公积金中心南沙责字〔2019〕607号，冼振宇，13459元

穗公积金中心南沙责字〔2019〕608号，张华敏，22998元

穗公积金中心南沙责字〔2019〕609号，黄德才，10980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临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黄志强缴存 2016年 9月至 2017 年

11 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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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催字

〔2019〕462号《催告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本催告书送达

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南沙管理部办理

补缴手续。 如对本催告不服，你单位有权自本催

告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我中心陈述和

申辩。 逾期仍不补缴的，我中心将依法向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5月 16日

广东崇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晚 7 点及 5 月 23 日上午 9 点始全天，在广州

市越秀区流花路 120 号东方宾馆会展中心及 8 楼南国厅公开拍卖书画、油画、瓷器、杂

项、玉器等共计 2018 项拍品，展示地点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 120 号东方宾馆会展中心，

展示时间：2019 年 5 月 21-22 日（21 日 9:00-21:00；22 日 9：00-18:00）有意竞买者请

于 2019 年 5 月 21-23 日携带身份证明原件（单位须携带企业授权委托书）到本公司展

拍现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公司网址：www.gdczpm.com

联系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 71 号东方文德广场 A栋 24 楼

联系电话：020-83394856 传真 020-83327253

广州发展从化明珠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园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项目接入

系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广州发展分布式能源站管理有限公司委托环评单位编制的《广州发展从化明珠生物医药健康产

业园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项目接入系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报告表”（征求

意见稿）已基本编制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

公开指南（试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将该项目有关环境影响信息向公众公开，欢迎各

界人士提出环境保护方面的宝贵意见。

“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全本公示详见附件，公众可查阅报告全本内容，若对该工程环保问题有意

见、看法的公众，可以信函、电子邮件、电话或者按照有关公告要求的其它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

托的环评编制单位及时反映。 同时请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能够及时回复您的意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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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途径

“报告表”（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见 https://pan.baidu.com/s/1S2U0YrFLY_-jZUpj-bXFdQ�

（提取码：m9e8）；如需查阅纸质“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全文可到我公司查阅，请提前与我公司联系人

电话联系。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以项目厂址为中心区域，自红线外延 500m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其它组织。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见 http://www.eiafans.com/thread-1220112-1-1.html。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下列方式对项目提出意见和建议：①填写公众参与意见征询表；②给我公司致电、发邮件等。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参与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 5月 6日 ~2019年 5月 17日，共 10个工作日。

建设单位名称：广州发展分布式能源站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号发展中心大厦 2905室

联系人：戴先生 联系电话：020-37850379

邮箱：daiwei@gdg.com.cn

2019年 5月 16日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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