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堤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8100923105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东来阁娱乐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广

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存根联）1 份， 发票代码

4400174320，发票号码 27525577；遗失空白的

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存根联、发票联）1 份，发票

代码 4400174320，发票号码 27525642，未填开

未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黄强（身份证 440824197410102738)、黄玺

恒（身份证 440603200101155010）遗失广东省地

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 - 两联打孔式），发票代码

244011509010，发票号码 03804742，已填开，已

盖章，申请遗失，不作废，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动物卫生监督所人和镇分所

法人证（12440111455385402L）遗失广东省行政

事业性收费统一票据的存根 50 份， 票据编码

401013 起止号码 AD06248651-AD06248700，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城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由广州

顺丰速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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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0191130，发

票号码：8322847，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

李康富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

号：JY144010501712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益元春茶叶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和副本，注册号：4401036004210

8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5

QTE2P，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吕才护肤品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300MA5D

JJ8Y2Y核发日期 2016年 8月 19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雅柏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遗失地税税务

登记证正本， 地税粤字 440105714257369 号，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冬辉无纺布针刺棉厂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05600097107�，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遗失

已填开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

票联）1 份，发票代码：4400183130，发票

号码：28809158，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珞氏伽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3MA59BL

9E3Q编号 S26120160024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建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360005685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唐山铁山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广东芬尼

科技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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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0181130，发票号码 12626561，已盖发

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寻人启事

广东工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直联络劳

世豪（身份证：4409821984****2156）无果，现寻你

速回司办理相关事务，电话 020-37814082。

遗失声明

广州合和兴茶业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

可证，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塞坝口支行，核准号:J58101691223

01,账号：3602024909200183357;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纽时大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BT388Y�，

编号 外 S0102016001458（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 2015 年 04

月 27 日由广州市组织机构

代码管理中心颁发的代码为

77333134-6 的代码证正、副

本，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 广州市天河全鑫

建材经营部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车陂路美景花园 B 梯 102 房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全鑫建材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10621031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全鑫建材经营部遗失国税证正、

副本， 国税号 440106773331346遗失地税证正、

副本，地税号 440106773331346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东高迅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H7E99N)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公

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2 亿元人民币减资为 5000 万

元人民币。自 2019年 5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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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南瑶族自治县大麦山镇白芒村第十经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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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601002010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连平县上

磜

坑种养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3441623MA4XA48K4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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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

遗失声明

曹良华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40108600178925，编号：S0892015009874G，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吕锦源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

号:440582600543449，现声明作废。

寻亲启事

2006 年 03 月 19 日早上 8 时， 在阳西县织

篢

镇冲口村委会附近的高速桥下发现一名女弃

婴，当时女弃婴用一个纸皮箱装

着，身上没有其他特殊特征。 由

好心人回去抚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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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2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铧渝美百货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RFWB

79，编号：S2592018004935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门市合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广东

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400191130，发票号

码：1194240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汕头市瑞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本，税号：440515081245527，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美姬（广州）美容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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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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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电白区坡心镇中英文幼儿园经我局

批准成立登记,现予公告。 名称:茂名市电白区坡

心镇中英文幼儿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9

04MJUL9588818。 法定代表人:梁日红。 业务范

围:1.专业范围:教育。 2.办学层次:幼儿园 3.学制:

4年 4.办学形式:全日制 5.办学规模:5 个班 6、招

生区域:坡心镇。 住所:茂名市电白区坡心镇圩头

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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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 茂名市电白区民政局 2019年 5月 20日

遗失声明

魏玉凤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份， 注册号：

441521600434353，证照号码：1001295445，声明

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天之德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01MA59MYQ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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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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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鑫鹰汽车零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查实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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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催字

〔2019〕1-1号《催告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催告不服，你单位有

权自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我中心陈述和申辩。

逾期仍不缴纳罚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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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陶氏鸡公煲餐饮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JY24401050066523

（1-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赵淑娟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40101MA5AGFMC1A，编号 S0592016008

957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慧玲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5600275138，编号 S0592014010174G，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娜伟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440101MA5AFLYW2D，编号 S05920160

02843G，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诚鑫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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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健迪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为：J58100869447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黑羊喷画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74355487

2G，编号：S06120140712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一鼎水果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执照编号 S0692015052558，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2440101MA5Ａ7ＸCQ26，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意柯建筑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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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大类

喂养系列

包括温奶器、煮蛋器、电炖锅、电水壶、

料理机等生活小家电；

目前母婴家电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大类

健康生活系列

第一大类

洁净衣物系列

包括冰箱、空调、空气净化器、净水器

等与生活环境相关的家电；

包括洗衣机、干衣机、消毒机等家电。

责编：苏广华 美编/制图：林燕芳 校对：叶春晖

家电企业盯上母婴市场“肥肉”

业内统计显示，2018年母婴市场总规模达 3.1万亿元

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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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刘 莉）

近年来

家电行业销售疲软， 家电企业不断挖

掘细分市场以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 嗅觉敏锐的家

电企业开始迅速瞄准母婴家电这片蓝

海。业内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母婴市

场总规模高达 3.1 万亿元， 走安全、健

康等高端路线的母婴家电产品也迎来

高速增长期。

母婴家电占比大幅增长

据近期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

公布的数据，2015 年二孩政策全面放

开后，2016 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增速达

13%；同样二孩的出生数量增长趋势也

十分明显， 出生数量从 2016 年的 721

万增长至 2017 年的 883 万， 增幅超

20%。

政策红利给母婴消费带来广阔的

市场空间。易观智库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8 年整个母婴市场总规模高达 3.1

万亿元， 母婴市场蛋糕非常大， 包括

吃、 穿、 用等各个领域， 而家电作为

“用”这个领域的细分市场，发展前景

也不可估量。

记者了解到，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

母婴家电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大类是

喂养系列，包括温奶器、煮蛋器、电炖

锅、电水壶、料理机等生活小家电；第

二类是健康生活系列， 包括冰箱、空

调、空气净化器、净水器等与生活环境

相关的家电；第三类是洁净衣物系列，

包括洗衣机、干衣机、消毒机等家电。

据中怡康零售监测数据， 电炖锅

作为喂养类母婴家电的典型代表，

2019 年一季度线上市场， 具有母婴功

能的产品零售额占比达 7.8%， 同比增

长高达 95%，产品价格涨幅超 30%，远

高于整体市场涨幅的 4.2%。 又如健康

生活系列中的代表空气净化器， 空气

净化器产品在 2019 年一季度均价为

1510 元， 而主打母婴功能产品市场均

价为 2136 元， 价格超出市场均价 600

元。

家电企业纷纷进行布局

母婴用户重品质、轻价格，对企业

而言， 走高端品质路线更能贴近消费

者心理。 家电巨头们自然不会放过这

个风口， 争先恐后的开始布局母婴市

场。

2017 年 5 月海尔就推出成套的母

婴家电系列，这个系列涵盖空调、洗衣

机、洗碗机、空净等 11 种家电产品；美

的、三星、TCL、格兰仕、海信等龙头企

业也相继推出母婴家电新品，从冰箱、

洗衣机、干衣机等大家电到电炖锅、电

暖器、 空气净化器等小家电等都进一

步推动母婴家电市场的蓬勃发展。

记者多方采访发现， 凡是加载了

母婴功能的产品无一例外主打功能均

是安全、健康，其次是人性化、智能化

等。电炖锅主打的隔水柔炖功能、空气

净化器的防夹手功能、 加湿器的银离

子抑菌功能、电风扇的安全无风叶、电

暖器的全身防烫罩以及全身无棱角设

计等， 全方位为宝宝消费考虑的特征

十分明显。

家电资深观察人士刘步尘在接受

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 母婴家电

热兴起， 也跟这一代的消费主体是是

80 后、90 后有关， 跟上一代的父母相

比，他们对母婴产品的品质需求更高，

对线上消费更热情。 不过，他同时也指

出， 目前母婴家电行业生态还不十分

完善，品牌集中度低，行业急待出台相

关标准来规范发展。

据新华社电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

展司司长闻库 21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 我国

5G 产品日渐成熟，系统、芯片、终端等

环节已基本达到商用的水平， 将继续

推动技术成熟和应用发展。

工信部称，目前，国内已经明确了

5G 中频段频率规划及试验频率，制定

了相关分配方案， 基础电信企业陆续

发布 5G 部署相关计划，积极开展 5G

试验，推进网络建设。

闻库说， 在产业界各方的共同努

力下，目前 5G 技术和产品日趋成熟，

系统、芯片、终端等产业链主要环节已

基本达到商用水平， 具备了商用部署

的条件。

下一步， 工信部将不断完善政策

环境， 支持相关运营企业开展网络建

设，推动相关企业加强协作，营造 5G

应用发展的良好环境。 在加快 5G 产

业链成熟的基础上， 支持开展 5G 的

增强技术研发试验， 为后续发展打好

基础。

闻库说，多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参

与全球通信标准组织、 网络建设和产

业推动， 为全球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

做出贡献。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完善

市场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一贯要求特别是在外投资的中国企业

一定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 同时

也非常希望各个国家能够平等、 公道

对待中国企业， 一起共同促进全球移

动通信产业健康发展。

我国5G基本

达到商用水平

将继续推动技术成熟和应

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