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电白县观珠镇好运来超市遗失国、 地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粤税字：440923197904225470

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房世纪（广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国

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番禺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025

代开发票代开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抵扣联）一份，发票代码：4400191160，发票号码：

01375884，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万味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W7G

B00，编号 S05120180112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广康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遗失

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和发票联）1

份， 发票代码 4400174130， 发票号码

16415004，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金莎美容美发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遗失广州市沙东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开具

的广东省广州市地方税收税控专用发票

（发票联）1 份，地税监 440110363，查询号

码 191354953965,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味在汤骨头饭餐饮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编号：S1192018035515G，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Y38A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彭光辉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0

6600690424，编号 S0692015065036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纬清于 2019年 6月 4 日遗失身份证,证号

4401071974092103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中油南岗盛发加油站遗

失已填开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发

票代码：044001850107，发票号码：36646

099-36646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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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份（发票联），流水号：440017332044765822 至

44001733204476582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君清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KQMR6F 编号

S0492017018751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邱桥春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遗失第二代身

份证，证号：430426198212225159，不承担他人

冒用后果，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佐登妮丝(广州)美容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富园店遗失卫生许可证， 粤卫公证字

(2015)第 0111C00050 号，地地：广州市白

云区富园路 54 号商铺，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和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KDPR14，

编号 S041201800843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营者：黄国星，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 440104600837984，编号 S049201402

6859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开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国际

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省地方税收通

用发票（电子）发票联 2份，发票代码：244011307

990，发票号码：14077841，发票代码：244011107

990，发票号码：10083861，已盖发票专用章，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萝岗区长贺士多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HNTM

5N，注册号 44010830700141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德邦快递遗失由广州富德润换热设备

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

(抵扣联和发票联) 代码 4400191130 号码

16949017 已填写已盖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陈则霖奥康鞋店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 纳税人识别号

43100319860416561203；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40106601179629，编号：S06920

1506731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荣耀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遗失空白

未填开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 3 份， 发票

代码：4400174320，发票号码：47908029-

47908031，未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嘉音讯通讯有限公司遗失佛山市

润珩商业有限公司遗失开具的广东增值税

专用发票（发票联、 抵扣联）1 份， 代码：

4400183130，号码：32971645，已盖发票

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格弟服饰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58568075XY，

编号：S04120140289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新逃餐厅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N36QX0

编号：S062017067891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山些服装辅料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QH

XH1N，编号：S0592017013592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家泰装饰材料经营部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

A8208XR，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科技恩喜桶装水经营部遗失地

税（正、副本），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粤国地税字

43061119811202557800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科技恩喜桶装水经营部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06600712198，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多福桶装水经营部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4401066006857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汇喜源桶装水经营部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40106600555188，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顾世友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3600793126，编号：S0392014030694G，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荣汝鞋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 440126601419029，编号：S26920150

4337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化州市阿凤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 4409826002164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廉城林燕霞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8816000649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遂溪县河头中南电器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08236000817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博罗县公庄镇横岭村民委员会遗失广东增值

税普通发票，发票号码 08796778，发票号码 4400

1733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华俊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40121600670901，编号：2191302

32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嘉淇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父亲：吴振艺，

母亲：梁素华，出生日期：2001 年 5 月 30 号，出生

证编号：O440016513，现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2013 年 5 月 26 日早 6 点在阳江市江城区

振兴路路口处拾得女婴一名,现女婴身体健康。望

女婴亲生父母见报后，15 天内与

阳东区民政局联系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另做处理。

联系电话 0662-6611809,

2019年 6月 12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众拓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工商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810059202101，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叶晓红遗失两份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分别为：440881600156725、44088160

02766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廉城名媛发廊（新兴三街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8816004389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二维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编号：JY244011501085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壮丰农资店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440682601230216，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2015 年 5 月 9 日 9 时许在阳西县溪头镇客

运渡码头拾养男婴一名,当时男婴用纸皮箱装着，

穿着一件红色上衣，现男婴身体健

康。 望男婴亲生父母见报后，15天

内与阳西县民政局联系办理相关

手续， 逾期另做处理。 联系电话

0662-5538332,�

2019年 6月 10日

遗失声明

吴辉贤遗失无名称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各一份，注册号：4415216003423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德昊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原广州德昊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广州永龙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 2008 年 12 月 4 日开具的广东省广州市服务

业发票 1 份，发票代码：244010570041，发票号

码：08475753，发票金额：46350元。 已盖发票专

用章，特此声明。

广州德昊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10日

寻人启示

寻找失散多年的堂弟周国乾， 原住香

港荃湾西约玫咪翠阁 3 座 15 楼 A 室，他

电话 24169152 现你堂哥林细荣， 侄子林

润卓找你商量关于原居住广州市石井镇白

云湖街四社义龙街 6 巷 5 号祖屋的拆迁改

造事宜， 自发布之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 如不联系视同对广州市石井镇白云

湖龙湖四社义龙街 6 巷 5 号祖屋为弃权。

联系电话：81551192、18027394152林细荣

道歉声明

关于广州贝之蓝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提起的

案号为：（2015） 穗天法知民初字第 1033 号，

1034号，1035号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纠纷，现判决

已生效，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广州爱多日用品

有限公司何林华，特登报向广州贝之蓝儿童用品

有限公司所产生的声誉影响做出诚恳的道歉！

分立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广州亚创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

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50 万元）拟进行存续分

立。 分立后，广州亚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继续存

在，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80 万元，实收资本为人

民币 30万元）；分立新设的广州创汇达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筹）（以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告知书的名

称为准） 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20

万元。 公司原有债务由存续的广州亚创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和分立新设的广州创汇达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筹）承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之债权人如有需要均可于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 申报债权可采取专人送达、邮寄或

传真方式等。

联系人：陈小姐

联系电话：13560969318

地址：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镇北路田边村 1 号三

层自编 D347房

广州亚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公 示

云南云电同方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现有

一批办公设备出售 18825096734黄先生

公 告

广东省煤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市斗门黄

发达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嘉儒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原广州粤煤房地产开发公司）：

广东煤炭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 " 煤炭公

司 "）、广州市恒丰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原广州市

芳村区食品公司，下称 " 恒丰公司 "）、广州嘉儒

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 " 嘉儒华 " 公司）于

1997 年 1 月 13 日与原广州市国土局签订了荔

湾区秀水地块的《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穗国地出合（1997）36 号）。 经查，煤炭公司

已注销，广东省煤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

愿承担煤炭公司所有相关的债权债务。 因你三单

位尚欠上述地块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及违约金（恒

丰公司另案处理），我局向你三单位发出《广州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催告函》（穗规划资源〔2019〕

137 号），因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三单

位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我局领取催

告函，逾期则视为送达。 请你三单位在收到催告

函后履行缴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违约金义务，

否则我局将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并向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 6月 12日

公 告

广东骏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广东省旅游房

地产开发公司）：

因你单位与原广州市国土局签订的《广州市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穗国地出合〔1997〕

107 号及其补充合同之一号）尚欠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违约金一案，我局向你单位发出《广州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催告函》（穗规划资源〔2019〕133

号），因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我局领取催告函，逾

期则视为送达。 请你单位在收到催告函后履行缴

交违约金义务， 否则我局将依法作出行政决定，

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 6月 12日

公 告

广州市大洋房地产开发公司：

因你单位与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

局签订的《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穗

国地出合〔2001〕374 号及其变更协议之 1 号）尚

欠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违约金一案，我局向你单位

发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催告函》（穗规划

资源〔2019〕148 号），因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我

局领取催告函，逾期则视为送达。 请你单位在收

到催告函后履行缴交违约金义务，否则我局将依

法作出行政决定，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 6月 12日

公 告

广州创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与原广州市国土局、原广州市国土

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的《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穗国地出合〔1996〕306 号及其补

充合同之一号、变更协议之二号）尚欠土地使用

权出让金违约金一案，我局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

向你单位发出《行政决定书》（穗规划资源法字

〔2019〕11 号），因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我局领

取行政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对决定书不

服的， 可自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

府或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申请行政复议，或自送达

之日起 6 个月内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逾期既不申请复议又不提起行政诉讼，也

不履行本行政决定的，我局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 6月 12日

公 告

广州穗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与原广州市国土局签订的《广州市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穗国地出合〔1997〕

97 号及其补充合同之一号、之 2 号）尚欠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违约金一案，我局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向你单位发出《行政决定书》（穗规划资源法字

〔2019〕10 号），因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我局领

取行政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对决定书不

服的， 可自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

府或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申请行政复议，或自送达

之日起 6 个月内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逾期既不申请复议又不提起行政诉讼，也

不履行本行政决定的，我局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 6月 12日

公 告

广州海电房地产开发公司：

因你单位和广州风帆酒店用品实业有限公

司（原广州风帆毛巾厂）欠缴位于越秀区文德东

路聚仁坊内 20-22 号地块项目土地使用权出让

金和违约金，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作出穗国土规划法字〔2017〕

87号《行政决定书》， 责令你两单位缴清拖欠款

项。 因核查发现新的证明材料，与原广州市国土

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查明的事实部分不符，需进一

步查明。 我局于 2019年 5月 28日作出《广州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撤销穗国土规划法字

〔2017〕87号 <行政决定书 > 的函》，决定撤销原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于 2016 年 11 月

21日作出的穗国土规划〔2016〕686号《广州市国

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催告函》 和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作出的穗国土规划法字〔2017〕87 号《行政

决定书》。 因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我局领取行政

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对本决定不服的，可

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

府或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

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 6月 12日

遗失声明

信宜市锦江市场蔼强食用农产品档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983600377961�，声明

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桑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

注册资本由原来 5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50 万元

人民币。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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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因信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JNYT7Q） 遗失财务专

用章及公章各壹枚，声明作废

广州威乐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0.6t黄金、0.3t铂金和 0.3t钯金

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广州威乐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1月 26日，拟建项目选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

镇福龙路 999号 3栋 101、102房，本项目总投资

约 35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80万元。产品方案为

年产 0.6t 黄金、0.3t 铂金和 0.3t 钯金。 现将项目

有关情况公示，并征求意见，详情请登录环评论

坛查询，网址广州威乐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新建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http://www.eiabbs.net/forum.php?mod=viewthre

ad&tid=174505&fromuid=74593(出处:�环评论坛 |

环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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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6434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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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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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花都区梯面镇红山村梯面镇 1302 厂物业的 20 年租赁权，出租面积约：占地 11013.4m

2

、地上

附着物 4031.93m

2

，租金每年递增 3%，起拍价：55172元 /月，保证金：50万元；

标的竞买人须为注册资金不低于 2000万元人民币的企业法人， 具体竞拍条件及资料请详询我

行，电话：020-86977012。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 7月 1-5日（需电话预约），地点：标的现场。竞买报

名时间：2019年 7月 8、9、10日。 请竞买人携带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两份、竞买保证金汇款单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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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保证金须于 7 月 10 日 17 时前

汇至账户（开户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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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2日

广州市花都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定于 2019年 6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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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501 房用途为办公、502 房用途为商住、601 房用途为办公、701 房用途为办公（上述

房产具体的土地属性及使用年限， 办理过户时以房地产权属登记部门出证为准）】， 建筑面积合计：

2403m

2

，起拍价：13207809元，保证金：300万元；

标的具体竞拍条件及资料请详询我行，电话：020-86977012。 标的展示：2019 年 6 月 15-18 日

（需电话预约），地点：标的现场。 有意竞买人请于 2019年 6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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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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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2日

遗失声明

电白县观珠镇好运来超市遗失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92360034299，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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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莎琳）

近日，

网易房产数据中心发起了一项新广州

人置业调查，结果显示，新广州人乐意

到番禺、黄埔、增城置业。

新广州人购房预算普遍较高

据悉， 本次问卷通过网络发布，收

集问卷2137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976

份，其中男女比例约为3:2，主要覆盖70

后~90后的受访者。

调查对新广州人的购房情况进行

了分析，发现新广州人购买的首套房均

价为159万元， 有购房计划群体的预算

则达289万元； 来自本省的新广州人的

首套房支出和购房预算分别为144万

元、263万元。

乐意置业番禺、黄埔、增城

置业热点的刚需板块是哪里？ 调查

对各年龄层广州人的首套房位置进行

了分析，看到了新广州人明显的置业迁

移路线。 75前新广州人买房时，最热点

区域当属广州老城区越秀

（

16.1%

）

，其

次为旧萝岗区

（

15.8%

）

，买房时间集中

在2000年前后，当时旧萝岗区仍是广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置业潜力吸引了不少

购房者。

随着广州新城市中轴线的冉冉升

起，75后新广州人则更多地将目光投向

了天河

（

16.7%

）

，85前新广州人也赶上

了置业天河的“最后一班车”

（

18.4%

）

。

华南板块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崛起，成

为新广州人的置业天堂，75前~85后新

广州人不少选择落地番禺，在各年龄层

中的占比都稳定在14%~17%之间。 而随

着置业成本的走高，90后新广州人的选

择减少，过去几年在番禺区置业的比例

达到巅峰，为23.3%。 不过，在广州东进

战略之下，增城区和黄埔区的置业潜力

受到关注，于是85后和90后新广州人继

续向东迁移， 置业黄埔的比例明显走

高，并超过番禺。 85后新广州人有20.6%

选择黄埔，16.2%选择番禺；90后新广州

人23.3%选择番禺， 置业黄埔的比例升

至33.4%。

调查还显示，27.2%的90后新广州

人表示买房首先要便宜，其次是上班通

勤方便

（

17.5%

）

。 对于那些还没买房的

刚需客来说，番禺、增城、黄埔是最多人

考虑的区域。

调查数据显示：

新广州人乐意到黄埔、增城置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