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江海米妮娃制衣厂遗失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4010560018720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冯爱丽遗失广东省地方税收通

用发票 1 份，发票代码：2440114090

10， 发票号码：01782694， 金额：

196000 元，遗失发票联。

遗失声明

佛山市杏苗医药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国盈医

药有限公司开具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

机打发票（发票联、其他联）3 份，代码：14401182

0869，号码：00340068、00340975、00340967，已

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亿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太

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的增值税

普通发票，发票代码：4400173320，号码：

22571331，金额：4747.13 元，车牌号：粤

AF288W，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悦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遗失已填

开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 代码：

4400191130，号码：16959149（发票联，抵

扣联），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汇志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广

州市君悦文化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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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7560，已盖发票专

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森美高气动器材有限公司遗失

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壹

份， 发票代码：4400191130， 发票号码：

18649392，已填开，已盖发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趣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税号：9144010

1MA5ATHC737 遗失已填开的广州百信商业有

限公司租金保证金收款凭证，凭证代码 00283

72， 已盖广州百信商业有限公司的收款专用章，

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海幢添宝饼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 注册号 440105601085117；国

税证正副本，税字 44010319600528481X

01；地税证正副本，税字，4401031960052

8481X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康羽工业油脂经营部遗失最后一

次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KR3G7T，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增城市沙埔长利制衣厂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X18793280D，编号

2591300637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志锐遗失广州美术学院毕业证（编号 1058

61201105000600）；遗失学位证（编号 105864201

10006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通督营养健康咨询服务部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注册号：4401110002461

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通督营养健康咨询服务

部遗失国税和地税的税务登记证正本和副

本， 国税号 440111569761744， 地税号

44011100377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通督营养健康咨询服务部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和副本，代码号：5697617

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洛浦峻暖百货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NEDD

8T，编号 S2692017041052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同业房屋拆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30469312

5F，编号 S25120140172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正阳服装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83560232002H，

编号 S25120150192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冠丰拖车服务队遗失粤 AAW186

号车的道路运输证 IC 卡，证号：002847965，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华澳一号娱乐服务中心遗失《娱

乐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440183160062；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迎芝莉饮食店遗失卫生

许可证，编号 S2692015014263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懿德装饰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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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0191130，发票号码：05608499，发票代

码：4400191130，发票号码：05608498，已盖发票

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梓铭装饰材料经营部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112600125029，执照编号

S129201500280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纯金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40101MA5CBWJW7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林旭东遗失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发证日

期：2019 年 3 月 29 日，证号 4406241968041938

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麦环光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416236000258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紫金县紫蓝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416210000243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遂溪县乐民光文日杂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8236000467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谢亚养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 4408236001770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工业品市场肖隆生服装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408816001826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化州市中垌镇玉明活鸡摊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9826001249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旭丰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父亲张福胜,母

亲:张兰香,出生日期:2012 年 9 月 16 日,出生编

号:M440O2884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石城邓锦贵干货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881MA4WYWKX

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湛江市坡头区官渡达彪摩托车配件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8046000656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恒昌建材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40111600375300，编号：1191200

4155G，声明作废。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年 6月 10日, 在二沙涌广州大桥水域,

发现死亡 1天男尸:45 岁,171cm,穿白底蓝条纹 T

恤,黑色长裤。 知情请电:83120601。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年 6月 9日,在永业码头水域,发现死亡

5 天男尸:年龄 22 岁,身高 180cm,身穿浅色短袖

T恤,黑色运动裤。 知情请电:83120601。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 年 6 月 11 日, 在保利天悦对出

水域发现死亡 3 天女尸:25 岁,155cm,穿白

色短袖 T 恤,黑色短裤,白色鞋,右上背部、

左手腕有纹身。 知情请电:83120601。

遗失声明

周传伟持有成都市金茂天府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光明城市房屋 12—4—1601契税收据编号

为 9728547，票据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海珠区鑫鼎棋牌中心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RBGL

6H，编号 S0562018005117，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中天星教育科技（广州）有限公司经股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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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东乐善亭便利店有限公司遗失基本户开户

许可证正本，核准号为：J5810150889501，法定代

表人冼斌，现声明作废。

收据遗失声明

本人冯晓晖，遗失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

司开具的装修押金收据贰张（已盖章）， 开票日

期：2018 年 5 月 17 日， 收据号码：0341035，金

额：人民币 3000 元；开票日期：2018 年 6 月 20

日，收据号码：0341048，金额：人民币 13025.6

元，现申请挂失。

清算公告

广州市从化东泽嘉宝果专业合作社（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3440101MA59KL2L5Q） 成员大会

决定，本合作社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

人自本合作社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合

作社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

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合作社将向企业登记主管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市从化洞庭泉珍宝果专业合作社（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3440101MA59GKRC6P）成员大

会决定，本合作社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

权人自本合作社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

合作社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

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合作社将向企业登记主

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遗失声明

本人王浩鑫（身份证号:44528119930

4271536， 为广州市海珠区惠纺路 2 号

101 房自编 10565 号商铺单元的承租人，

遗失广东合生泰景房地产有限公司已填开

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两份，一

份发票备注：10565 履约保证金， 发票金

额：人民币 7346 元（大写：柒仟叁佰肆拾陆

元）， 发票代码：4400163320， 发票号码：

77244804，联次：第二联，已盖发票专用

章；另一份发票备注：10565 综合管理履约

金，发票金额：人民币 7230 元（大写：柒仟

贰佰叁拾元）， 发票代码：4400163320，发

票号码：77244805，联次：第二联，已盖发

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清算公告

广州海普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105MA59DDNFXE）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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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云建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0379943893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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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增城富强模具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836187943247） 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册资本由原来 660 万元减少至 50 万元。 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

请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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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6月 13日

清算公告

广州佰利贸易有限公司（税号：91440101MA

59M0C78J）经股东决定,停止公司经营活动,请相

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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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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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广州市弘智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101MA5ALJGU9X） 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册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壹仟壹佰万元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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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遗失声明

广州科智投资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40101000221503，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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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4401056852466948，住所：广州市海

珠区万寿路素社直街 42 号之一 2 楼， 法定代表

人：董沛兴），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变更法定代表

人，变更前：王壬，变更后：董沛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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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五月九日

遗失声明

广州大良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谢亚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10360

0826822，编号 S0392014044221G，现声明作废。

关于敦促违法建设责任人依法接受处理的公告

经查,�以下建筑物构成违法建设， 因无法确定违法建设责任人， 为充分保障涉案责任人各项权

利，加快案件处理进度，现依据《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以公告形式督促相关

责任人依法接受处理：

1、相关责任人未经规划行政部门许可在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北晓港湾英华街 109 号 2302 房楼顶平

台建设砖墙结构铁皮房屋，建筑面积 73.56平方米，已构成违法建设。

2、相关责任人未经规划行政部门许可在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南路 399-1号首层东侧搭建房屋，建

筑面积 12平方米，已构成违法建设。

3、相关责任人未经规划行政部门许可在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南路 399 号首层东侧搭建房屋，建筑

面积 7.848平方米，已构成违法建设。

4、相关责任人未经规划行政部门许可在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南路 401-1号首层东侧搭建房屋，建

筑面积 7平方米，已构成违法建设。

5、 相关责任人未经规划行政部门许可在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南路 395-1号首层东侧搭建一栋两

层房屋，建筑面积 40平方米，已构成违法建设。

6、相关责任人未经规划行政部门许可在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南路 401-1号首层东北侧搭建房屋，

建筑面积 7平方米，已构成违法建设。

7、相关责任人未经规划行政部门许可在广州市海珠区南昌大街二巷 21号首层搭建铁皮雨篷，建筑

面积 7.5平方米，已构成违法建设。

请上述违法建设责任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广州市海珠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 1号大院，电话：020-34368625）接受处理。 公告期届满，仍无法确定

责任人或者责任人拒不接受处理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依法对违法建设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19年 6月 13日

遗失声明

邱建华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

号：4401126000649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信宜市怀乡镇新益食品商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9836002923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红兴小吃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106600324682，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40101MA59WLYL4D，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盘智企业管理顾问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服务业普通发票 1张，发票代码：4400173320，发

票号码：091651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晨昱皮具商行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编号：S2192017012222G，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40101MA59QHRB3Y，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啊曼达饮品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JXP

X7U执照编号 S1292017000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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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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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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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联交自学考试辅导中心（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4401057076920716，住所：广州市海

珠区石榴岗路海崖街 37 号，法定代表人：滕萍）

于 2019年 5月 9日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前：滕

萍，变更后：赵凤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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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年 6月 12日

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北段工程 110kV 及以上输电线路搬迁

工程（500kV 部分）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开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相关要求，我公司拟将广州新白云国

际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北段工程 110kV 及以上输电线路搬迁工程（500kV 部分）以下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进行公开：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网络链接为 http://www.gzexpressway.com.cn/details.html?param=227，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

邮件等书面方式向建设单位申请查阅纸质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gzexpressway.com.cn/details.html?param=227中公布的附件 1。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

交给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广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路 1168号南湖半山豪廷综合楼（机场第二高速）

联系人：陈工

电话：020-36790029������������

电子信箱：379955706@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广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责编：苏广华 美编：余永康 校对：黄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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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昨日，

哈

啰

、 宁德时代、 支付宝联合宣布成立

合资公司， 进入二轮电动车市场， 首期

投入 10 亿元。 但是它们并非要去造车，

而是要给电动二轮车建“换电站”， 模式

类似于给汽车建“加油站”。

据悉， 电动车续航里程不长， 基本

要每天充电， 充电起码要等几个小时。

这次 3 家合资， 就是想让骑电动车的人

也能像开汽车一样， 没电了直接去“换

电站” 换一个电池， 就能重新满电上路。

据业内人士介绍， 使用共享电池后，

用户不用担心电池老化， 总要频繁更换

的问题， 也不用担心电池被偷， 换电站

会给所有电池上偷盗保险。

在合资公司中， 宁德时代作为锂电池

厂家， 主要负责电池技术， 推动更多电动

车厂家生产支持换电的二轮电动车； 哈

啰

则运用自己的线下运营网络， 负责“换电

站” 的铺设； 支付宝则发挥入口优势， 使

更多用户能够一键扫码换电池。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韦柑潞 ）

2019 年暑期即将来临， 作为出境游

的第一个环节， 游客在办签时需要

规避不合理低价签证。 日前， 携程

全球签证服务中心根据与各国使领

馆合作办签的情况， 发布了 《2019

年暑期签证价格指数》 和业内“签

证行业服务新标准”， 为市民办签提

供价格参考。

价格指数提供各国签证参考

携程签证专家介绍， 这个指数

是基于办理地所属领区领馆的收费

和签证中心的收费标准， 提供一个

各国的签证价格参考。 以一些热门

目的地国家为例， 指数显示， 泰国

的领馆签证费用为 230 元、 日本单

次签证费用为 200 元 、 马来西亚

ENTRI 签证费用为 160 元、 美国签

证费用为 1136 元

（具体金额参考当

下汇率 ）

。 这也是签证的最低参考

价。 而申根国家则还需要加入签证

中心的费用， 以法国为例， 法国领

馆签证收费 462 元， 签证中心收费

219 元， 最低参考价为 681 元。

业内人士表示， 旅行社办理的

个人签证费用包括： 签证费+代办服

务费。 签证费统一按照大使馆规定

的收费标准收取， 但代办费却差别

很大。 但商家不会做赔本买卖， 如

果明显低于使领馆的收费价格， 则

要小心了。

低价办理签证或致损失更多

低价签证后面有什么“猫腻”？

业内人士介绍， 目前在不同的网站

上可以看到各种价格的签证， 其中

有些价格低到难以相信， 但是一入

坑就会发现也许涉及的费用会更多。

这类签证的套路是先通过低价把客

人吸引进来， 然后在下面的办签环

节设置“陷阱”。 此类“陷阱” 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所谓的高危

保证金； 二是材料简化费； 三是临

时加急费。 如果遇到不良商家， 甚

至可能出现没法按时出签、 被拒签、

个人信息泄露等风险。

该人士介绍， 以办理日本单次

签证为例， 领馆价为 200 元； 市场

上有些不合规商家卖价甚至低于领

馆价， 只需几十元。 在用户下单递

交材料后， 可能后续会以各种“理

由” 收取额外费用： 户籍为“高危

地区” 的可能要交高额保证金； 资

产要求如果提供不出会要求加价；

送签时间临近出发临时加价。 这样

一来， 前前后后的费用可能就达

500 元或更高， 大大高于正常办理

价格。

据悉， 针对签证行业长期缺乏

价格和服务标准的问题， 最近携程

全球签证服务中心推出了签证行业

新标准， 包括 4 个要点： 价格、 时

间、 安全、 售后服务。 其中， 将签

证实施领馆价+服务费的标准化明码

标价， 不再接受签证申请后加收任

何额外签证费用。 针对拒签的痛点，

预定跟团游与自由行或指定国际机

票， 同时办理签证的， 若签证拒签

可享订单退款。

暑期签证价格指数发布

办理签证需小心三大猫腻

哈啰、支付宝、宁德时代

建电动二轮车“换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