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冯亮遗失佛山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31 日开具 3016 铺

收据号 0002887，金额 18336 元与收据号

0002888金额 5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苏少琴（身份证：440103196404161526）黄

晓华（身份证：440526197503060342），遗失广州

市煤建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联）1 份， 发票代码：4400173320， 发票号码

59729894，已填开，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东省企业经营管理协会不慎遗失《广东省

社会团体会费统一票据》票据壹份（第一联），号码

为：GB04182058。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凤一村下社经济合作社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Ｊ5810124423801。 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仁鹿晟制冷设备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信用代码 91440113MA59DWMK6L 注

册号 44012600071651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温艳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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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0024401838000201300105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德鸿行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已遗失

《经纪代理服务费确认书》 编号：A0079257 和

A0079258；《中介服务三方协议（租赁）》 编号：

A0027828；《房屋租赁合同》 编号：A0033631;现

声明以上合同作废。

遗失声明

钟泉遗失由广州奥园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开

具的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 发票联 1

份，发票代码：244011509010，发票号码：001681

33，地址：番禺区石壁街汉溪大道西 283 号西座

（汉溪大道西 283 号西座）633 房，已填用、已盖

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捷银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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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0191130， 发票号码：

05447611，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东省地质物探工程勘察院遗失已填开的

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2份， 发票代码：

4400142620， 发票号码：02874592， 发票代码：

4400142620，发票号码：02874590，已盖发票专

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东省地质物探工程勘察院遗失广州市新

凯中荔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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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0154130，发票号码：13914146，已盖发票专

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谢景军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401036

00392359，执照编号：S0392014040279G，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彭绍冬遗失广州奥园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开具位于番禺区石壁街汉溪大道西 283

号西座 313 房的购房发票原件，现声明作

废。 发票代码为：4400162350，发票号码

为：09667112。

遗失声明

彭绍冬,身份证号 430423197210274017,遗

失广州市番禺区地方税务局大石税务分局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开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完税证明(第一联),字轨(161)粤地证 06581786,

金额:23583.39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由广州市组

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颁发的

代码为 72380419-2 的代码

证正、副本。 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 广东天资通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东山区北较场

横路 12 号物资大厦 422 房

遗失声明

广州力恒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粤 AJ4885号车

广州市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标识（IC），标识编号：

L03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沐轩汽车美容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4687669121P

编号 041130133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天园真臻家具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NH0E

12,编号 S0692017070393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百度（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遗失已填

开《百度推广服务合同》， 合同印刷编号：

MOS22019-180、OS22019-300、OS22019-128、

OS22019-332�、MOS42019-082、MOS22019-1

26、MOS22019-156、OS22019-042、OS22019-

166、OS22019-310、MOS22019-185。 前述合同

原件均已单方加盖百度（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

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未与任何第三方签署。 现全

部声明作废。

百度（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日期：2019-7-10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家进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111600036226，编号：11911

0082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熊祥林（男）遗失出生证，母亲：陈小红，父亲：

熊阳军，编号：J440701044，声明作废。

寻亲启事

2015年 12月 26日下午 16时许，在阳西县

往蒲牌方向下 325 国道漂竹桥头的路边发现一

名女弃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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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2日

遗失声明

廉江市新民镇良品种养专业合作社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440881MA511E

8H0W，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丽芬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纳税人

识别号：4414241970081437840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雀乐棋牌室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HD0Y1Y,编

号：S252019067676，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傲霆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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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 年 7月 10 日, 在大学城南亭村与广工

之间岸边,发现死亡 5天男尸:约 30 岁,172cm,穿

黑色短袖 T恤,黑色短裤,知情请电:34720770。

遗失声明

袁星银于 2019 年 7月 9 日遗失第二代居民

身份证，证号：510223198102283622，即日起不

承担他人冒用后果，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现成混凝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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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单证

丢失 < 机动车辆商业保险单 > 印刷流水号为

1810768325， 第一联业务留存联；< 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 > 印刷流水号为 18101895

58，第二联公安交管部门留存联；

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1份，开票

日期：2019 年 05 月 31 日，发票代码：44001831

30，发票号码：19594119，已盖发票专用章。 共 3

份;�声明作废。 ”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遗失声明

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遗失

已填开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

2 份，发票代码：4400181130，发票号码：102638

61；发票代码：4400191130，发票号码：14321940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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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13045，均

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海丰县东维亚洪宽塘农业专业合作社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3441521MA4UJEN853)，经成员

大会决议，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人自见报之日

起 45 天内，向本社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放

弃权利，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13502591383

广州市皇玛抱趣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皇玛抱趣 2019 夏季拍卖会”定于 2019 年

7月 25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在广州东方宾馆举

行，共有“芸窗雅趣专场”、“家具专场”、“中国书

画专场”

预展时间：2019年 7月 23、24日

（每天 9:00-18:00）

预展及拍卖地点：东方宾馆

（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 120号）

公司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北路 901号兰圃公

园南二门

联系电话：13662486210�020-81216662

�����������������������������������������������81216663

传真：020-81215017

网站：www.hmbqp.com

债权转让公告

林清毅、广东生力广告有限公司、李莹：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与（以

下称厦门银行） 与赵凯彬在 2019 年 07月 03日

签订的《不良信贷资产转让合同》（编号：XIBZ-

ZCZR-2019-01），将厦门银行与林清毅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签订的编号为 15102017111501

48的《人民币个人经营性贷款借款合同》（下称主

合同）项下的全部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予赵凯

彬，主合同项下的权利也一并转让，现将债权转

让事宜通知你，并要求你向赵凯彬偿还债务。

特此公告

赵凯彬

2019年 07月 09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康源地养生馆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CDLXT

2B，编号：S2592018025093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由广东省信

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

代码为 L66086487 的代码证

正、副本，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信宜市信城真善美

床上用品商场

地址：信宜市区解放路 47 号

遗失声明

信宜市信城荣群商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4409836001185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陆丰市金厢镇米坑养殖专业合作社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一份，条码号 5000022743，营业执照副

本一份，条码号 540002039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广州柏川食品机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40101MA5AYFXK5T）股东会研究决

定，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减资为

30万元人民币。 自 2019 年 7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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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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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4日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迎宾大道 26号卡尔文酒店五楼会

议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花都区狮岭镇东边村委会旁厂房的 2年 6个月租赁权（487.16m

2

）； 2、花都区狮岭镇东边村委会旁

厂房的 2年 6个月租赁权（918.83m

2

）；3、花都区新华街茶园南路 3号购书中心北面临街壹号商铺的

4年租赁权（114m

2

）；4、花都区新华街茶园南路 3号购书中心首层专柜一的 4 年租赁权（25m

2

）；5、花

都区迎宾大道 168号 A 区 b3栋（C 栋） 厂房第四层的 33个月（至 2022年 5月 22日止） 租赁权

（1010m

2

）；6、花都区迎宾大道 168号 A区 B小区厂房第一层的 6年租赁权（1431m

2

）；7、花都区赤坭

镇白坭市场的 4年租赁权（600m

2

）；8、花都区赤坭镇新兴路聚贤一巷 7号的 5年租赁权（1200m

2

）；

标的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花都拍卖行 "或登录中拍平台网站拍卖公告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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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8-9 日（需电话预约），地

点：标的现场。 竞买报名时间：2019年 8月 12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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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保证金须于 8月 12 日 17 时

前汇至广州市花都拍卖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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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2日

清算公告

陆丰市联兴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成员大会决

议解散， 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 45天内与

我 合 作 社 清 算 小 组 钱 金 融 联 系 ， 电 话

13925823988，逾期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

将申请合作社登记机关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责编：熊栩帆 美编：梁文珊 校对：段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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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郑晓慧）

“现在开

票无需排队，全部线上搞定，非常方便。”

消费者张先生在体验“一秒开票”的便利

后赞道。 近日，记者从广州市黄埔区

（ 广

州开发区）

税务局获悉，自区块链电子发

票系统“税链”平台上线一年以来，已惠

及 1058 户纳税人，开具区块链电子发票

31411 张。 目前，“税链”区块链电子发票

平台使用的是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的用户

体系， 纳税人可使用电子税务局的账号

密码登录“税链”平台进行区块链发票的

开具、管理、查询等操作。

广州市黄埔区

（ 广州开发区）

税务局

相关负责人陈晓聪介绍，“税链” 平台是

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建设的电子发票服

务平台， 能够为纳税人提供发票自动申

领验旧、发票快速开具交付、发票自动归

集等功能，并打通“支付-开具-报销-入

账”全流程，实现秒级开票、分钟级报销

入账。随着“税链”平台的推广，应用领域

不断扩大， 目前已扩展到大型电商领域

和停车场领域的使用。

此外，应用“税链”平台对消费者也

是一大利好。 记者在广州卡趴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旗下的停车场留意到， 市民只

需要先在支付宝绑定车牌号码， 从车辆

进场自动识别车牌号码抬闸， 到车辆离

场自动根据车牌号码计算停车费用、支

付宝自动扣费，整个过程无需人工操作。

车主事后可从支付宝的停车记录里申请

开具发票， 填写发票抬头信息后即可开

出区块链电子发票。

据广州卡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介

绍，应用“税链”区块链电子发票后，相比

传统的领卡进场、出场扫码、索取手撕发

票的过程，不仅大大缩短了通行时间，提

高了通行效率，还解决了“无感停车”的

开票难题， 真正打通停车场无人值守的

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截至今年 5 月 31 日，已有

1058 户试点纳税人通过“税链”平台开

具区块链电子发票 31411 张， 已归集到

“税链” 平台上的发票数据超过 1.6 亿

张， 惠及 3 万多户开票纳税人和 141 万

多户受票纳税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徐毅儿）

记者获

悉，由广东省博物馆主办、自贡恐龙博物

馆协办的“群龙出没———恐龙时代大穿

越”展览，将于7月12日~10月13日在广东

省博物馆举行，横跨整个暑假，小朋友们

可前来“穿越恐龙时代，探索恐龙世界”。

四川省自贡市是世界闻名的侏罗纪

“恐龙之乡”， 素以恐龙化石埋藏点多面

广、数量巨大、种类众多、保存完好、层序

连续等特点著称于世。 本次来到广东省

博物馆的自贡恐龙共有 20 具，包括巴山

酋龙、天府峨眉龙、和平永川龙等，还配

备 28 件珍贵标本和 3 个仿真恐龙。

“展览内容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

‘恐龙世界’， 讲述远古时代恐龙之间发

生的各种故事；第二部分‘飞上蓝天的恐

龙’，向观众科普‘鸟类是由带羽毛的恐

龙演化而来的’这一假说；第三部分‘混

进恐龙圈的假恐龙’，分别从‘假恐龙’之

恐龙的近亲与远邻等方面展开解释。 ”策

展人司徒岩介绍，本次展览是以“穿越恐

龙时代，探索恐龙世界”为主题的大型家

庭亲子类展览，将以“鸟类起源于恐龙”

的主流学说作为尾声， 倡导保护恐龙的

后裔———鸟类的理念。

记者现场看到， 本次展览除了设置

“隔空对决”“生死时速”“结伴同行”等精

彩仿原生态场景外， 还别出心裁地设置

“触摸区”， 让观众可亲手抚摸亿年前的

巨兽。 展览期间，广东省博物馆还将陆续

推出“恐龙大穿粤”“拆装恐龙”“恐龙化

石发掘课程”等丰富多样的教育活动，以

及邀请王强、邢立达、王维、邢路达等古

生物学家带来主题各异的科普性讲座。

广州开出区块链发票超3万张

“税链”区块链电子发票平台上线一年，逾千户纳税人实现“一秒开票”

企业开票流程

“群龙”抵穗 与小朋友共度暑假

广东省博

物馆 “群龙出

没———恐 龙 时

代 大 穿 越 ”展

览。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1.进入发票开具页面，开票

企业可录入或选择购买方信息，

选择开票项目商品编码， 录入货

物数量、单价、金额等信息。

2.录入完成后，点击开票提

交开票请求

（ 通过开票查询的界

面，可查询开票请求是否完成）

。

3.请求完成后，可点击查看

发票版式文件，通过下载、打印或

者电子邮箱等方式快捷交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