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东省建工设计顾问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

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抵扣联）2 份，发票代码

4400171320， 发票号码 22100203； 发票代码

4400162320，发票号码 30343146，已填用，已盖

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暨南大学（税号：1210000045541439

X9） 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发票联和抵扣

联）。 开票时间：2018 年 4 月 10 日， 开票金额：

18000 元， 发票代码：1100182130， 发票号：

021926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浩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广东

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和抵扣联）一份，

发票代码：4400191130，发票号码：33192

489，金额：19000 元，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

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天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PHA43Y，

编号 S25120170110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平林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U25Y6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平古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U25W

X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立山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新塘永和支

行，核准号 J58100601302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业通塑胶制品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新塘永和支

行，核准号 J58100881609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声明作废盖有广州市天河区地方税务局征税

专用章的《税收缴款书 (银行经收专用)》(一式五

联)字轨号为（151）粤地银 00128924

遗失声明

广州万达文化旅游城投资有限公司：本人高

学亮、梁璐于 2018年 11月 3日购买贵公司雪域

华府 B1 区 14 栋 3 梯的 501 号房， 支付 501 房

购房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元）， 收据号：

0101965，因以上票据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在运输过程中不慎

遗失广州晋君汽车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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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7399，已盖发票专

用章，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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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0191130，发票

号码：34767948，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北京瑞达恒建筑咨询有限公司广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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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44001911

30，号码：18182116，已盖发票专用章，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展发美容用品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10560067991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广州市第六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1MA59PBGK6E）股东会研究

决定，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减

资为 4100 万元人民币,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日内前来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周永轩、周钊鸿(男)遗失出生证,母亲:梁志欢,

父亲:周子云,编号:L440478097、G440854565,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源县康禾镇雅陶经济联合社遗失广东省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粤农集字第 1625040040

00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妹遗失身份证（证号：4425301949042023

75）， 自遗失之日起本人不承担他人冒用的后果，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肖海敏（女）遗失出生证，母亲：麦惠珍，父亲：

肖云青，编号：O4411192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梁家良遗失身份证，证号：440088119880722

0013， 自遗失之日起本人不承认他人冒用的后

果，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兹有罗宏娥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058260009965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冯丽华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058260005227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雷州市雷高镇朝德手扶机配件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4088230011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唯新忆足鞋行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 注册号：440111601445449， 执照编号：

S1192015037423G，声明遗失。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新伟联五金制品厂遗失国税税务

登记证（正）本，国税粤字：440183198509101758

0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新伟联五金制品厂遗失地税税务

登记证（正）本，地税粤字：4401831985091017

5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有你有甜糕点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CD

GYM8H，编号：S0692018070378G，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美光研磨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13683271247X�）经股东会决议，注

册资本由原来人民币 3000 万元减至人民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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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广州市华辉毛织制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6187933133）经董事会决议公

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1000万港元减至 10 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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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艾瑞丝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本公司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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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曾伟红遗失广州城市合作银行股权证

（股东号：G340058，股权证编号：010333），现声

明自登报之日起作废无效。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信宜市锦江梅均菜摊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409836000481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双立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

号码：（171）粤地证 00473963，日期 2017 年 8 月

21日，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小人物百货店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U3FP

6Y，编号 S2692017028254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谢锋遗失龙的公司的广州市客运出租汽车驾

驶员服务资格证，证号：22825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林树工艺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和副本，注册号：44010460088581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钜雄工艺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和副本，注册号：440104600840698，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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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入主 *ST东凌实控权变更

计划有效整合资源，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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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见习记者 罗晓彤 记

者 梁诗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昨日，

*ST 节能发布公告称，公司、公司实控

人吴道洪及控股股东神雾集团均收到

证监会下发的《调查通知书》，因涉嫌信

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7

月 2日，*ST节能曾披露， 公司因资金

紧张出现了部分债务逾期的情况。

据了解， 去年 6月，*ST节能就被

辽宁证监局现场检查出违反信息披露

等多项规定。 今年 1月，辽宁证监局对

*ST节能下发责令改正的决定，并指出

了 *ST 节能营业收入确认不恰当、应

收账款坏账计提不恰当、内部控制执行

不规范与股东大会、董事会运作不规范

四大问题。 其中，营业收入确认与应收

账款坏账计提的不恰当，均与印尼大河

项目有关。 事实上，深交所对 *ST节能

出具 2017 年年报及 2018 年年报问询

函时，就重点问询了印尼大河项目的收

入情况。但直到今年 6月 29日，*ST节

能才在年报问询函的回复中首次明确

表示，印尼大河项目两个业主方因资金

紧张，融资及还款计划一再落空，导致

项目建设处于停滞状态，公司无法按期

收回应收账款。

事实上，*ST 节能的麻烦不止于

此。自今年初起，*ST节能董事长宋彬、

董事包玉梅和邓福海、监事任中山 4人

均因个人原因先后辞去公司职务。 4

月，*ST 节能公布的 2018 年年报也被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6 月，*ST 节能又因违规

担保 2.195 亿元被江西证监局出具警

示函。 7 月 2 日又发布公告，称公司因

资金紧张出现了部分债务逾期的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或将面临诉讼、 仲裁、银

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冻结等风险。 据

披露，逾期债务共有 14笔，合计金额达

7.92亿元。

从业绩上看，*ST 节能 2018 年实

现营收 1289.55万元，归母净利润-7.01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减 少 98.82% 和

539.42%， 而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未有增

加， 反而减少了 1.54 亿元。 今年一季

度，*ST 节能营收为 201.54 万元，归母

净利润-3726.03 万元， 同比分别减少

0.51%和 44.17%。

昨日 ，*ST 节 能 以 2.01 元 、 跌

3.83%开盘，随后盘中多次触及跌停，最

终以跌停收盘， 报收 1.99 元， 跌幅

4.78%，成交额为 2822万元。

淡马锡：

在华投资组合总额

已达约

4030

亿元

据新华社电

近日，知名投资企业淡

马锡发布最新年报显示， 该公司在中国

的投资组合总额达到约4030亿元人民

币， 占淡马锡在全球投资组合总量的

26%， 占比与该公司在新加坡本土的投

资组合份额相同。

淡马锡公司全球企业发展联席总

裁、 中国区总裁吴亦兵11日在北京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继续成为淡马锡

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国之一， 和新加坡并

列成为公司最大的投资目的地国。

吴亦兵透露， 淡马锡正在努力打造

平台性的合作或投资。例如，利用淡马锡

在新加坡庞大的生态体系作为试点，与被

投企业一起打造先在亚洲领先、逐渐在全球

领先的平台，“中国经济和很多企业给了

前瞻型投资者很重要的机会， 给了我们

为更多被投企业增加价值的机会。 ”

红星美凯龙开启

“全龄健康家居设计”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颖婷）

在人们

对健康居住环境的需求越来越高的趋势

下，改善人类居住环境迫在眉睫。 由此，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建博会

（广州）

上，红

星美凯龙家装产业集团推出了“全龄健

康家居设计”品牌。

据悉，“全龄健康家居设计” 理念由

上海未来梦想公益基金会与梁志天设计

集团旗下品牌梁志天健康设计共同提

出， 强调了室内空间设计融入健康设计

概念，并建立健康生活价值，让家庭拥有

健康的居住环境。 红星美凯龙联席董事

长、上海未来梦想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创

新设计联盟主席车建芳表示：“人们每天

有90%的时间在室内度过，因此，室内环

境的健康显得尤为重要。 设计与健康相

结合将成为行业趋势。 红星美凯龙家装

产业集团将会把健康设计的理念更快、

更好地推向整个社会， 打造出更多的理

想人居。 ”

据了解， 红星美凯龙深耕家居家装

行业33年， 并在今年设立了家装产业集

团， 旗下拥有为中产阶层提供整装定制

化智能家居方案的家倍得、 为私享阶层

定制原创设计服务的美凯龙·空间美学、

为白领阶层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更好家等

品牌，与“全龄健康家居设计”理念不谋

而合。

信息时报讯

(

见习记者 袁婵 记

者 梁诗柳

) 昨日，*ST 东凌公告称，控

股股东东凌实业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11.05%股权转让给国富投资。 国富投

资将成为公司单一可以实际支配表决

权股份数量最大的股东， 成为公司控

股股东，由此公司实控权发生变更。

国资入主 *ST东凌

*ST 东凌公告显示， 本次权益变

动前， 东凌实业持有公司总股本的

22.10%；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东凌实

业持有公司总股本下降至 11.05%。 同

时， 东凌实业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国

富投资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50%，

与国富投资达成一致行动关系。 若本

次协议转让及一致行动安排最终完

成， 国富投资对公司的持股比例从 0

变为 11.05%， 可以实际支配的表决权

比例为 22.10%， 国富投资将成为公司

单一可以实际支配表决权股份数量最

大的股东。由此，公司控制权将发生变

更，国富投资成 *ST 东凌控股股东。

记者了解到， 国富投资具有国资

背景。 资料显示， 国富投资为有限合

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国新基金

公司、 年富投资公司。 而国务院国资

委直接监管的央企中国国新持有国新

基金 100%股权。 而通过直接持股及

协议安排， 陈建宏享有年富投资 60%

表决权， 为年富投资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

计划有效整合资源

引入国资能否解决 *ST 东凌的危

机？ 记者了解到，主营钾肥经营、谷物

贸易的 *ST 东凌近年来麻烦不断。 因

老挝钾盐项目估值争议问题，*ST 东

凌 2017 年年报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也因此被实行

退市风险警示。 2017 年及 2018 年，

*ST 东凌盈利能力也不尽如人意，连

续两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负，2018 年通过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等投资收益才扭亏为盈。 此外，*ST

东凌及其控股股东、 二股东还因并购

资产的业绩补偿等问题陷入持续 3 年

的内斗。

而国富投资正是为接盘 *ST 东凌

而设立。 早在今年 3 月，*ST 东凌就曾

披露， 控股股东将向国新基金和年富

投资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转让公司

11.05%股份， 合伙企业待相关方签署

正式协议后设立。6 月，国富投资设立；

7 月，国富投资正式入主 *ST 东凌。 针

对本次 *ST 东凌权益变动， 国富投资

表示将于条件成熟时通过公司平台有

效整合资源，改善公司的经营情况，提

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 增强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 为全体股东带来良好

回报。

* ST节能涉嫌信披违规被调查

*ST

节能股价近期节节下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