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本人李伟不慎遗失了广州交通集团出租汽

车有限公司出具的出租汽车经营合同的 10000

元的合同保证金收据，4000 元的安全互助金收

据，开具收据日期为 2018 年 5 月 2 日，收据编号

为 0038384，0038385 特此公告声明该收据作废

无效。

遗失声明

恩平市惠婷化妆品经销部遗失广东省国家税

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2 份, 代码 144001601410,号

码 01227152，012271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泰林百货商行遗失机构信用

代码证，代码：G7044010609018050M，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泰林百货商行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5810090180501，编号 5810-

049122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秀虹； 证书名称： 经济专业技术资

格； 证书编号：201811001480001713，专

业：保险；级别：中级；考试年度（批准日

期）：2018 年 11 月 04 日；原资格证书已遗

失，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萝岗区壹零壹通讯经营部———法人

马素红遗失了一张业务押金收据：广州市萝岗区

宾盈书店———鸿信 WO 专区， 收据编码 ：

0009841，ID:190618,金额：肆仟元，日期：2013

年 8月 29日，开具方：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

司广州市分公司。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芸谷芸新能源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市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一张，车辆号牌：粤 AH13E4

车辆运输证许可编号：0011100。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本人刘晶遗失澳海澜庭 4 栋 2 单元

2005 室的物维收据一张 ， 收 据 号 ：

00052191，金额：6208 元。（2）遗失房款收

据 2 张，收据号：00052190、00262833，总

金额：79366 元，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房真探房地产销售代理有限公司遗

失广州市芳村坑口经济发展总公司开具的广东

增值税普通发票 (第二联） 一份， 发票代码 :

4400172320,发票号码:24494478,已填用,已盖发

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股东决定，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231226664A，注

册资本 271500万元，简称甲）拟吸收合并广州发

展环保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05658683XJ，注册资本 2494 万元，简

称乙）。 合并完成后，甲存续，注册资本不变，乙

注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 合并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的甲继

承。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凭有

效债权证明文件、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向甲进

行债权确认。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发展环保建材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 31日

遗失声明

黄碧霄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40106600898130，编号：06913019911G�，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言成制衣厂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5671841353F;执

照编号:S0562015012144,声明作废。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年 7月 29日在番禺珊瑚湾畔对出水域

发现死亡约 2 天男尸:约 45 岁,171cm,穿黑色短

袖圆领 T恤,黑色沙滩裤,知情请电 84364616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畅阳清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盼娟小吃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C41TD2X，

编号：S0692018054833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紫金县安兴河砂开采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4416213980250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梁新铝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父亲：梁正东，母

亲：龙老配，出生日期：2003 年 8 月 30 日，编号：

D4402749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横山溢香大排档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8816003396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汕头市潮南区陇田义盛针织厂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405816001907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丰顺县黄金镇方记饮食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1423600150689，声明作废。

辞去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汤坪，此前担任北京中资兴业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鉴于该职务为挂名，

公司事务皆实由独资法人股东中资兴业控股有

限公司掌控，故自 2017�年 11�月至今，本人未实

际参与和承担公司执行董事的任何职权，与公司

的运营无实际关系，并多次向中资兴业控股有限

公司请求辞去北京中资兴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法定代表人，并请求工商变更，然而股东中

资兴业控股有限公司一直拒绝。 为此，本人郑重

声明：从即日起辞去北京中资兴业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此后公司所有事务，自己

将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如公司管理人员或其他人

等冒用本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行签署相关法

律文件的，应自行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声明人：汤坪

2019年 7月 31日

公告启示

广州市宝森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江

苏新清源环保有限公司编制的《广州市宝森华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4 万吨水性胶水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完成。 现将相关信息向公

众公开，以征求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具体内容

祥见下面网址：http://www.gzns.gov.cn/zwxxgk/

zdlyxxgk/hjbh/jsxmhjyxpjxx/hpdygsdecgs/20190

7/t20190729_391129.html

联系方式：丁先生（13666630101）

发票遗失声明

姓名 发票号码 车架号

郑海红 02595231��LVM6A1G10JF072921

缪本宝 02595227��LVM6A1G11JF070756

张云康 02595219��LVM6A1G1XJF072375

张磊 02595210��LVM6A1G17JF073662

谢青波 02595239��LVM6A1G16JF072373

王志敏 02595220��LVM6A1G1XJF062168

李晓明 02595211��LVM6A1G17JF068168

李伟 02595216��LVM6A1G16JF066802

李文龙 02595218��LVM6A1G15JF073725

林琼东 02595232��LVM6A1G15JF062322

吕俊亮 02595236��LVM6A1G13JF073724

卢建国 02595228��LVM6A1G11JF067372

卢家兴 02595226��LVM6A1G11JF073611

梁世文 02595234��LVM6A1G14JF073604

李婉强 02595217��LVM6A1G16JF062586

冉金东 02595222��LVM6A1G18JF073718

宋子坤 02595215��LVM6A1G16JF068159

李刚 02593657��LVM6A1G17JF074035

左庆华 02593501��LVM6A1G15JF072798

陈建国 02593451��LVM6A1G11JF055237

胡万成 02518837��LVM6A1G14JF043065

李启业 02518834��LVM6A1G16JF044900

李延喜 02518860��LVM6A1G18JF040220

梁观星 02593532��LVM6A1G17JF070664

梁永杰 02593636��LVM6A1G1XJF074854

刘德龙 02593424��LVM6A1G15JF058626

罗云 02593519��LVM6A1G17JF074083

发票遗失声明

姓名 发票号码 车架号

欧志伟 02593289��LVM6A1G13JF063162

彭年庆 02593505��LVM6A1G10JF062180

丘卫星 02593448��LVM6A1G16JF072244

覃慧志 02593681��LVM6A1G15JF074938

韦统坚 02593436��LVM6A1G12JF072256

布家辉 02593663��LVM6A1G15JF074020

曾志雄 02593676��LVM6A1G17JF074875

陈历高 02593484��LVM6A1G1XJF072246

陈永全 02593665��LVM6A1G13JF074033

邓志勇 02593677��LVM6A1G19JF074814

何伟强 02593652��LVM6A1G12JF073603

吴谋伟 02593637��LVM6A1G17JF072379

吴信吉 02593506��LVM6A1G15JF073661

徐仕森 02593644��LVM6A1G19JF072254

许彦喜 02593412��LVM6A1G11JF063290

杨伟光 02593680��LVM6A1G14JF074932

杨悦 02593507��LVM6A1G18JF073041

叶汉范 02593671��LVM6A1G17JF062323

张金发 02593662��LVM6A1G16JF074009

尹周华 02593435��LVM6A1G10JF061529

周子良 02593667��LVM6A1G13JF068345

朱永标 02593659��LVM6A1G15JF074082

柯伟培 02593440��LVM6A1G15JF052504

解除车辆挂靠合同公告

由于下列重型自卸货车挂靠在我公司名下，

车辆所有人严重违反合同约定， 不履行合同义

务、不年审车辆各个证件。 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特通知解除以下车辆所有人与我公司的挂靠关

系。 即日起该车辆与本公司无关。 解除挂靠车辆

车号为：粤 AE5371�

广州市亨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 07月 29日

声明作废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声明以下编号的营

销员合同作废：

20180102865 20180103001 20180103102

20180103243 20180103349 20180115713

20180115846 20180115964 20180116031

20180116059 20180116060 20180116074

遗失声明

广州富力美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给高谭

家的收款收据（编号：0050329，金额 33075 元）遗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3EKU

2Q，编号：S10120170187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双心爆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KUON

32，编号：S10120170038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鹅

乸

饭饮食店遗失空白广

东增值税普通发票（中文二联电脑版）1份 (发票

联)代码 4400151320号码 78939932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大岗科芬庄园西餐厅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 注册号：440110600149536， 编号：

S1092014012589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大岗科芬庄园西餐厅遗失国税

税务登记证正本，粤国税字：44018119870223031

3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大岗科芬庄园西餐厅遗失地税

税务登记证正本，粤地税字：4401811987022303

13，纳税人编码：44011550095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谢爱球遗失《执业医师执业证书》，证号：110

440106003315；（2）遗失《执业医师资格证书》，证

号：19984311043280252022105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静玫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0

6600898113，编号：06913019909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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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内复权单位

净值增长率（

%

）

46.53

44.20

33.75

29.37

29.1

26.48

21.38

20.05

15.29

近一年复权单位

净值增长率（

%

）

30.42�

27.10�

10.14�

5.55�

5.92�

9.23�

2.95�

0.17�

10.83�

过去业绩表现较为优异的沪港深主题基金

（数据来源：

Wind

。 截止日期：

7

月

29

日）

证券

简称

前海开源沪港深优势精选

前海开源沪港深价值精选

国富沪港深成长精选

汇丰晋信沪港深A

嘉实沪港深回报

华安沪港深机会

华安沪港深通精选

泰康沪港深价值优选

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

投资港股市值占比差异大

回顾年内主动类沪港深主题基金的

业绩 ，111只基金年内平 均 收益 为

16.42%。但基金之间业绩差异明显，如前

海开源沪港深优势精选年内回报超

40%，而工银瑞信沪港深C等基金年内收

益尚不足1%。

记者梳理显示， 尽管名称中都含有

“沪港深”等字眼，但沪港深主题基金之

间，港股资产占比分化明显。部分沪港深

主题基金基本没有配置港股股票标的，

重仓股票全为A股标的。 如创金合信沪

港深研究精选，近3个季度港股投资市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均不足1%。 而汇添富沪

港深优势精选截至二季度末， 港股投资

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为91.31%。因此，

格上财富研究员张婷建议， 投资沪港深

主题基金，需要关注多方面的问题。一方

面要明确基金是主动管理型还是指数跟

踪型。其次，要确定投资港股的比例是多

少， 一些沪港深基金投资A股的比重高

达90%甚至100%， 这意味着该基金并不

是真正意义的沪港深主题基金。

此外，张婷表示，基金经理是基金的

“灵魂”， 投资者需着重考察基金经理是

否有投资港股的经历以及业绩如何；关

注基金经理往年业绩是否优异以及持续

性是否好， 尽量选择绩优基金经理管理

的产品。

据记者统计， 在主动类沪港深主题

基金中，年内、近一年、近两年、成立以来

收益均为正值， 且港股投资市值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在30%以上、最新规模超1亿

元的基金共有9只。从基金过去业绩收益

来看， 最出彩的莫过于前海开源沪港深

优势精选，该基金年内、近一年、近两年、

成立以来收益分别为46.53%、30.42%、

37.41%、85.22%。 从港股投资市值来看，

基金经理仓位波动没有限制。 在一季度

末， 港股投资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仅

有13%，而到了二季度，这一数值已经提

升至32%。目前，该基金由3位基金经理共

同管理。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严雄提醒， 除了

传统的需要关注港股、A股持仓占比以

外，重仓持股的风格也是需要关注的，即

使是在同一市场， 不同风格或属性的个

股之间的表现差异也是比较大的。另外，

也需要关注沪港深基金的基金经理的操

作分工，有的基金是A股、港股由两位基

金经理分开管理； 也有的投资经理经验

比较丰富，A股、港股都是一人操盘。

指数基金各有各的特点

相比主动管理型产品，55只跟踪指数的被动类沪港

深主题基金就各有各的特色。 跟踪的指数包括沪港深基

本面100、中证港股通高股息精选指数或行业指数等。 仅

仅是高股息指数， 就分别有基金跟踪恒生港股通高股息

低波动、中证沪港深高股息指数、中证港股通高股息投资

指数、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等4个不同的指数。 对

于投资者来说， 选择被动类基金， 除了看估值历史分位

外，还要综合考虑跟踪指数的贴合度。 记者以上述4个高

股息指数为统计对象，Wind数据显示， 目前中证港股通

高股息投资指数市盈率仅有6.83倍， 处于历史7.58%分位

点。跟踪该指数的汇添富中证港股通高股息A年内收益超

过5%，年内跟踪误差为0.7524。 相比其他被动型沪港深主

题基金，跟踪指数能力处于中间偏高水平。

责编：苏广华 美编：余永康 校对：黄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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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个月南向资金净买入港股超800亿

沪港深主题基金可适当配置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梁诗柳

今年以来，港股市场在冲高后出现不小幅度调整，本周一恒生指数盘中更跌破28000点。 随着调整的加深，业内认为港股市场的配

置机会随之而来，不少基金公司也纷纷加大沪港深主题基金的布局力度。 中信证券研报数据显示，2019上半年内地共发行沪深港通类

基金155只，同比增长40.9%，其中二季度发行了84只，环比增加16.6%。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在交易所市场中，简称中含有“沪港深”、

“香港”等字眼的基金共有169只，主动权益类基金（包括普通股票、偏股混合、灵活配置）占比近七成，年内平均收益超16%。

港股市场

布局时点显现

本周一， 恒生指数险守28000

点。 截至昨日，恒生指数今年以来涨

幅 为 8.90% ， 上 证 综 指 涨 幅 为

18.38%。 尽管如此，市场资金仍然源

源不断流向港股市场。 Wind数据显

示，二季度以来，南下资金保持持续

净流入，其中7月南下资金合计净买

入港股185.84亿港元。而二季度以来

的4个月，南向资金合计净买入港股

超800亿港元，远超同期北向资金净

流入A股金额。尤其在6月份，通过港

股通净流入港股的资金为264.76亿

港元，创下了2018年2月以来新高。

对于港股的后市空间及中长期

配置优势， 广发证券周一发出的研

报中指出， 本周和下周分别是欧央

行和美联储的议息窗口， 市场对于

宽松预期的变化， 使得资产价格短

频波动加剧。 宽松的“解药”短期仍

有效， 但资产价格进入“预期的游

戏”，收益空间或在收窄。 继续看好

中资股“盈利稳、估值升”带来的市

场机会。

基金公司也趁势积极布局沪港

深主题基金。 中信证券研报数据显

示， 沪深港通类基金二季度发行速

度延续一季度开门红势头。 具体来

看，2019上半年内地共发行沪深港

通类基金155只，同比增加40.9%，其

中二季度发行了84只， 环比增加

16.6%，同比增加7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