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内重要股东增持金额前十五

证券名称

中国平安

江苏银行

中国外运

大连圣亚

恒逸石化

涉及股东人数

2

3

1

10

2

买入股份

(

万股

)

6237.31

22353.90

15791.40

1922.47

5798.75

增仓参考市值

(

亿元

)

48.93

14.73

8.06

7.56

7.45

（数据来源

:Wind

）

遗失声明

株洲硬质合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不

慎遗失 Charter�Link�Logistics�limited 签发

的正本提单一套（三正三副）， 提单号：

GPHL19060699�，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遗失广州

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管理费押金、水电

费周转金收据四份，No.0300735 金额 7903 元、

No.0300736 金额 30556 元、No.0300737 金额

71594.82元、No.0300738金额 18515.9元，已填

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原件作废。

遗失声明

佛山市禅城区录记小吃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406026008599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韩雅晴遗失户口迁移证、 准迁证， 身份证号

4325011991081070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尹丹遗失东莞市幸福家园建造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开具的 2 栋 114 室购买商铺

收据， 收据的编号是：478116�金额 80000元，和

7 月 21 日开具的 2 栋 114 室购买商铺发收据，

收据编号是：478113金额 20000元。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泰昌消防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值

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1份，代码 4400192

130，号码 11456836已填开已盖章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三村村红庄经济合作社

遗失已开具的广州市农村财务专用收据 1 页，穗

财（11）1616681已盖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展冠食用菌专业合作社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44010133142

71212。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洋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号码：620103198808030314，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花汐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本（国地税一本证），粤税字 4401113314260

49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罗连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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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0024400008000201604513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彤康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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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0182130， 发票号码：

15810142、15810143， 已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亿森公司 8058A 遗失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

发票(电子 -单联平推式)壹份，发票代码：244011

207990，发票号码：1648517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国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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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份，代

码：144011820869，号码：00515054，已盖

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广州增城逸翠庄园一、二期 2019-2021 年度防虫灭鼠消杀服务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广州增城逸翠庄园（"该楼盘 "）

招标项目：该楼盘 2019-2021年度（24个月）防虫灭鼠消杀服务

投标人资格要求：1.获得有关防虫灭鼠消杀的执业经营法定牌照，公司注册资金必须不少于￥50万元；

2.必须具备有国家规定的《有害生物防治资质证书》乙级资质以上资格；

3.拥有曾承接过广州住宅小区防虫灭鼠消杀服务项目不少于 3 个，每个合同总价不得少于人民币 10

万元；

4.信誉良好，财政稳健，成立年限不少于【3】年的注册公司。

投标人需提交文件：1、往取标书者必须携同最新年检的营业执照副本、社会保险登记证、资质证书、

公司名片及公司授权书或印鉴；《投标者申报声明》、《企业信息查核》。

2、参与投标之公司，必须将标书连同公司背景及有关资料于 2019年【9】月【3】日中午 12：00前一并

交回；

3、标书内容及有关档，中标与否，一概不退还。

索取标书时间：2019年【8】月【14】日至 2019年【9】月【2】日于办公时间内（每日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

索取标书地点：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增城大道 292号逸翠庄园物业服务中心

回标地点：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6号海航大厦 2楼物业部

回标截止时间：2019年【9】月【3】日中午十二时正

投标联系人：李允升先生

联系电话：020-32833301

招标人：家利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增城逸翠庄园分公司

2019年【8】月【14】日

广州增城逸翠庄园 2019-2021 年度一、二期公区日常保洁服务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广州增城逸翠庄园（"该楼盘 "）

招标项目：该楼盘 2019-2021年度（24个月）公区日常保洁服务

投标人资格要求：1.获得有关清洁保养的执业经营法定牌照，公司注册资金必须不少于￥500万元；

2.必须具备有国家规定的保洁服务 C级以上资格；

3.提供不少于 3个曾承接过广东省住宅小区保洁服务项目合同，每个服务合同总价不得少于 50万；

4.信誉良好，财政稳健，成立年限不少于【5】年的注册公司，并能提供最近 1年已审核的公司审计报告

或 2018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报告。

投标人需提交文件：1、往取标书者必须携同最新年检的营业执照副本、社会保险登记证、资质证书、

公司名片及公司授权书或印鉴；《投标者申报声明》、《企业信息查核》。

2、参与投标之公司，必须将标书连同公司背景及有关资料于 2019年【9】月【3】日中午 12：00前一并

交回；

3、标书内容及有关档，中标与否，一概不退还。

索取标书时间：2019年【8】月【14】日至 2019年【9】月【2】日于办公时间内（每日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

索取标书地点：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增城大道 292号逸翠庄园物业服务中心

回标地点：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6号海航大厦 2楼物业部

回标截止时间：2019年【9】月【3】日中午十二时正

投标联系人：欧景堂先生

联系电话：020-32833301

招标人：家利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增城逸翠庄园分公司

2019年【8�】月【14】日

遗失声明

广州云石棋牌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6MA59A9K51N�） 遗失发票专用章和财

务章和法人章（法人：张午生）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茹英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046000407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健翔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父亲：黄灿锐，母

亲：胡燕娜，出生日期：2007 年 2 月 24 日，编号：

G4413241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劳

璟

轩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父亲：劳华杰，母

亲：孙沅思，出生日期：2016 年 7 月 28 日，编号：

P4419695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璇遗失身份证（证号：4415221972041906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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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发遗失车辆粤 GE0227 的 IC 卡， 证号:

湛 0026320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工业品市场李王云成衣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40881600316862，声明作废。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年 8 月 12 日, 在番禺新造隧道工地旁

水面,发现死亡 2 天女尸:45 岁,150cm,穿粉色短

袖衫,深蓝色九分裤。 知情请电:�34720770。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年 8月 10日 8:20分,在南河道水上城

管保洁码头河面,发现死亡约 3 天男尸:约 25 岁,

尸长 175cm,发长 5cm。 尸体上身穿绿色短袖 T

恤;下身着黑色长裤。 知情请电:84364616,联系

人:马警官,徐警官。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年 8 月 9日 20:40分,在滨江东路广州

大桥西侧河面,发现死亡约 3 天男尸:约 25 岁:尸

长 184cm,发长 8cm。 尸体上身穿灰色短袖 T恤;

下身着蓝色牛仔裤。知情请电:87352579,联系人:

林警官,黄警官。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东莲依裳服装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 440106600987605 编号 S06920

14011061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威格仕家居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2-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

PET8XB，编号：S26120180024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王全国遗失佛山中升之星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开具收据一份，收据号:3011732 金额一

万元，特此声明。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陈帼英与广州真然星互联网服务有限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签订的协议编号为

ZQZR2019001 号《债权转让协议》，陈帼英已将

对借款人广州市荪桡旌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所

拥有《公司向个人借款协议书》项下的全部债权，

包括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迟延履行利息等全部

债权及其附属权利转让给了广州真然星互联网

服务有限公司。

现公告通知借款人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请

借款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受让方广州真然

星互联网服务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减资公告

广州克雷埃逊品牌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60506259651，经股东会

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

贰仟万元减至壹佰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于公

告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公 告

广州市金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广州市金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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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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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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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4日

公 告

广州市天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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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315号及其补充合同之 1号、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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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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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4日

公 告

广州龙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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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460 号及其补充

合同之一号、之二号、之三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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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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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4日

公 告

广州嘉儒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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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152 号及其补充合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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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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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4日

公 告

广州市东方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嘉邦化工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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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119 号及其补充合同之一、之二号）尚欠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违约金一案，因广州嘉邦化工

厂已注销，其权利义务应由你单位承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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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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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4日

公 告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员村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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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号及其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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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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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4日

公 告

广州市南华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华塑料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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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439号）尚欠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违约金

一案，因广州市南华塑料厂经原广州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准改制为你单位，其权利义务应由你单

位承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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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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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4日

公 告

广州宝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与原广州市国土局签订的位于海

珠区工业大道 76-78号（第一期）地块的《广州市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穗国地出合〔1998〕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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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于 2019年 7 月 31日向你

单位发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催告函》（穗

规划资源〔201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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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两单位

在收到本催告函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履

行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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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4日

公 告

广州金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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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白云区解放北路

1000 号（第三期用地）地块的《广州市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穗国地出合〔200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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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于 2019年 7月 31日向你单位发出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催告函》（穗规划资源

〔201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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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两单位在收到本

催告函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履行义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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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4日

公 告

广州新源置业有限公司（原广州鸿云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欠缴位于白云区机场路西侧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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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2 月 27 日作

出穗国土规划法字〔2016〕79 号《行政决定书》，

责令你单位缴清拖欠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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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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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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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日作出的穗国土规划〔2016〕

468 号《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催告函》

和于 2016年 12月 27日作出的穗国土规划法字

〔2016〕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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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4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学荣纸品加工厂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KRB5

8W，编号 S0592017003919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孝畅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440101MA59U8P5X5，编号 S059201701

8829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朱赛芳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5601023973， 编号 :S059201405876G，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龙的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驾驶员颜小华

遗失粤 A9U3S0号车的保证金收据一张， 金额：

3000元，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平和遗失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丰泰小

区鸿丰阁（505）房购房合同及发票各一份，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遗失广州

富力兴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租金押金收

据 九 份 ，No.0030376 金 额 99999 元 、No.

0030377 金额 8630 元、No.0030378 金额 99999

元、No.0030379金额 100000元、No.0030380金

额 100000 元、No.0030381 金额 100000 元、No.

0030382 金 额 100000 元 、No.0030383 金 额

100000元、No.0030384 金额 30789.16 元，已填

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原件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石壁阮春双粮油店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440126601546386，编号：S2692

016022065G，声明作废。

寻亲启示

2014 年 5 月 23 号，在阳江市合

山墟桥头边，发现一名女，婴身上没

有其他特殊特征， 由好心人抱回抚

养，现女婴身体健康。 望女婴亲生父

母见报后，15 天内联系，阳江市阳东

县民政局，逾期另作处理，联系电话

0662 一 6367823

遗失声明

本人张启斌遗失广州城市合作银行股权证

（股东号：G000537，股权证编号：009255），现声

明自登报之日起作废无效。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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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市场连续调整，上市公司重要股东趁机抢筹

156家公司获重要股东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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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诗柳）

市场连

续调整， 上市公司重要股东趁机增持。

昨日，密尔克卫披露公告称，控股股东、

实控人陈银河计划拿出1000万~1500万

元增持公司股份。 与此同时，不少上市

公司重要股东也纷纷趁机吸筹，完成前

期增持承诺。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昨

日，7月份以来共有156家公司获得重要

股东增持，合计增持了46亿元。

重要股东实施增持

46

亿元

近日，海辰药业连续两次披露控股

股东增持的公告，称控股股东、实控人

之一曹于平在8月7日、8月8日， 通过集

合竞价在二级市场增持了公司股份。 具

体来看， 曹于平在去年9月曾承诺在一

年之内，拿出不低于2000万元增持公司

股份。 在上述两天时间内，曹于平合计

增持了11.85万股， 合计增持金额为

359.49万元。

同花顺数据显示，7月份以来，共有

156家上市公司获得重要股东增持，增

持参考市值约为46.12亿元。 据了解，增

持金额最多的是大连亚圣，3名股东在7

月以来合计增持了6.11亿元。其中，磐京

基金合计增持大连亚圣16次，成功跻身

大连亚圣第二大股东。 不过，因为这一

增持计划，大连亚圣还收到交易所的问

询函。 监管层认为，磐京基金及其一致

行动人已累计增持大连亚圣15%的股

份，并拟计划继续增持。 因此要求大连

亚圣核实磐京基金是否想获取公司实

控权。

此外，隆基股份、西部矿业、欧比特

等12家上市公司，也被重要股东合计增

持亿元以上。

获增持公司六成中报预喜

若拉长时间线看， 同花顺数据显

示， 年内共有552家上市公司获得重要

股东增持， 合计增持参考市值高达

355.61亿元。 据了解到，在上述552家上

市公司中， 已有254家公司发出半年报

业绩预告，预告类型为“预增、续盈、扭

亏、略增”的预喜公司占比为60.63%。

若以正式中报看， 上述500多家公

司中， 截至昨日已有79家公司正式发

布中报，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同比

双双出现增长的公司就有41家， 占比

超过五成。 其中， 归母净利润增长最

为明显的是三湘印象， 半年报显示实

现营业收入 14.63亿元 ， 同比增长

63.58%； 归母净利润3.83亿元， 同比增

长934.81%。 而在今年5月中旬开始， 其

实控人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公司股份

239.8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17%， 成

交金额为1222.96万元。 同花顺数据显

示， 梅雁吉祥、 金科股份、 ST抚钢、

北京城建等公司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增

速也在200%以上。

招商证券研报表示，结合中报业绩

预告以及中观景气的变化，有一部分盈

利指标达到底部的行业已经出现了逐

渐好转的信号，其中乘用车、半导体、通

信设备、电网自动化、光伏、油服设备等

6个行业值得关注。 以半导体为例，近期

半导体行业景气度出现了触底回暖的

迹象， 如6月行业龙头企业台积电营收

超预期，北美半导体设备制造出货额连

续两个月复苏。可关注5G通信网络建设

带来的产业链机会，包括PCB、射频器

件、通信配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