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定间通讯器材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信用代码：92440101MA5ADLP7

X4注册号：4401116015083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薛旺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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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元的合同保证金收据，2000 元安全互助金收据，

开具收据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28 日，收据编号

为 0245692,0245693 特此公告声明该收据作废

无效。

遗失声明

本人薛鹏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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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元安全互助金收据， 开具收据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28日， 收据编号为 0245691特此公告声明该

收据作废无效。

遗失声明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团体

人身险投保单，K000511900012662，K00

0511900012663，K000511900012664，

K000511900012666，K0005119000127

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广州

市南沙水务局发放的排水许可证书（正本、

副本各一份）及相关审批文件，证书编号：

穗南水排字第 201415 号，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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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凯恩德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 44060730258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湾区祖龙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编号 JY244040400349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蔡炽忠（身份证号 440126195111015

138） 将番禺区大石街朝阳东路 114 号商

铺铺位押金发票 1 份遗失， 发票代码

244010570041，发票号码 01268277，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

左丽丽(身份证号 430402196806013

022)将番禺区大石街朝阳东路 199 号商铺

铺位押金发票 1 份遗失 ， 发票代码

244010570041，发票号码 08575349，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

李延锦(身份证号 440921195607125

412)将番禺区大石街朝阳东路 82、84 号商

铺铺位押金发票 2 份遗失， 发票代码

440170043， 发票号码 453270587762、

453270587763，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亚势广告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 440103000084643，编号 S03120140

078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段传峰（身份证 430623197708155737）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06601041519、

440106601041502、440106601041498、440106

600836299、440106600601982、440106600479

366、44010630010750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司建民于 2019 年 7 月 27 日遗失第二代身

份证， 证号：622427199304010436， 不承担他人

冒用后果，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司建民遗失士官证，证件号：士字第 201100

75515�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名帆通信经营部遗

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

司开具的业务押金单叁仟元(单号 83743

38)，单据开具时间：2017 年 2 月 18 日，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穗致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W7EU

5R，编号 S0612019153312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颂宁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W7ER

08，编号 S0612019153310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愿伏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W7EX

X6，编号 S0612019153314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舒弛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W7EW

1E，编号 S0612019153313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亚陈废品回收站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0125600156436。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雅瑶恒顺粮油商行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 注册号 440121600052378， 执照编号

2191202749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乐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WER42L）遗

失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

证》，车牌号码：粤 AD73981，证号：穗交

0032718 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乐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WER42L）遗

失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

证》，车牌号码：粤 AD68626，证号：穗交

0032987 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小草药业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的广东

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联) 共 1 份， 发票代码

044001900104，日期 2019 年 08 月 02 日，发票

号码 34212301(价税金额 1880 元),已盖发票专

用章，现已作废，不可做入账处理，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快寻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MA59E8

J38C，编号：S061201602975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立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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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4400191130，号码：17800182、

17831651，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前进霖则发鞋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编号：S0692017002748，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440101MA59HWDW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黄焖鸡米饭快餐店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QQD

R19，编号：S0592018003930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关家俊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父亲：关胤瑞，母

亲：侯贤珍，出生日期：2016 年 2 月 14 日，编号：

P4413116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佛冈县昊天旧机动车交易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82

1MA4W5XEY8M，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徐闻县西连镇沈应福猪肉摊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08256000970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曹权遗失车辆粤 G43548 的道路运输代理

证，证号 4408000040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圣轩点心店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GJ2X

6J，编号 S2192016016151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欧华服饰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广州市正

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C098-99 铺装修押金收据

一份，收据编号 0030327，金额：6616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同和粤越文具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4011131000114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洛浦天权星餐厅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 许可证编号 JY24401130060456（1-1），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胡静，遗失警察证，警号：029737，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肥

芃

便利店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 440106601312897，执照编号 S069

2016032367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泰沙肉菜市场 D-11 档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

QJBL2M，编号 GS0520190622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泰沙肉菜市场 C-7、C-8、C-9档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

MA5CQJB86M编号GS052019062249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龙泉广告有限公司（注册号：440106202

82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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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亲启事

2012 年 5 月 20 日早上 7 时，在东城镇东润

市场的路口捡拾一女性弃婴， 当时用纸皮箱盛

着，容貌端正，用蓝布巾包着，身

上没有其他特殊特征， 由好心人

抱回去抚养，现女孩身体健康，望

女孩亲生父母见报后，15 天内联

系阳东区民政局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另作处理。

电话：0662一 6617362����

2019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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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海珠区力行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440105589519736H，住所：广

州市海珠区昌泰路 20 号二层自编 15 号，法定代

表人：蔡旭奇）于 2019年 7月 26日变更住所，变

更前： 广州市海珠区昌泰路 20 号二层自编 15

号，变更后：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 348-1-2 号

3B-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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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鹭鹭瑜伽馆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GTRC1G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市爱薇尔内衣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83661844286Q) 经股东研究决定，

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800 万元人民币减资为

100万元人民币。 自 2019 年 08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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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广州增城区盟顺五金制品厂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MJM0

70，编号：S25620170241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惠靓制衣厂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40105600466140，编号：S05920150

07097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精锐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遗失报税

盘，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JBQU1M,

报税盘 498905122433,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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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苏广华 美编：余永康 校对：段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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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同启元·共未来” 大旗生物

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下称 “大旗控股 ”）

携手广东省健康产业研究院、中国健康

产业促进会、广东省营养健康产业协会

举办“健康中国行动”广东首站授旗仪

式暨深圳运营中心开幕典礼。 此次健康

中国行动的一大亮点就是从影响健康

因素的前端入手，把“预防为主”的理念

落到实处；在未来 10 年内，让全民健康

素养水平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健康科

普更加规范科学。

启动仪式后，大旗控股将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健康知识讲座普及，公益宣讲

“健康中国行动”内容，让个人、家庭以

自我健康管理、膳食、运动等生活方式

号召民众，让“每个人都承担起自己健

康的第一责任”。

据了解，大旗控股公司出品的“倍

生元”品牌系列的“菊粉益生元胶膳食

纤维粉”是以菊粉为原料的天然益生元

产品，旨在通过菊粉天然益生元调理人

体肠道菌群平衡，从而消除因肠道问题

导致的各种亚健康问题，以“预防为主”

理念调理从而恢复人体健康体质。

日前， 中山市家里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下称“家里网络”）

宣布与天天洗

衣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成为天天洗衣

的首个“城市合伙人”。接下来，天天洗

衣的品牌、供应链、智能化中央工厂、

门店运营、市场营销、日化产品、智慧

新零售系统、 互联网电商和售后服务

等资源，将与家里网络实现共享。根据

协议， 天天洗衣将结合平台综合服务

特色， 在平台上植入自身成熟产业链

条， 在中山市内新增近百个社区服务

网点，为中山居民提供咨询、预约、购

买、快递、售后等一系列线上线下洗护

服务。

家里网络线下服务站覆盖完善

天天洗衣为何与家里网络合作？

据悉，家里网络成立于2014年，专注提

供社区O2O综合服务。 线上平台家在

中山覆盖超过20万人数， 线下有70个

社区服务站以及众多的社区业主微信

群。截止目前，家在中山线上平台已接

入50个政务服务站点

（物管小区）

及20

个行政社区文化站的建设， 覆盖市内

各大片区。

双方实现资源共享后， 用户便能

在家在中山服务号

（或家在中山

APP

）

系统中，找到对应的小区，点击进入家

里驿站页面， 即可实时了解小区周边

的天天洗衣网点位置及联系方式，自

主选择预约或上门服务。 所有的待洗

衣物都将通过物流直接运送到天天洗

衣的智能化洗衣中央工厂进行标准化

洗涤，隔天就能把干净的衣物送回。此

外， 用户通过天天洗衣的洗护大平台

还可享受到买衣、租衣、改衣、洗衣、日

化产品购买的一条龙服务。

家里网络董事长叶凯表示， 互联

网与社区服务是天天洗衣打造智能服

务生态平台的关键环节。 此次合作补

上了天天洗衣生态链缺口， 加速天天

洗衣全国化市场布局。同时，家里网络

也希望借助此次合作契机， 与天天洗

衣共同打造广州以外的城市文化，将

天天洗衣的智能化洗衣模式辐射到整

个大湾区乃至全国。

打通湾区最后100米洗护服务

近年来，天天洗衣在奢护、日化、

服装、文旅等产业领域涉猎，开始多元

化布局。天天洗衣董事长卢志基表示，

此次天天洗衣开放城市合伙人平台，

是企业“建平台建生态”战略的重要一

环。 天天洗衣将抓紧此次合作带来的

机遇， 继续加大力度在珠三角地区部

署建立网点。“天天洗衣计划在中山、

珠海、东莞、深圳、惠州、佛山、广州6个

城市形成社区服务平台， 辐射整个大

湾区。 ”卢志基说道。

作为洗涤行业领跑者， 天天洗衣

的洗护流程对标国际标准， 注重服务

质量精细化管理，建立起标准化、自动

化、 数字化、 可视化的洗衣流程，“直

播”洗衣过程，让消费者能洗得放心、

穿得舒心。

双方的合作也有利于推动广州、

中山两地在生活服务领域合作与共

享。业内专家表示，合作有效打通网上

网下对接， 利用家里网络社区服务平

台线上的用户和天天洗衣线下的布

点，在打通服务群众“最后100米”的同

时，作为智慧洗护服务示范标杆，带动

智慧型社区服务模式辐射整个大湾

区。

文

／

郑晓玫

开启大湾区洗护网点布局

天天洗衣携家里网络进驻中山市场

“健康中国行动” 广东站授

旗仪式日前举行

大旗控股深圳运营

中心开幕

天天洗衣的智能化洗衣中央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