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树豪健身器材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证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MHMJ

7B，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俭宇遗失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开

具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 发票

联）1 份，代码：4400191130，号码：350373

70，已填用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东莞市中堂陈陈饰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1900MA53EA2M5M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莞市大岭山顺利装饰材料店遗失粤

SA5152 重型普通货车购车发票，车辆识别代号：

LJ11KTBC8D10155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公交集团广交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驾驶员

杜东升遗失押金单 14000元，编号为 0124868/01

24869，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牛尚尚玉器店遗失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 副本， 经营者:�肖邮民， 注册号：

4401036007275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联瑞联丰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

伙)广州分所遗失已盖合同章 5 份(一式二份),编

号 :� UTC-CYB-GZ1812-1808F、UTC-PT-GZ1

901-485� 、UTC-PT-GZ1903-1405、UTC-CYB-

GZ1902-051、UTC-PT-GZ1901-827� , 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中山市曙光运输有限公司南城县分公司不

慎丢失空白支票 9张，支票号：

3060443015834392、3060443015886917、

3060443015887018、3060443015920691、

3060443018747237、3060443018795779、

3060443018795878、3060443018804279、

30604430188047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信宜市果香园水果店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983MA4WU1

KQXC，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英德市沙口镇情侣婚纱摄影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41881600226763，经营者姓名：潘

洁芳，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新市吴善兴模具加工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11380079470，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 2012 年 07

月 19 日由广州市组织机构

代码管理中心颁发的代码为

66400315-9 的代码证正、副

本，现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 广州市海珠区宝

顺德首饰工艺品厂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三

滘

村后

滘

大街 68 号 3 栋

之二

遗失声明

广州翔鑫运输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壹枚，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江国奇遗失身份证一张， 身份证号：

441521198611236513， 所造成的法律一切后果

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英德市英城康源购销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418813024582;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 44010619770113153801,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崇罡物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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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440101576000812K)从 2019 年 8 月 19 日起

清理债权债务,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负责人陈永洪)申报债权,

如逾期不申报,则视为放弃权利。 清算结束后,本

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集家翰庭酒店用品贸易有限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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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佳洲（广州）商标布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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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博鳌纵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已盖

合同章的合同 12 份（一式两份），编号：UTC-PP

B-HJY-GZ1904-056、UTC-HJY-X-GZ1901-

643、UTC-FX-GZ1809-616� 、UTC-ZSDS-GZ1

902-845、UTC-STJYB-GZ1812-162、UTC-PP

B-HJY-GZ1812-1933、UTC-ZSDS-GZ1903-9

74、UTC-KBZ-GZ1901-826、UTC-KBZ-GZ19

05-1102、UTC-KBZ-GZ1904-328F、UTC-STJ

YB-GZ1903-1554、UTC-KJC-GZ1904-143,�

现声明作废。

公 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现对已

办理成立登记的社会团体予以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中大国际创新谷纺织产业联

合会于 2019年 8月 15日在我局办理成立登记，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440105MJK940401R；住所：广州市海珠区瑞

康路 389 号广州长江（中国）轻纺城北区五楼 15

号；法定代表人：郑凯；注册资金：人民币壹拾万

元整；活动地域：广州市海珠区；业务范围：1.贯彻

国家有关产业发展政策法规。 2.协助政府制定中

大纺织商圈发展规划。3.搭建沟通协调平台，提供

会员服务。 4.开展行业自律，制定行规行约；组织

经验交流。5.组织发展行业的公益事业。6.承接政

府职能转移。（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需经有关

部门批准方可开展的活动，须依法经过批准。 ）业

务主管单位：广州市海珠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

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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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思

雲

日用品经营部遗失营业执

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5600722435， 编号

S0592014067690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运儿毛织时装店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40101MA59JJYB6E)， 遗失公章一

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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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8.23��星期五

INFORMATION TIMES

B06

产经

发

财

狮

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韦柑路）

8月

进入下旬，暑期临近尾声，旅游市场

也开始降温，机票价格应声下跌。 记

者从携程等多家在线旅游网站了解

到，8月底，不少热门航线票价大幅回

落， 比暑期旅游高峰期普降三成，部

分热门航线票价低至2~3折。 其中，飞

往昆明、青岛、厦门等地，最低只要

400多元。

昆明是今年暑期最热门目的地

之一。 暑期旅游高峰期期间，上海、北

京等主要出发城市飞昆明，热门出发

时段很难看到7折以下机票。 但在8月

底，飞往昆明的票价跌幅超过50%。 其

中， 广州出发飞昆明最低只需400多

元，裸票价比高铁二等座便宜了近百

元。

携程机票数据显示，除了昆明以

外，飞往青岛、成都、厦门、杭州、西

安、桂林、珠海等热门旅游地的机票

价格均普降三成， 涌现大量低至2折

左右的特价机票。 乘飞机前往这些城

市，最低只需花费400多元。

携程机票事业部高级总监邵季红

介绍， 伴随着暑期末尾热门航线机票

价格大幅大跳水， 很多人趁机选择错

峰出游。与暑期旅游高峰期相比，错峰

旅行可节约30%左右的出行成本。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在

线导购平台返利网发布数据显示，汉

服市场成为男性时尚消费领域的冷

门增长点，今年1~7月，返利网汉服消

费男士占比已高达39.71%，同比增长

196.2%。 成都成男士汉服最大消费市

场，西安和南京排名第二、第三位。 此

前有行业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末，

中国汉服市场消费人群已超200万

人，年销售额超10亿元，购买汉服人

数同比增长92%。

另外，今年1~7月，返利网男士化

妆品日均搜索量同比增长169%，其中

95后以32.4%的占比成为男性美妆最

大消费群体 ， 紧跟着的是 90后的

25.8%和00后的22.4%；80后则成为男

士护肤品市场的主力消费者，排名第

二、第三的分别是95后和90后。

信息时报讯

由中国家用电器协

会与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

展部指导、中国家电网主办的“2019-

2020中国空调行业高峰论坛”21日在

京举行。 包括海尔、海信、美的等在内

的国内外主流空调品牌商与核心零

部件企业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着重

探讨国内空调市场规模步入中长期

稳态阶段后，行业出现的新挑战以及

应对思路。

2019冷年销售量下降

论坛上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

据显示，2019冷年国内空调零售市场

规模实现6056万套，销售量同比下降

7.59%，销售额同比下降9.95%。国家信

息中心资深产业专家蔡莹局长认为，

两方面原因造成了这一局面， 一是3

年连续增长造就市场基数创新高，增

速回调已成必然；二是国内家庭空调

保有量已达新高， 城市市场基本饱

和，农村市场虽有增量但独木难撑整

个大盘，在房地产市场低迷、产品中

低端同质化严重的情况下，增量基础

不稳固。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理事长姜风

认为，国内空调的市场环境正由增量

阶段向存量阶段过渡，更新换代将成

为行业发展的第一动力，而“低增长”

将成为常态。 不过，对于行业未来前

景，她表示依然看好，一方面极端天

气的频繁出现刺激了全球空调需求

的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家庭空调

百户保有量仅为55套，对比冰洗产品

的保有量，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

品质升级趋势下，更新换代需求也会

逐渐释放。

奥维云网副总裁韩昱提到，现阶

段市场大盘整体表现低迷，新冷年开

盘经销商持观望态度的居多。 在他分

享的国内空调全渠道零售推总数据

中可以看到，1~7月，国内空调销售量

约为4114万套，同比下降0.6%，其中线

上同比增长17.9%至1745万套，线下同

比下降10.9%至2369万套；销售额整体

实现1369亿元，同比下降3.8%，其中线

上同比增长15.0%至501亿元， 线下同

比下降12.1%至868亿元。

品牌间竞争更加激烈

在量额齐降的压力下，2019冷年

品牌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尤其第一阵

营对中小品牌的挤出效应明显，同

2018冷年相比，第一阵营品牌市占率

提升1.93个百分点至82.37%； 同时第

一阵营继续引领国内空调市场趋势，

也体现了技术走向的主旋律。 此外，

一批跨界而来的互联网、渠道商品牌

也加入战团，依托性价比优势蚕食着

第二阵营品牌和长尾品牌的市场份

额，虽然它们体量较小，但“性情凶

猛”，发展迅速，产生了扰动传统市场

的鲶鱼效应。 压力之下，价格竞争逐

渐渗透入每一细分品类市场，低端空

调价格更已压近成本线。

市场压力之下，更多品牌转向以

技术迭代换利润空间。 越来越多企业

的产品开始搭载舒适、智能、自清洁

等相关技术，推动了这些细分类目产

品均价下行，有利于优质技术普惠更

多消费者。而平价大众产品之外，3500

元以上中高端挂机和7000元以上中高

端柜机线下重点城市市场占比均呈

连年上升趋势，说明品质升级的趋势

依然延续。

论坛透出的信息显示，新冷年空

调行业依然面临较大压力。 在一个行

业的市场低迷期，往往容易出现一些

非理性竞争，比如恶性价格战，互相

攻击等等现象，这不利于行业的健康

发展，行业自律就尤为重要，正是在

这种背景下， 本届空调高峰论坛上，

新一届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空调专业

委员会宣布成立。

据央广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徐珊珊）

8月21

日晚间， 卓越教育发布2019年上半年业

绩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67亿元， 同比增长约20%； 净利润为

7525.6万元，同比下降9.1%。

报告显示，卓越教育上半年新开培

训中心30个， 学生保有率达到80.4%；实

现营业收入8.67亿元， 同比增长约20%；

净利润为7525.6万元，同比下降9.1%；毛

利为3.59亿元，同比增长17.3%。 在收益

构成中，卓越教育的优学项目小班辅导

贡献了4.15亿元，个性化辅导贡献了3.55

亿元； 全日制备考项目实现收益7240.5

万元；素质教育实现收益2.41亿元。 卓越

教育表示， 导致净利润变动的因素有：

因自2019年1月1日起采纳新的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第16号租赁， 导致确认使用权

资产折旧及租赁负债利息，额外减少纯

利750万元；对在线网校业务作出的初期

投资税后净开支2580万元。 公司将调整

在线网校业务的策略，剥离现有的在线

网校业务；非上市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

减少570万元。

上半年， 卓越教育招生人次为

343277人，同比增长18.7%；辅导课时数

目为6737299个，同比增长12.2%。 未来，

卓越教育将扩大区域覆盖范围，提高现

有市场渗透率。 同时，卓越教育提出了

“强语文”集团战略目标，从品牌、产品及

营销层面打造成强语文的定位。 此外，

鉴于华南地区报考艺术专业的学生群

体激增，卓越教育的艺文学院计划进一

步开拓广州、深圳市场。

中国空调行业步入存量时代

有业内人士认为，更新换代将成行业发展的第一动力

一是

3年连续增长造就

市场基数创新高， 增速回调

已成必然；

二是

国内家庭空调保有量已达新高，城市市场基本饱和，农村

市场虽有增量但独木难撑整个大盘，在房地产市场低迷、产品中低

端同质化严重的情况下，增量基础不稳固。

空调销售量

下降的原因

卓越教育

上半年营收8.67亿

暑期末段机票价格跳水

部分热门航线低至

2~3

折

男性汉服市场冷门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