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龙川县佗城永盛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栏港区平沙镇自由服装店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4404046000851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黎成强遗失车辆粤 QY4487的营运证， 证号

002643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榴芝迷上冰饮品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40106601252603， 编号

S069201600990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锦瀚

沄

天美容美发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6MA59D4

3724，编号 S0612016019974（1-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江埔承乐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012260022668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江埔承乐商行遗失国税税务登记

证正本， 粤国税字：44018419850110093300 号，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姜卉霞刀削面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

E0R64D，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龙门县永汉镇江味茶餐厅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 4413246002002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日府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40101MA5A3UM704，编号 S0492014037

781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花之精灵化妆品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111600074597，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中山市坦洲镇承军木桶饭店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编号：JY244202205336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收费收据一张，

收据代码为：KU6572439， 发票金额 147068.54

元，已盖收费专用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沃诺迪体育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

用章、法人私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银雁文化广告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6174185625，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秦椽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40104600566548，执照编号：0491200062

4G，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彭河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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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002440000800020180228，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广州弘聚化工有限公司注销《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 证书编号： 穗天 WH 安经（乙）字

[2016]0150号（2）。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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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经合并双方股东研究决定，同意广州中运客

运站场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号：91440103050620

515M，注册资本 500 万元）与广州市从化温泉客

运站有限公司（注册号：91440184556686159H，

注册资本 100万元）采取吸收合并方式进行合并

登记， 广州市从化温泉客运站有限公司依法注

销，广州中运客运站场管理有限公司续存。 合并

前两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续存的广州中运

客运站场管理有限公司继承。 请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 45日内要求公司对债务进行清偿或提供相

应担保。 逾期不申请的，视为各债权人未提出要求。

联系人：杨颖茵

联系电话：13926193322

特此公告!

广州中运客运站场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从化温泉客运站有限公司

声明作废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声明以

下编号的执业证作废。

执业证：

冯润仪 02003144000080002017000238

李诗琴 02003144000080002018003012

马杨强 02003144000080002017001697

邓秀霞 02003144000080002017002569

陈淑侠 02003144000080002018001599

程海都 02003144000080002018000524

卢绮雯 02003144000080002018001611

陈兰花 02003144000080002018000942

陆芷贤 02003144000080002018001847

杨馥霓 02003144000080002018001839

罗宏娟 02003144000080002018002173

梁嘉颖 02003144000080002018002340

汪婷 02003144000080002018002288

周婷婷 02003144000080002018002583

吴乃刚 02003144000080002018002518

阮文敏 02003144000080002018002606

孔宇锋 02003144000080002018002487

孙颀 02003144000080002018002462

梁振珊 02003144000080002019000073

苏皇杰 02003144000080002019000161

文小陈 02003144000080002018002727

何珍 02003144000080002019000090

龙剑萍 00002844000000002019000255

寻亲启示

2004 年 9 月 23 日，在阳江市阳西县儒洞镇

蓝田村委会马山西区 3 号自已家门口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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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内联系阳江市阳西

县民政局，逾期另作处理。联系

电话:0662-5553645

2019年 8月 30日

广州市花都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定于 2019年 9月 18日上午 10时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东大道 97 号别墅区商

业楼 1号 305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 花都区梯面镇红山村梯面镇 1302 厂物业的 20 年租赁权；（标的竞买人必须为注册资金不低于

2000万元人民币的企业法人）

2、广州市花都市场建设有限公司位于花都区狮岭镇狮峰上、下街、东升路的 15 宗物业 4 年期租赁权

（15个标的）；

3、花都区永发电脑城二层 225、203、234、260-261等 4宗铺位 3年期租赁权（4个标的）；

4、花都区新华街云山大道 9号之一 102商铺 3年期租赁权；

5、广州市祥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位于赤坭镇赤坭大道中 57号 3宗物业 3年期租赁权（3个标的）；

6、长城牌、雅阁、江淮牌、聆风电动、丰田陆地巡洋舰、尼桑牌、丰田牌、艾力绅、别克牌等车辆 14 辆

（14 个标的， 车牌号分别为： 粤 A144LY、 粤 AC5V06、 粤 AVT321、 粤 AUN717、 粤 AB0D22、粤

AVG053、粤 AP9V23、粤 AUP917、粤 AU9190、粤 A442BZ、粤 A572JZ、粤 AF65W9、粤 A284MV、粤

A424KC）；

7、废旧办公设备一批（电脑主机、显示器、空调等）；

标的详情请搜索关注 " 花都拍卖行 " 微信公众号查看，具体竞拍条件及资料请详询我行，电话：

020-86977012。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 9月 9-11日（需电话预约），地点：标的现场。竞买报名时间：

2019 年 9 月 9-16 日（工作日时段，逾期不予确认竞买资格），请竞买人携带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两份、竞买保证金汇款凭证（保证金交款人必须与竞买人一致）到我行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竞买保证

金 须 于 9 月 16 日 17 时 前 汇 至 我 行 账 户 （户 名 ： 广 州 市 花 都 拍 卖 行 ， 账 号 ：

3602-0056-0907-0159-009，开户行：工行广州花都城区支行）。 公司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

东大道 97号别墅区商业楼 1号 305室。

广州市花都拍卖行

2019年 8月 30日

清算公告

广州市天河区网球协会经上级部门决定，停

止经营并清理债权债务，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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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本人邹健来，身份证号为 442000198711074

293， 遗失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颁发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 编号为

02004044200080002018002676，现声明作废。

本人冼玲珊，身份证号为 442000198901152

600， 遗失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颁发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 编号为

02004044200080002017001122，现声明作废。

本人张安娜，身份证号为 441521198912284

500， 遗失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颁发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 编号为

02004044200080002018001454，现声明作废。

本人杨凤菊，身份证号为 442000197910258

429， 遗失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颁发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 编号为

02004044200080002018000603，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东子光轮胎连锁经营集团有限公司龙洞

连锁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5648927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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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广州紫来君骏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40106340197938Y）经股东会议同

意停止经营并申请工商注销，请各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司见报之日起 45 天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黄祥布遗失座落于广州市白云区江高

镇江村公社何大队东头生产队的农村（墟

镇） 宅基地使用证， 证号： 穗效江字第

139895 号，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帮哥办公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1340159472B)经股东会研究

决定，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减资

为 20万元人民币。自 2019年 08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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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经广州乐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研究

决定，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减资

为 10万元人民币。 自 2019年 8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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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广州蓝客通信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01MA5APCK52E） 经股东会决议，

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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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特此公告。

责编：苏广华 美编：余永康 校对：黄虹

第三届“创客广东”大赛决赛昨举行

两个项目分获企业组和创客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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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柳静 ）

昨日，

2019 年“创客中国”广东省中小企业创

新创业大赛暨第三届“创客广东”大赛

决赛在佛山南海举行。经过两轮激烈的

对决，来自惠州市日进科技有限公司的

“超声波显示屏/玻璃切割技术”项目和

深圳湖图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Data

Thinker： 新型大数据基础软件体系”项

目分获企业组和创客组一等奖。

参赛项目以新兴产业领域为主

据介绍， 本次两大赛事是由工信

部、财政部指导，广东省工信厅、财政厅

主办，南海区人民政府、佛山市工信局、

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承办。

大赛的参赛项目主要以先进制造

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绿色低

碳、数字经济、新材料等 6 个战略性新

兴产业领域为主。自今年 4 月大赛启动

以来，共收到 2115 个参赛项目，经过 10

场地市赛、12 场专题赛和 6 场省行业

复赛，遴选出 12 强入围全省总决赛。

决赛现场，参赛项目除了进行创新

性、技术能力、商业能力、团队能力等方

面的竞技外，还要接受现场专家和省内

知名双创基地负责人考题，考验参赛者

临场应变能力及面对创业难题的处理

能力。 最终经过两轮激烈的对决，来自

惠州市日进科技有限公司的“超声波显

示屏/玻璃切割技术” 项目和深圳湖图

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Data Thinker：

新型大数据基础软件体系”项目分获企

业组和创客组一等奖。

创客大赛助力项目落地孵化

据介绍，自 2017 年以来，广东省已

连续举办三届“创客广东”大赛。前两届

大赛累计吸引了超过 2000 个优秀创新

项目参赛。 两年来，对参赛项目特别是

50 强项目进行持续跟踪与服务， 组织

开展了“创客广东”创业领头雁集训营、

“创客广东”创新秀、组织创业项目与龙

头企业导师、投资机构间的对接等具有

针对性、实效性的服务活动。

截至今年 4 月， 前两届大赛 50 强

100 个优秀项目中，有 88 个项目在广东

省实现产业落地。 有近 30%项目与上市

公司、行业龙头企业达成战略合作或合

作意向；32%的参赛项目成功获得融资

或达成融资意向， 已获得融资金额达

26259.06 万元

（ 已到账并提供银行入账

单）

，融资总额预计将达到 5.36 亿元。

同时，“创客广东”大赛也突出发挥

了行业龙头企业优势、强化全程跟踪服

务、着力推动项目落地等，为广大中小

微企业和创客提供展示交流、 产融对

接、项目落地孵化平台。其中，荣获 2018

年“创客广东”一等奖的瑞思普利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通过比赛快速获得融资

机构青睐，继天使轮融资 3000 万元后，

今年 8 月再获 A 轮 5000 万元融资。 获

2018 年“创客广东”二等奖的珠海造极

声音科技有限公司， 通过比赛及 2018

年“创客广东”创业领头雁集训营，与龙

头企业创业导师企业广东凯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 莉 ）

LG

Display

（ 下称“

LGD

”）

昨天宣布，公

司在广州建设的 8.5 代 OLED 面板

生产线正式投产。

据悉,该项目投资总额高达 460

亿元，其中 LGD 持股 70%，广州高

新区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0%。 工厂占地面积 19 万多平方

米， 总建筑面积达 56 万平方米，历

时两年多方建成投产。

这是 LGD 在韩国本土外建设

的首条大尺寸 OLED 面板生产线，

也是其在广州建立的第三条生产线

（ 前两条分别为模组和液晶面板生

产线）

。 广州 OLED 工厂生产的基

板尺寸 2200mm*2500mm， 主要生

产 4K 超高清 55 英寸、65 英寸、77

英寸等大尺寸电视用 OLED 面板，

初期产能达每月 6 万片玻璃基板，

2021 年底最大产能将达到每月 9

万片玻璃基板。

OLED 电视作为高端电视的代

表，吸引了包括创维、海信、康佳、长

虹等在内的 15 家国内电视厂商布

局。

此前，OLED 电视的发展一直

受到上游屏的供应不足所制约，而

随着 OLED 广州工厂的投产，再加

上 LGD 韩国本土的产能， 到 2022

年，LGD 供应的 OLED 电视用面板

年总产能将超过 1000 万片，将大大

推动 OLED 电视的发展，并相应地

降低生产成本， 从而有望给消费者

带来更亲民的电视价格。

广州8.5代OLED

面板生产线昨投产

创客大赛活动现场。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