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玉祥庄玉器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 440105600905716，编号：S05920140

06433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景天地产中介服务部遗失最后一次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12560022126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巧香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05

60051489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奥鹏灯饰加工厂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113800

8521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

AHTXT4N，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林钦遗失南沙珠江湾 F-1 栋 2602 房购房发

票 2 份， 号码 02926080 金额 854301 元； 号码

06322157金额 370000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小小理发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40125600655152，编号 S25920150047

54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娟子玩具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 440121600917182，编号 S2192016

005695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袁晓红不慎遗失红星美凯龙金沙洲商

场开具收据商户质量保证金， 收据金额:10000

元，收据号码:SK18040100558047，该收据遗失

后所产生的任何全责均与红星美凯龙金沙洲商

场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许奕虹遗失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开具保单，保单号码：AGUZ12

1CTP19B458150F、AGUZ121Y1419B264046Q，

流水 号 ：QBAP190491180、CFBA1903402107，

业务联。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雷艳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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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0024401148000201400330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万达文化旅游城投资有限公司：本人黄

决强于 2019 年 8 月 11 日支付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 元） 并取得等额收据， 收据号为：

P0248-00009527。 因以上票据丢失，特此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江埔达明口腔门诊部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K0C

F3B，编号：S2292017003789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湘武货运代理服务部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XDYY7X，执照编号 S122

0190932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昊维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佛山市顺

德区顺惠置业房地产有限公司已填开广东增值

税普通发票的（客户联）。 发票代码：044001800

105��发票号码：02798299.已盖专用章，已填用，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公交集团广交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驾驶员

李佳峻遗失押金单 14000 元，编号为 0124868/

0124869，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为实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40106600560405，现声明作废。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 年 9 月 4 日 14:�50 分, 在珠江广场对

开水域, 发现死亡约 2 天男尸: 约 25 岁, 尸长

174cm,发长 9cm。 尸体上身穿黑色短袖 T 恤;下

身着黑色短裤。知情请电:87352579,联系人:陈警

官,刘警官。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 年 8 月 25 日,在洲头嘴隧道水域,发现

死亡 1 天女尸:40 岁,160cm, 上身穿红色短袖上

衣,下身穿黑色长裤。 知情请电:81897409。

遗失声明

李瑶武遗失广州味精食品厂 2016 年 8 月 5

日开具的租赁保证金收据 (号码 1511253, 金额

8700元)壹张,已填用并盖财务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思

雲

日用品经营部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8100346468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许幼冰鲜档遗失个体户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11600517829，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4JPK1M，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万象商业街喜喜化妆品店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N9

5F9U编号 S1592014000226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信宜市城南香浓奶茶店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409836002209

7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信宜市铭东建筑机械服务部遗失个体工商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983M

A4YRC7MXA,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化州市人人美发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 440982600047025，声明作废。

茂名市电白区民政局公告

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 茂名市电白区小良镇童欢启智幼儿园经

我局批准成立登记，现予公告。 名称:茂名市电白

区小良镇童欢启智幼儿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40904MJL959075D。 法定代表人: 林小连。

业务范围:幼儿教育。 住所:茂名 市电白区小良镇

开发区繁荣路 21 号。 开办资金: 人民币伍万元

整。 业务主管单位:茂名市电白区教育局。 登记时

间:�2019年 8月 28日。

茂名市电白区民政局

2019年 9月 5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恩特贝服装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06600593995，声明作废。

公 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现对已办理成立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予

以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赛北斗导盲犬服务发展中

心于 2016 年 6 月 14 日在我局办理成立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440105MJK9431788；住所：广州市海珠

区丫髻沙岛西部临编 1 号自编 3 号； 法定代表

人：何利标；业务范围：导盲犬培训，导盲犬科普

教育，承接政府或其他部门委托的相关服务项目

和其他任务。 业务主管单位：广州市海珠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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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一九年九月七日

收养启示

2012 年， 彭贤恒在阳西县新圩镇旧仓村委

会冲仔口村收养一男孩， 由于小孩原父亲死亡，

母亲精神失常， 爷爷奶奶无

力抚养，现男孩身体健康，望

男孩亲属见报后 15 天内联

系阳西县民政局办理相关手

续，逾期另作处理，联系电话:

0662-5538332。

2019年 9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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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废弃物安全处置中心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等文件的

要求，现将 "广州市废弃物安全处置中心二期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向公众公开，并

征求与该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1）建设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良田村良田北路 888号

（2）报告书全文查阅方式和途径

报告书全文可通过链接广州市白云人民政府网查阅，或前往我公司查阅纸质版

网址：http://www.by.gov.cn/by/tzgg/201908/920f81b93d0248c9b2beb906200727fd.shtml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http://www.by.gov.cn/by/tzgg/201908/920f81b93d0248c9b2beb906200727fd.shtml

（4）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受本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关注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10个工作日，即 2019年 8月 29日至 2019年 9月 11日

（6）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件、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公众意见。

（7）联系方式

单位：广州市环境保护技术设备公司 联系人：陈工 联系电话：83325100���邮箱：gzczzx@126.com

联系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德政中路 301号

建设单位：广州市环境保护技术设备公司

净利润亏损

11.99

亿元。

货币资金为

43.63

亿元，

同比减少

97.06

亿元。

庞大集团今年中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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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集团重整申请已获受理

9月9日复牌并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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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

20

亿美元

收购网易考拉

信息时报讯（记者 潘敬文）

昨日， 网易与阿里巴巴共同宣

布达成战略合作， 阿里巴巴集

团以 20 亿美元全资收购网易旗

下跨境电商平台考拉。 同时，阿

里巴巴作为领投方参与了网易

云音乐此轮 7 亿美元的融资。

据悉， 天猫进出口事业群

总经理刘鹏将兼任考拉 CEO，

考拉品牌将继续保持独立运

营。 对此项交易，网易公司首席

执行官丁磊表示， 很高兴与阿

里巴巴达成合作， 这符合网易

在新时期下的战略选择， 有利

于各方的长远发展。 阿里巴巴

集团首席执行官张勇则表示欢

迎考拉加入阿里巴巴大家庭。

针对阿里完成收购网易考

拉的交易，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

究中心主任曹磊表示， 这是一

种分工上的优化。 同时他认为，

进口跨境电商头部平台阿里和

网易考拉合并之后， 市场份额

占比或将过半， 成为行业内的

老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晓彤）

手握

67.94亿元货币现金的庞大集团，因还不

起1700万元的借款被申请重整。 昨日，

庞大集团发布公告称，法院已裁定受理

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庞大集团股票将标ST警示

公告显示，庞大集团9月5日收到法

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法院已裁定受

理冀东丰公司对庞大集团的重整申请，

并指定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清

算组担任庞大集团管理人。 此外，因被

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庞大集团的股

票于9月6日开市起停牌一天，于9月9日

复牌并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

据了解， 为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进

货， 庞大集团曾在2017年5月向此次重

整申请人冀东丰公司借款1700万元。 按

理说， 庞大集团应当在2018年5月偿还

上述借款，但截至目前，该笔借款仍未

如期清偿。 为此，冀东丰公司于今年5月

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有明显丧

失清偿能力可能”为由，向法院申请对

庞大集团进行重整。

手握巨资为何还不起债务

2018年末还手握价值67.94亿货币

现金的庞大集

团，为何会还不

起 1700万 的 借

款？

从 财 务 状

况来看，受市场

环境波动及立

案调查事件持

续发酵等因素

影响，2018年庞大集团

巨亏61.72亿元，其中流动负债

高出流动资产71.37亿元。今年

上半年， 庞大集团又亏损了

11.99亿元，而货币资金为43.63亿

元，同比减少了97.06亿元。 随着经营业

绩的持续下滑，庞大集团部分债务还出

现了逾期的情况。 据记者统计，截至昨

日， 庞大集团逾期债务规模为21.11亿

元，涉及浦发银行、中信银行等17家机

构，且多家机构已对庞大集团采取了法

律行动。 据悉，目前庞大集团累计涉及6

起诉讼案， 涉案金额为4.58亿元， 占其

2018年净资产的7.06%。 此外，庞大集团

还出现3种公司债到期却因公司资金紧

张要延期支付的问题。

事实上，身负巨额债务的庞大集团

曾通过减员增效、处置资产两种方式来

降低费用、回笼资金，尽最大努力维持

公司的正常经营。 年报显示，2018年庞

大集团的员工人数为18094人，较2017年

的26359人减少了31.36%。而处置资产方

面，庞大集团曾在去年5月~8月期间，不

仅密集转让了14家子公司100%的股权

和5家公司45%的股权， 还转让了4家全

资子公司的非流动性资产， 累计获益

12.93亿元。 但今年上半年，庞大集团流

动负债仍有227.81亿元， 占当期总负债

的94.06%，可见上述方式缓解债务压力

的效果并不明显。

二级市场上， 庞大集团的股价自

2018年起累计下跌了48%， 目前总市值

为85亿元， 较2018年初的166.87亿元减

少了81.81亿元。股东户数方面，截至6月

30日，庞大集团的股民仍有37.15万人。

据新华社电

作为投资者进入资

本市场的首要环节，“适当性管理”在

强化投资者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业界认为，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仍存在执行效果未达预期等四方

面共性问题，相关机制仍待进一步完

善。

“第二届中小投资者服务论坛”6

日在上海举行。 本届论坛以“强化适

当性管理、维护投资者权益”为主题。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巩海滨表示，适当性管理

可以加强对投资者的事前保护，强化

市场主体的适当性义务， 同时体现

“买者自负”的原则，有效降低投资者

损失的事后监管、司法成本。

他同时表示，投资者适当性制度

在我国的发展、运行仍面临四方面亟

待解决的共性问题。 首先，投资者适

当性制度的执行效果尚未达到预期。

经营机构未向投资者充分履行产品

或服务的说明义务，对投资者的分类

和识别评估不到位且流于形式，汇集

不适格投资者集合资金购买金融产

品等情况，导致了投资者风险承受能

力同其购买的金融产品或服务之间

产生“错配”。 其次，产品和投资者分

类的精准度、 权威性需要进一步提

升。 由于缺乏更加客观、科学的评估

机制，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的认定没

有大数据支撑和验证，适当性匹配的

精准度大打折扣。 再次，金融产品的

适当性监管面临主体不同、要求不统

一的问题，需要加强统筹协调。 此外，

违反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民事责任

缺乏明确的归责依据，不利于司法裁

判标准的统一，更不利于投资者保护

的有效实现。

与会专家建言，进一步完善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制度。 深圳证券交易所

副总经理李鸣钟表示，针对传统问卷

调查方式缺乏客观数据验证的现状，

建议充分运用大数据、机器学习等金

融科技工具，对投资者“精准画像”，

着力提升适当性匹配效能。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徐明表示，投资者

过少令“新三板”面临挂牌公司融资

困难、市场流动性严重枯竭、交易连

续性无法进行的问题，极大制约了市

场基本功能的发挥。

徐明认为， 经过近7年的发展，

“新三板”公司质量、公司治理、信息

披露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投资者的

专业知识、 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提

高，监管能力、水平和力度也不断加

强，“新三板”投资者门槛降低已具备

现实条件。 徐明建议，尽快降低“新三

板”准入门槛，并着手进行差异化的

投资者准入安排。

业界：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存在四方面共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