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资公告

广州松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16574045240W， 经股东会决议拟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00 万

元减少至人民币 200万元。 敬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

公告。 联系人：戴江松，联系方式：020-82453037

遗失声明

陈桂珍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40103600490034，执照编号 S0392014004521G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客潮百货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 440104600817876，编号 S049201404

4111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沈钰哲（身份证号码：360602199608011524）

遗失押金收据，收据号：15339，金额 20300 元，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植洁雪遗失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清远中心

支公司工作证,证号 02000344180080002018006

3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裕华小食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40106600371270，编号 S0692

014018574C，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花山仙村阿振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44012160071270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奥理干果店, 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HFC8

0P，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栗海食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EEHY

6Y，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燕涛食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29AJX1，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粒子美食品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A3

5F2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栗洲食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148E7H，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越秀区栗粒香干果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W973

2K，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东棠栗华食品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YFK7

5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奥新食品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2D05

2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童帅厨房设备经营部遗失工商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

A3E5B1J编号 S0592017019733G,声明作废。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19 年 9 月 9 日,在流溪河二号航标附近水

域,发现死亡 2 天男尸:约 35 岁,151cm,该尸体体

型瘦小,身穿黑色裤子。 知情请电:36459495。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南沙区东涌梓茶饮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NXHT5F，

编号 S1092017009090G，现声明作废。

遗失证明

广州市白云区好运汽车服务部（企业

组织机构代码：91440111786056152A）遗

失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

证》， 车牌号码： 粤 A3G2Q1, 证件号码：

0012755 号，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国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合同

6 份，编号：19-GT-0002640，19-GT-000

2341，19-GT-0002670，19-GT-00021

67，19-GT-0002654，19-GT-0002734，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嘀嗒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遗失

开户许可证，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

丛桂路支行），核准号 J5810105560901，帐

号：3602816909100057483，现声明作废。

广州融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冼文坚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州融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冼文坚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广州融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担保权利及相关权益依法转让给冼文坚，现以公告方

式通知借款人和担保人。 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 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冼文坚履行还款义务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具体还款事宜请与冼先生联系，联系电

话：18620747744。 特此公告。

广州融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冼文坚

二 O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单位：人民币 /元）

序

号

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或合同签订

日期）

债权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暂计

至 2012 年 6 月

30日）

担保人名称

1

广州市番禺区石

楼镇地产开发公

司

99年番工楼字

第 67号

3,000,000.00 2,779,186.50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镇农业发展总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

楼镇地产开发公

司

99年番工楼字

第 77号

3,000,000.00 2,764,763.22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镇农业发展总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

楼镇地产开发公

司

99年番工楼字

第 78号

1,000,000.00 919,860.33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镇农业发展总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

楼镇地产开发公

司

2000 年 番 工

楼字第 02号

1,300,000.00 1,188,596.27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镇农业发展总公司

2

广州市番禺区石

楼镇农业发展总

公司

2001 年 （番

禺）字第 0077

号

1,600,000.00 921,220.44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镇地产开发公司

3

广州市番禺区石

楼镇众发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

2000 年 番 工

楼字第 03号

1,800,000.00 1,543,605.60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镇地产开发公司

寻找家属启事

2019 年 7 月 29 日，在新丰县回龙镇蒲昌村

救助了一名流浪汉且有暴力倾向（暂起名：丰小

佳）性别：男，约 45 岁，外貌特征：身

高约 170CM，体型消瘦。 如家属或知

情人看到启事后请及时与新丰县社

会福利院（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安置中

心）联系。 电话： 0751-2256859

新丰县社会福利院

2019年 7月 31日

遗失声明

化州市官桥茶风暴奶茶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409826000996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紫金县义容镇鑫辉餐厅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416216000444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李仕芬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

号 4416216002079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曾建平服饰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A

Q8H05，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广州市从化荣联沙糖桔专业合作社，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34401846813469545， 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经社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登

记。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由清算

组负责注销前的清算工作。 请有关责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天内向清算组书面申报债权。

预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广州市从化荣兴蔬果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3440101585671677G， 于 2019年 9

月 6日经社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登记。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由清算组负

责注销前的清算工作。 请有关责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天内向清算组书面申报债权。 预期

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特此公告。

变更公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106679722850Q

单位名称：广州市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南农业大学 17号楼 223室

法定代表人：梁国勇

变更事项：法定代表人由张兴杰变更为梁国勇

遗失声明

广州福禧汇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076501792H，编号：S05120190602

37G（1-1），）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福禧汇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076501792H，编号：S05120190602

37G（1-1），）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都来通讯器材经营部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L887924

11M，编号：S0392015023082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佳平通讯器材商行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03600260261，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浦区王兵清粉面世家店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CMR4

5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信宜市东镇旺旺家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40983600093808，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40983L17485342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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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虹

苹果新iPhone，没有5G功能

各电商出招降低购买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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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

“虽

然没有5G，但价格便宜很多，拍摄水平

提升了很多，还是有吸引力。 ”在看完

新iPhone的资料后，广州果粉李小姐向

记者表示。 北京时间9月11日凌晨1点，

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举行， 主要发布

了游戏娱乐 IP影剧 、iPad OS、Apple

Watch、iPhone11等新品。 价格成为新

iPhone系列的最大亮点。

拍照效果更好

在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上， 多种

苹果新产品和服务悉数亮相。 其中最

受关注的是iPhone 11系列，分为iPhone

11、iPhone 11 Pro、iPhone 11 Pro Max

三款产品。

据业内人士介绍， 此前 iPhone一

直被批评的拍照功能， 成为今年新i－

Phone最大的改变之一。 根据官方资

料， 苹果将iPhone 11 Pro与Pro Max升

级为“长焦+广角+超广角” 三镜头，

并提供Deep Fusion深度融合技术来实

现更好的拍照效果， iPhone 11也升级

成“广角+超广角” 的双镜头组合。

年轻用户如今用手机玩游戏时间

越来越长，苹果因此大幅提高新iPhone

的续航时间，同时支持快速充电功能，

三款iPhone续航时间分别比上一代提

升1小时、4小时和5小时。

近年来， 华为、OPPO、vivo都针对

年轻用户提供多种颜色机身选择，为

此 iPhone 11在黑、白、红、黄四种颜色

基础上， 新增绿色和紫色的设计，i－

Phone 11 Pro也新增了全新的暗夜绿

色， 充分满足年轻人对手机外观的个

性化喜好。

价格成亮点

此前上一代 iPhone由于价格昂贵

而备受质疑，本次新iPhone价格则大幅

降低成为亮点。 根据官方资料，iPhone

11售价5499元起，iPhone 11 Pro售价

8699元起，iPhone 11 Pro Max售价9599

元起。 这意味着与去年 iPhone XR相

比，售价便宜了1000元。

除了官方价格大降， 为确保 i－

Phone11 销量， 各大电商平台几乎各

出奇招推动 iPhone11 系列实际购买

成本的降低。 其中， 天猫宣布用户通

过天猫购买 iPhone 11， 可获得 12 期

免息权益外， 部分城市还支持蜂鸟即

配 1 小时达。 根据苹果天猫旗舰店推

出的 12 期免息政策， 每天最低付 15

元就能入手一部 iPhone 11。 此外，

在闲鱼可以旧换新， 可以获得加价红

包。

为打消部分消费者纠结的 iPhone

11不支持5G问题， 天猫推出“保值回

购”服务，用户在天猫购买带有“保值

回购”标识的iPhone，使用一年后可5折

回收， 以方便用户待5G成熟后轻松换

新机。

京东则表示，此次为iPhone用户准

备充足的换机补贴， 在京东一站式换

新不仅可以用旧机抵扣新机价， 更会

拿到最高1000元的高额补贴券。

分期乐商城则表示，今年iPhone三

款新机的日供最低分别只需6.3元、10

元和11元，目前预购还可享受最高6期

免息分期。

近期， A股市场出现明显的结构

性机会， 消费、 医药、 科技等核心

资产板块表现突出， 提前布局的基

金获得了不俗的收益。 据银河证券

数据， 今年以来至9月6日， 融通基

金旗下2只基金收益超过60%， 另有3

只基金收益超过 50%， 均居同类前

十。

具体来看， 融通健康产业灵活配

置混合收益为66.97%， 在459只灵活

配置型基金中位居第5； 融通中国风

1号净值上涨65.99%， 在444只灵活配

置型基金中排名第4； 融通行业景气

净值上涨56.77%， 在176只普通偏股

型基金中排名第7； 融通医疗保健行

业净值上涨52.38%， 在13只医药医疗

健康行业偏股型基金中排名第6。

融通基金权益投资总监邹曦认

为， 在通胀明显恶化之前， 低利率和

低回报率的状态将保持， 核心资产效

应仍将持续， 周期投资品行业的部分

龙头公司具备了明显的核心资产特

征， 而且估值仍普遍处于低位， 存在

估值跃迁的可能性。

鑫元基金成立

6

周年

作为首批城商行系基金公司，鑫

元基金将迎来成立6周年。 自成立以

来， 鑫元基金专注于固定收益资产管

理细分市场，深化“固收+”的发展战

略，注重投研建设，践行风险可控和追

求绝对收益的投资理念，稳健发展，受

到了投资者的认可。

经过6年的发展，鑫元基金已成长

为公募资产管理规模逾400亿元的基

金公司。Wind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

度末，鑫元基金公募总规模为404亿元，

在全行业135家基金公司中位居前1/2。

今年还成功发行了公司首只摊余成本

法债基———鑫元安睿三年定期开放债

基。另据海通证券数据显示，截至6月28

日， 鑫元基金近一年平均净值增长率

为5.78%，业内排名39/110；近3年平均

净值增长率为11.35%，排名24/86。

上投摩根海外投资

成绩优秀

2019年前8个月行情收官， 除了A

股权益类基金表现优异， 投资海外市

场的QDII产品整体业绩同样出色。 以

上投摩根基金为例，截至8月底，其旗

下多达6只海外基金年内收益率超

10%。 尤其是上投摩根中国生物医药

基金， 自今年2月转型以来收益超过

20%。 此外，上投摩根富时REITs基金

（人民币）

同样取得了逾20%的收益。

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上投摩根

中国生物医药基金今年以来已斩获

20.4%的收益， 过去3个月回报则达到

19.38%， 排名高居37只银河QDII混合

型同类基金的第一位。 而上投摩根富

时REITs基金

（人民币）

年内收益率达

到20.95%， 该基金成立以来已获得

29.44%的总回报； 上投摩根中国世纪

基金、上投摩根全球多元配置基金等4

只产品， 今年以来的收益均达10%以

上。

融通基金5只基金业绩居同类前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