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陶小林遗失展业证，证号 020002440300800

020170910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华平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40101MA59RKPEXE 编号 S0592017015

549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优酒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 开户行： 广发银行增城永和支行， 核准号

J5810071411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馨苹百货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R5UU2C，

编号 S1292018003640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钰堪峻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GMPF

3T，编号：S051201601979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雅瑶天天猪肉档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44012160071225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和章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5600640229，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和章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40101MA59RKWQ2H，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和章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26601167722， 正本编号：26913042830，副

本编号：26913042830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景泰李和章猪肉档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 注册号：440111600444160， 编号 ：

S1192015054631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编号 S1112015013515（1-1），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111589505676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WUJIANG�AO.YUAN�TEXTILE�CO.,�

LTD.��遗失全套 (三正)�正本提单，船名航

次:�OOCL�HAMBURG�0IS2ZW1PL，柜号:�

TEMU2648549� ,�提单号 ：AFZ016539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上海人民电缆厂广州销售中心遗失广州轻

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房产物业经营管理分公司

2014 年开具的租赁保证金收据（收据号码：

8220934，收据金额：4800 元）壹张，收据已填用

并印盖财务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广州市上骏园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由广州坑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增

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联）1 份， 发票代码：

4400161320， 发 票 号 码 ：03864583， 金 额

6162.00元，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单证丢失：< 机动车商业保险单 > 印刷

流水号为 1810776258�第二联；共 1 份;�声

明作废。 ”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遗失声明

我单位遗失于 2009 年 4 月 17 日由广州市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管 理 中 心 颁 发 的 代 码 为

67567793-3的代码证正、副本，现声明作废。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市新塘镇新塘大道西自

编 168号 "悦顺材料装饰城 "A8-09号

单位名称：广州锦晔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曲江区乌石镇奔达蓄电池销售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4402216001097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平县隆街镇君悦百货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416236001050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发亮豆腐档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NC0538，

编号：S2192017008656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艺（粤 QY2272）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

4417000030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阳西县振华摩托车维修部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1721MA4W834D7B，条

形码：10039953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萝岗区盛之友百货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440108600156462， 证书编号：

S0892014007178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六顾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行政

章），财务专用章，各壹枚，现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林丽群遗失蚤科一巷 29号地下租房押金

收据，编号 9033063，金额 3000元。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依雅服饰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2U8

X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依雅服饰店遗失国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350424198610150

3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海德旺饺子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许可证号：JY24401130403413，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

洣

水饮食店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号：JY24401130078690，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水秋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40105601143446，编号：S0592015039789G，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祺丽家具制造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304562379P，

编号：S26120140843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银雁文化广告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810014369002,编号:5810-0213

7378;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潮泉辰桶装水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N3Q

T0U编号 GS0620191649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鼎飞餐饮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CWHRU

5D，编号 GS06201915678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奇旺纺织花边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壹枚，

现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东莞市樟木头志明再生资源回收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 441900605499760，编号 0150

120，声明作废。 2019年 9月 13日

遗失公告

东莞市樟木头东新通讯器材配件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19003033475， 编号

0015324，声明作废。 2019年 9月 13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东村村通科技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杨子江缴存 2015年 7月至 2017 年

2 月期间的住房公积金 12580 元投诉案，因你单

位下落不明 /以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 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穗公积金中心萝岗催字

〔2019〕1475 号《催告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本催告书送

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萝岗管理部办

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催告不服，你单位有权自本

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我中心陈述

和申辩。 逾期仍不补缴的，我中心将依法向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9月 18日

遗失声明

高记煌,�郭继成,遗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市珠江支公司投保的车辆商业险

保单正本，商业保单流水号 1944019093，保单号

0119440138980360000034， 商业保单流水号

1944019092， 保单号 01194401389803600000

32， 保单号 0119440138980360000033, 商业保

单流水号 1944019091，批单 011944013898036

0000034-02，流水号 1844000234，批单 011944

0138980360000032-02， 流水号 1844000233，

批单 0119440138980360000033-02， 流水号

1844000232特此声明遗失，作废!

公 告

从 2019年 9月 10日起，佛山维尚家具制造

有限公司已取消广东广州白云汇广场店 吴梅迎

（身份证号：350583198505214405）经营的“维

意”加盟店的特许经营权，店铺广州白云汇购物

中心 4楼。

特此公告！

声 明

本人（陈照坤）， 男，41 岁， 身份证号码

（440181197811084234）本人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辞退（广州冠腾行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安全

责任人一职。 由此日起，（广州冠腾行土石方工程

有限公司）一切大小事务与本人无关。

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照坤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柏德来商业城雅施黛尔美容中

心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15600042

9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彭日盛服饰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LEJP

2W，编号 S0692014023416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康立明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广

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

4412002017000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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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甘胜用遗失医师资格证， 医师资格证编码：

201544241440921199005241246，类别：中医专

业，现声明作废

8月4个一线城市房价变动情况

名称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新房环比涨幅（

%

）

0.5

0.3

0.2

0.2

新房同比涨幅（

%

）

4.8

2.2

9.4

0.6

二手房环比涨幅（

%

）

-0.4

0

0

0.2

二手房同比涨幅（

%

）

-0.9

0.3

-2.0

1.7

责编：苏广华 美编/制图：林燕芳 校对：黄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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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莎琳）

据国

家统计局网站消息，昨日国家统计局发

布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变动情况。 数据显示，8月广州一手住

宅价格环比上涨0.2%， 同比涨幅9.4%；

二手房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同比去年

则下跌2%。

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房价变动

尤受关注。 新房方面，北上广深四大城

市中，广州和深圳环比上涨0.2%，北京

和上海环比分别上涨0.5%、0.3%； 而在

同比中，广州上涨9.4%，北京上涨4.8%，

上海上涨2.2%、深圳上涨0.6%。 二手房

方面，深圳环比上涨0.2%，广州、上海环

比持平，北京环比下跌0.4%；同比价格

中，广州下跌了2%，北京下跌0.9%，深圳

上涨1.7%，上海上涨0.3%。

对此，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

师刘建伟解读称，一、二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同比

涨幅均与上月相同或回落。 7月30日，中

央再次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要求落实房地产长效管

理机制，提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

经济的手段。 8月份，房地产市场总体延

续平稳态势。

初步测算，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涨幅与上

月相同，其中北京上涨0.5%，上海上涨

0.3%，广州和深圳均上涨0.2%；同比上

涨4.2%， 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上月为上

涨0.3%，其中北京下降0.4%，上海和广

州均持平， 深圳上涨0.2%； 同比下降

0.2%，是去年6月以来的首次转降。 31个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5%和0.2%，涨幅

比上月均回落0.2个百分点；同比分别上

涨9.9%和5.5%，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0.8

和1.2个百分点。

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环比涨幅与上月相同，二手住宅涨幅

微升；同比涨幅均回落。 初步测算，8月

份，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环比上涨0.7%， 涨幅与上月相同；同

比上涨9.0%，涨幅比上月回落1.2个百分

点；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8%，

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5.8%，涨幅比上月回落1.3个百分点。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分析称，类似降温城市数量增加的

现象，充分说明了当前二手房市场的特

点，即市场进入淡季，购房需求放缓，这

会导致二手房房东降低挂牌价格，其实

际成交的价格也会有所下跌。 从8月份

一二三线城市二手房价格指数环比涨

幅看，分别为-0.1%、0.2%和0.3%。 从此

类环比涨幅数据看，相比7月份，三类城

市均有降温。 其中二线城市的二手房

价格涨幅是最近18个月最低的，这也

说明当前受一手房降温的影响，二手

房市场也开始面临压力。从实际观察

的情况看，近期各省会城市对于学区

房的管控较为严厉，这使得部分二手房

属性的学区房降温较为明显，房价进一

步趋稳。

据新华社电

正在这里举行的2019

年法兰克福车展上，部分中国车企领军

人物齐聚一堂， 探讨中国车企出海良

策。

在主题为“智在向前，当红不让”的

中国汽车品牌之夜沙龙上，一汽集团董

事长徐留平表示，把一汽红旗的产品和

服务从中国带向世界一直是集团理念，

但进军国际市场是一个大战略。 以进军

欧洲市场为例，需要首先对欧洲市场有

正确判断，在当地要建立非常强大的资

源支持。

2018年5月， 一汽集团在德国慕尼

黑设立全球前瞻设计中心，这是该集团

在欧洲设立的第一个研发中心，以造型

设计尤其是前瞻造型设计作为第一步，

后期将逐渐扩展至整车技术、信息化智

能化以及相关工程的合作。

民营车企代表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长城汽车旗下WEY品牌创

始人魏建军说， 打造一个让全球消费

者认知的品牌需要 10年乃至 20年时

间，需要长远计划和坚持。 中国车企

需要做好全生命周期计划并给客户

提供更好体验。 他表示，得益于中国

良好的互联网基础和扎实的智能及

新能源相关条件， 中国汽车在设计、

制造、研发等方面与国际的差距越来

越小，在智能互联和新能源方面则走

在了国际前列。

中国智能电动车企业爱驰汽车总

裁付强表示，爱驰计划2020年进入欧洲

市场， 为中国企业进军国外市场探路。

他说，欧洲环保标准严格，如今电动化

让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相对容易，而

依靠中国高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中国

企业可能占据一些优势。

付强还认为，全球范围内的消费取

向发生了变化，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成

长的年轻一代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

的取向上与上一代人完全不同，这使类

似爱驰这样的初创企业可以不依靠传

统渠道模式进入市场。

2019年法兰克福车展12日正式开

幕，将持续至22日。 车展吸引了来自30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800家企业参展。 其

中， 中国参展企业数量较上一届增加6

家，达79家。

国家统计局发布8月70城房价数据

广州市二手房房价同比微跌

中国车企在法兰克福车展探讨出海良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