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鸿旺百货商行遗失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 440121600802680，编号 S21920

15004083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汕头市潮南区司马浦喜嘉益电子厂遗失税务

登记证副本， 税号：44052455071951100000，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农贸市场肉档 13 号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06600250218，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葡东按揭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遗失房地产

服务委托合同 1 份（白色联），NO:0004307，声明

作废。

声 明

关于杨黎明申请执行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 本院作出的

(2017)粤 0106民初 25465号《民事判决书》已发

生法律效力。 由于被执行人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未按生效法律文书自觉履行，本院现

将判决主要内容在有关媒体公布。本院判决:广州

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应在网站 www.

gd-edu.cn 显著位置连续二十四小时登载声明，

向杨黎明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声明内容需经本

院审核，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在有关媒体公布本

判决书主要内容，费用由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承担)。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二 O一九年十月八日

遗失声明

胡巧凤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401056

00857416，编号：059130386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网豆网吧遗失网络文化经营许

可证副本，编号：4401052001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哲遗失苏宁易购普通发票一张， 发票代码

144021720194，发票号码 000133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楚通遗失广东省医疗机构门（急）诊、住院

收费收据一份， 系列号 KU403260， 住院号

027320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山市华锋制锁有限公司遗失 DSV

公司正本提单一份，提单号：CAN0189183，

船名：COSCO�SHIPPING�PEONY�航次：

007E，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祺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牌

号粤 AD45462 的道路运输证，证号：穗交

0049538， 粤 ADD2959 的道路运输证，证

号：穗交 00618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的机动车

辆商业保险单 （正本）2 份， 单证流水号：

1810187629；1810187632，保单号：8051120194

40163000370；805112019440163000374， 已盖

承保专用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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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 > 印刷

流水号为 1810831117， 缺失保单第三联和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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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广州市时报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给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街京鹏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广

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1 份，被工作人员不

慎遗失， 发票代码：044001900104， 发票号码：

41438508，已盖发票专用章。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兹有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共星村冲迳

第二经济合作社遗失《广东省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证明书》2015年 12月 28日颁发的组

织证明书副本，粤农集字第 011854088228

号，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森玮度智能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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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黄埔区民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经理

事会决议,停止单位经营活动,请相关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单位清算小组申报

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

公司将向单位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减资公告

经广东国商联拍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000749187882D，简称“本公司”）股

东会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2100 万元减

至 500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债权人自收到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凭有效债券凭证要求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减资将按照法定程序实

施 ， 特此公告 。 联系人： 梅小姐 ， 电话 ：

13808897633。

广东国商联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 10月 10日

公 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现对已办理变更登记的民间组织单位予以

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中街云桂幼儿园（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24401054556148420，住所：广州

市海珠区前进路前桂大街 19 号 102 之一、202

房，法定代表人：余永强）于 2019 年 08 月 29 日

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前：余永强，变更后：吴栩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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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珠区人民政府法院起诉。

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

二 0一九年九月五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丽芙德酒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陈春兰缴存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6 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4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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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责字

〔2018〕2105-2号《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 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

应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到我中

心番禺办事处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

可自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 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也可自送达起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10月 10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丽予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陈春兰缴存 2016年 7 月至 2016 年

8 月期间住房公积金 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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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责字

〔2018〕2106-2号《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 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

应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到我中

心番禺办事处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

可自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 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也可自送达起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10月 10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番禺三越时装制衣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肖婵兵等 9 人缴存住房公积金投诉

案（详见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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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667-675 号《核查通

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 你单位若对职工所反映的事实、补缴数额有

异议， 请自本核查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

日内提出异议并附上相关证明资料。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10月 10日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667 号， 肖婵

兵，3553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668 号， 陈胜

利，1222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669 号， 韦凤

新，1666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670 号， 王文

娟，4229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671 号， 朱艳

芬，12949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672 号， 段格

辉，998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673 号， 蒋志

勇，3349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674 号， 文术

芳，659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675 号， 陈新

秀，12317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番禺绣品服装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吴瑞珍等 6 人缴存住房公积金投诉

案（详见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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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 禺 责 字 〔2019〕1208-1210 号 、

1311-1313号《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

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番

禺办事处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

送达之日起 60日内， 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自送达起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10月 10日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08 号，吴瑞珍，

6070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09 号，王桂花，

12603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10 号，李燕珊，

17246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311 号，麦凤英，

1236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312 号，陈艳转，

1809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313 号，陆新妹，

4027元；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9）粤 01破 177-1号

2019年 9月 26日， 本院裁定受理广州市鼎沣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申请广州市爱绮婴童用品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为广州市爱绮婴童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为张

涛。 广州市爱绮婴童用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19年 11月 18日前，向广州市爱绮婴童用品有限

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 222 号之三天盈广场东塔 45 楼；联系人：张涛；电话：

020-38390333；传真：020-38390218）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

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广州市

爱绮婴童用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广州市爱绮婴童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9:30 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53 法庭召开。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二 O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110kV 鹤边变电站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公示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计划在白云区建设 110kV鹤边变电站扩建工程。 目前，110kV 鹤边变电站

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已形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现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表的方式和途径：

1、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OslLHYjXrHt2vdaORE_2w

2、查阅纸质报告表的方式和途径：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二路 2号，李工、020-87123498。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拟建 110kV鹤边变电站站界外 200 米范围内及拟建 110kV 电缆管廊两侧

边缘各外延 5m（水平距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同时鼓励非上述区域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ezMlUXv8AipeJd0XLiTRQ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

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

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建设单位：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二路 2�号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020-87123498

传真：020-87501653

电子邮箱：lik@guangzhou.csg.cn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 9月 25日 ~2019年 10月 12日。

110kV 云城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公示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计划在白云区白云新城北部建设 110kV云城输变电工程。 目前，110kV 云

城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已形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 4号），现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表的方式和途径：

1、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rabrhjlKgW9E6o0Jt6z4A

2、查阅纸质报告表的方式和途径：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二路 2号，李工、020-87123498。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拟建 110kV云城变电站站界外 200 米范围内及拟建 110kV 电缆管廊两侧

边缘各外延 5m（水平距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同时鼓励非上述区域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075PtyA3PWygNYLw7d-IQ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

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

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建设单位：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二路 2�号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020-87123498

传真：020-87501653

电子邮箱：lik@guangzhou.csg.cn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 9月 25日 ~2019年 10月 12日。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杨美奈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407836000400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全聚德餐厅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H9589X，

编号 S0592016020714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我司广州珍宝巴士有限公司属下有：粤

AL3686车遗失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现声明作废

该登记证。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恒利源纸品加工厂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QLT

WXD，编号 S0592016000274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学坤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40101MA5CCXUX3F，编号 S0592018019

571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优龙纸制品加工厂遗失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RH8

U4T，编号 S0592017015486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燕， 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560120402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忠海， 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5600439186，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凤阳瑞之祥织带商行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05600344551，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朱琳， 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4010560107286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醒文商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LRJ203，

编号 S0692017062307G，现声明作废。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番禺三越时装制衣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曹三元等 10 人缴存住房公积金投诉案

（详见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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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番禺责字〔2019〕1218-1220号、1259号、1305-1310号《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番禺办事处办

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送达之日起 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送

达起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10月 10日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18号，曹三元，1378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19号，陈雪琼，9100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20号，袁波，6205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59号，杜明淑，10256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305号，杨永华，7155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306号，梁玉兰，11559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307号，黄浩坚，2217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308号，陈红梅，6937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309号，梁桂开，298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310号，陈雪平，10493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番禺三达时装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雷菊华等 9 人缴存住房公积金投诉案

（详见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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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番禺责字〔2019〕1212-1217号、1302-1304号《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番禺办事处办理补缴手

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送达之日起 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送达起之日

起 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10月 10日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12号，雷菊华，1045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13号，梁姣娥，14897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14号，崔金娥，8910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15号，吴雪琼，14683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16号，梁玉兰，227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17号，宁爱国，805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302号，马俊波，9810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303号，陈红梅，2136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304号，梁桂开，2136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番禺祺业制衣洗水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王建中等 13 人缴存住房公积金投诉案

（详见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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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番禺责字〔2019〕1211号、1260-1271号《责令限期办理决定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应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番禺办事处办理补缴手续。如

对本决定不服，可自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送达起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10月 10日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11号，王建中，1434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60号，许莲欢，14183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61号，叶玉兰，1515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62号，邓健玲，1595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63号，吴捷，1462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64号，潘七妹，1961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65号，徐清华，1288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66号，周燕，15078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67号，肖凤清，10876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68号，梁珍弟，1300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69号，黄有带，1445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70号，王莉，1368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责字〔2019〕1271号，李燕红，8451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番禺祺业制衣洗水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李炳连等 18 人缴存住房公积金投诉案

（详见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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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番禺核通字〔2019〕1061-1078号《核查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你单

位若对职工所反映的事实、补缴数额有异议，请自本核查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异议

并附上相关证明资料。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年 10月 10日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061号，李炳连，4006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062号，麻英芬，14643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063号，赵连芳，1258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064号，陈雪萍，1217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065号，蓝远喜，1423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066号，陈秀清，1380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067号，黄茵欣，15559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068号，陈燕春，11692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069号，陈燕，13911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070号，韦光玉，15633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071号，陈永英，1117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072号，李林燕，16227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073号，李楚梅，9975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074号，张汉玲，15336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075号，陈小英，1421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076号，覃珍娥，13213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077号，凌小娟，14424元；

穗公积金中心番禺核通字〔2019〕1078号，梁小红，137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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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清 美编/制图：余永康 校对：叶春晖

安纳达发布两市首份三季报

2019.10.10��星期四

INFORMATION TIMES

B03

公司

发

财

狮

子

金贵银业被“

ST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袁婵）

金贵

银业日前公告称， 因控股股东曹永

贵未如期归还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公司股票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昨日开市起，公司股票简称由“金贵

银业”变更为“ST金贵”，股票交易日

涨跌幅限制为5%。

根据公司公告，自2018年1月至

2019年6月， 曹永贵分别通过6家供

应商， 合计占用上市公司资金10.14

亿元，占用原因均为个人资金周转。

据了解，截至9月7日，曹永贵的总资

产约为60亿元，个人负债约为38.8亿

元。

银泰证券投资顾问徐春晖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金贵银业控股

股东占用资金10个亿的问题能否有

效化解， 具体要看资金是如何使用

的，如果是购买了优质资产，那化解

的概率还是有的。

信息时报讯（记者 袁婵）

率先公布

财报的上市公司一般被认为是“好学

生”，不过这次似乎有例外。昨晚，安纳达

发布了今年两市首份三季报。 公司前三

季度营业收入为 7.89 亿元， 同比下降

7.94%；实现净利润 3947 万元，同比下降

40.87%。对于业绩下降，公司称主要是产

品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毛利率有

所降低以及子公司利润同比增加

共同影响所致。

资料显示， 安纳达主要从事

钛白粉产品的生产和

销售。记者了解到，国

内钛白粉市场价格下

半年开始止跌回升，9

月份保持稳定上升的

态势。 申港证券等机

构认为在行业库存低位、 供给收缩及金

九银十需求旺季等因素影响下， 短期钛

白粉价格有望进一步上涨；中长期看，由

于国内新增产能较多， 涨价持续性和涨

价幅度受到抑制。

根据安排， 本周紧随其后的是许继

电气、齐翔腾达、拓维信息、全通教育、牧

原股份在 10 月 12 日披露三季报。 许继

电气、全通教育、牧原股份 3 家公司已披

露业绩预告。其中，许继电气预计净利润

为 2.56 亿元~2.90 亿元，同比增长 65%~

86.45%； 牧原股份预计净利润为 13 亿

元~15 亿元， 增长 271.23%~328.34%；全

通教育预计净利润亏损 800 万元~1300

万元，同比下降 234.43%~318.45%。 值得

注意的是，本周以来，除了业绩亏损的全

通教育，其余 5 只股票均实现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