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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佛冈金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821699792696L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现我公司拟办理注销登记，请各债权人见报

后于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将视为自动放弃债权处理。

英德市苏源农林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23日

注销公告

广州市花都区婚姻家庭建设协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51440114665930173M）经负责人决定

停止经营并申请注销，请各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协会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务。

减资公告

广州远茂产后母婴护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PPUM0M） 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金由人民币 2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0 万元，

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汇盈小吃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QN9J4

B，编号：GS2620190735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侯宜远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4010460

0600834，编号 S0492015007767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林立群遗失保险代理执业证， 证号

02000344010080002017033531，现声明作废

永九快速路北延线工程（钟落潭高职园区）

项目征地拆迁迁坟登记通告

根据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征收土地预公告（穗规划资源

预征字[2019]119 号)，永九快速路北延线工程（钟落潭高职园区）

项目需要征用钟落潭

镇湴

湖村、新村村、马沥村 23.63 亩，该项目

征地红线范围内的坟墓需要迁移。

请上述地块的坟墓后人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前到上述村民委

员会登记。 逾期未登记的将依据相关规定，对坟头作无主坟处理。

联系地址：

湴

湖村民委员会：020-62856511

马沥村民委员会：020-87440145

新村村民委员会：020-87441099

钟落潭镇人民政府：020-37055200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人民政府

2020 年 5 月 20 日

深圳市德立丰物流有限公司公告

兹有杨海龙、黄冬卫、陈甜甜自今年 2 月 17

日至今未到岗也未做交接，经催告无果；上述三

人视为自动离职。杨海龙未交接租赁合同造成粤

BHT945、粤 AP8641、粤 AP9701、粤 AP9710、粤

BHT657、粤 BHY303、粤 AP9702、粤 BJM293失

联，杨海龙造成公司车辆丢失由其承担赔偿责任。

清算公告

广州市白云区妇女之友联谊会（社证

字：第 440111004 号）拟注销。 请债权人见

报起 45 天内向本会清算组申报债权。电话

86580155 邱小姐。

遗失声明

曾锦云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10

560122360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

GE81XL，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叶立新遗失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发票，发

票号：ky41078593，金额：190 元；KY41060093，

金额：1173.3 元；KY41053968，金额：750.36 元；

KY41053968， 金额：155.317 元；KY41053968，

金额：36.52元，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市瑞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MA5CBW6E79） 股东会决定，

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 请债权人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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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将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寻人启事

曾衍军寻儿子曾高飞，29 岁，已 20 年无法联

系， 请曾高飞见报后速与曾衍军联系， 电话

18218345549。

遗失声明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离职

代理人何

龑

婷遗失保险从业人员执业证一份，号

码为 61325222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詹记美食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 统一社会代码 92440101MA5D7E5D2E

声明作废。

责编：李桂清 美编/本版制图：余永康 校对：叶春晖

财经

2020.5.23��星期六

INFORMATION TIMES

A15

发

财

狮

子

10套房有3套被“后浪们”买走

一项调查显示：逾六成90后买房需父母资助

金融壹账通推出证聚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

5 月 18

日， 金融壹账通发布助力在线商务的新

品———证聚网， 通过融合多项前沿金融科

技， 一站式解决传统文件签署和数据存证

等方面的难点。

据悉，纸质合同存在管理效率低，异地

签署难，快递成本高昂、印章使用不便、签

署耗时长、出现纠纷维权难等问题，而未经

过可靠电子签名及存证的电子合同又存在

法院取证难、鉴定周期长，导致判决慢、维

权难等问题。

据记者了解，证聚网作为一个“认、签、

存”一体化平台，首先提供一个可信电子存

证，事先对参与者进行严格身份认证。然后

再进行可靠的电子签署， 提供可信的时间

戳服务，签完名以后，这些证据合同证据将

会一键、自动保存到区块链的各个节点上。

在出现纠纷的时候， 平台可快速出具可供

司法机构采信的证据报告， 快速实现司法

裁定。 电子存证技术把纷争处理模式变为

事前固化证据-发生纷争-提请仲裁判决，

避免了电子证据不易被采信的问题， 这是

对现有司法取证的重大突破。

景顺长城新基挖掘股债两市机会

结构性行情依然是A股市场主旋律，二

级债基凭借“固收打底，权益进攻”的策略

获得广泛关注， 在此领域具有投研优势的

基金公司近期发行二级债基， 景顺长城景

颐嘉利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这只二级

债基正在发行中。

该债基以80%以上资产投资债市获取稳

健票息收益， 同时以不高于20%基金资产投

资股市博取权益市场结构性机会。该基金每

笔基金份额持有期6个月内不开放赎回。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17日，设有6个月

封闭期的二级债基近三年平均收益率为

16.78%，高于同期开放式二级债基14.57%的

水平。 同时，近三年6个月封闭期二级债基平

均年化波动率为4.46%， 低于同期开放式二

级债基5.12%的均值。 高收益叠加低波动的

特性， 使得6个月封闭期二级债基运作模式

获得投资者的认可。

信息时报讯 （记 者 罗 莎琳 ）

2020年，第一批90后正式迈入而立之

年，时代也赋予了他们新的代号———

“后浪”。 90后在房产交易市场中有怎

样的表现？ 是否有能力支付高额的购

房成本？ 他们对居住的要求和上一辈

相比，又有什么新特征呢？ 贝壳研究

院基于重点一二线20个城近40万个

90后购房客户样本显示，2019年北上

广深等一线城市90后购房比例平均

为22.5%， 而在重点二线城市中这一

比例已达到33.3%。

90后买房对杠杆依赖度较高

刚毕业工作的时候，张晓说完全

没有想过要买房这件事，租个房子在

番禺广场附近花不了多少钱，剩下的

工资拿来买化妆品买包，到处吃吃喝

喝，这样的日子挺好，谁知道以后会

不会去其他地方发展呢？

不过，原来和她合租的两个室友

纷纷在公司附近买了房。 这时张晓也

开始心动了，湖南老家的父母也支持

女儿买房。 今年年初，张晓的父母从

湖南来广州，看了几个天河、海珠、番

禺的楼盘。 因为张晓上班的地点在岗

顶附近，而天河的房价超出他们的预

算，最后决定把目光投向二手房。

张晓选中了客村地铁站附近的

一套90平方米的两房单位， 总价360

万元。 父母帮她把5成首付全交了，说

就当以后的嫁妆钱了。 张晓需要月供

3400元， 虽然接近工资的三分之一，

但是张晓告诉记者， 买了房以后，没

有以前那么浮躁了，工作也更加踏实

了。 等爸妈老了，希望可以接他们来

一起住。

对比70后、80后购房人群，90后

买房更依赖于父母，想要实现独立购

房并非易事。 贝壳研究院调研发现，

90后购房群体中61.1%依靠于父母提

供资金支持

（包括完全由父母购买及

部分靠父母资助）

， 比80后群体高出

5.4个百分点。

加上90后购买力有限，也体现在

对杠杆的依赖度较高。 2019年重点城

市90后购房群体中全款买房的比例

仅为9.5%，比80后购房群体低4.6个百

分点。 约95%受访者表示可接受的月

贷款额占月总收入的比重在50%以

下， 如果以50%作为判断是否成为房

奴的界限

（安全线）

，绝大多数90后受

访者表示不愿当房奴。 按照这个逻

辑，以北京、上海及深圳为代表的一

线城市，要求90后家庭年收入范围在

34.4万~86.7万之间，以杭州、成都及

长沙等为代表的重点二线城市，家庭

年收入范围在7.4万~45.7万之间。

张晓告诉记者，自己身边买了房

的朋友几乎都是父母给了

首期， 自己供房。 无独有

偶，刘阿姨也刚刚给儿子买了一套亚

运城的房。“我可以付全款，但是年轻

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承担和压力，不能

太轻松，”她表示，现在90后买房没有

父母帮助很难凑到首期，但是又不能

无压力地生活，否则钱都乱花了。

一线城市中广州购房压力最小

与北京、 深圳等一线城市相比，

90后在二线城市购房成交比例更高。

受制于高房价及限购政策的影响，90

后刚需群体在一线城市买房置业的

难度较大，而重点二线城市凭借相对

较低的购房成本、人才引进及落户等

福利政策，为90后群体购房提供了较

低的购房门槛和便利条件。

2019年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90

后购房比例平均为22.5%， 而在重点

二线城市中这一比例已达到33.3%。

具体来看，一线城市中，居住负担相

对较低的广州 90后 购房 占 比 为

30.6%， 相较北京高出13.6个百分点。

二线城市中，合肥、西安、成都、郑州

等城市购房群体中90后占比最高，其

中合肥90后购房占比达到42.3%，是

北京的两倍多，这些城市房价基本在

2万元/平方米以下，且人才优惠力度

大，对本地及外地年轻客群均具有较

大吸引力。

逾三成广州90后购买三居室

两居室成为主力交易户型，一线

城市一居室占比更高。 根据贝壳研究

院调查统计显示， 与70后、80后购房

群体相比，90后买房人群更热衷于买

两居室户型，占比达51.6%。 受制于购

房成本的影响，一线城市90后购买一

居室的比例为19.8%， 较重点二线城

市高出5.4个百分点。

整体来看，小户型更受90后购房

群体关注，一方面，相对于三居及以

上户型， 小户型房屋总价相对较低，

而90后多为刚需，在资金

有限的情况下，更容易接

受； 另一方面，90后多处

于刚结婚或准备结婚状态，基本上是

两口之家，两居基本可以满足居住需

求。 不同城市90后购房居室结构存在

差异，和各个城市居住负担、房源供

给结构等均有关联。 一线城市中，北

京、上海和广州90后购买两居及以下

小户型的比例较高，而广州90后购买

一居室的比例仅占11%， 购买三居室

的比例达到31.7%， 主要原因之一是

广州一居室小户型供应不足，且相对

较低的居住负担使得90后有实力购

买稍大一些的房子。

90后群体购房多为首套刚需，在

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根据贝壳研究院

调查， 整体来看，90后购房消费群体

会更加青睐配套完善尤其是交通设

施完善的近郊小区。

对比80后，90后更关注社区的卫

生环境和安全性。 小区品质是影响90

后购房的最重要因素，包括社区是否

有良好的生活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

等。 调研中发现小区的绿化面积不足

和卫生环境差是90后群体对当前社

区最为不满的因子。 此外，社区人文

素质水平同样受90后群体的关注，

“居民素质参差不齐”、“遛狗主人不

清理宠物粪便”是90后群体普遍反映

的居住痛点。“千金买房、万金买邻”，

邻里关系决定居住品质的高低，社区

运营应当朝着营造良好邻里氛围的

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