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遗失龙光玖誉雅苑购房定金收据， 收据编号

0030552，收据日期：2021 年 1 月 26 日，姓名：高

亚芳，收据金额 3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龙光玖誉雅苑购房定金收据,收据编号0032944

和 0032942，收据日期 2021 年 3 月 7 日，姓名：

伍胜权，收据金额 25000元和 5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姚兆桓遗失广东警官学院警务指挥与战术专业学

生证，学号：202039011403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蓉遗失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就业协议书， 学号

1530120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正宇手机维修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401123000060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城郊康思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44012260025359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莞裕丰宏图房地产有限公司遗失服务收

费确认书：1915944、1916726、1916123；房屋 vip

盘代理委托协议：2022059。东莞裕丰巨隆城房地

产代理有限公司遗失房屋 vip 盘代理委托协议：

2020089、2020287、2020068； 房屋购买确认书

（客户）：1911873； 房屋买卖合同：1965123、

1961209、1964856； 服务收费确认书：1915910、

1913760、1911507、1914644、1913469、1913524

。 以上合同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德邦（广东）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粤 AS1447 道路运

输证 IC卡一张，证号：002672463，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合通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CBJW538）经股东决定，决定注册

资本由原来 50000万元减少至 3000万元。 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请

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本公司将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2021年 4月 8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卡迪朗服装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DAR3X3，

编号 S0692015063707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彩创玩具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TF8747，

编号 S0520190678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甄懿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遗失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大道支行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8101134355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群先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J4ATXE，编号：S04920170010

77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增城市粮油食品开发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19132121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增城市粮食局镇龙粮食加工厂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44012513000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省增城市粮食企业集团公司朱村粮食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1913547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增城市小楼粮油饲料加工厂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注册号 ：1913253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跃进遗失增城市新塘三发服装辅料商店， 注册号

440125600404207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都来运输有限公司， 遗失粤 AFT767 货车

运营 IC卡，号码：440100056357，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赏金人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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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达达亚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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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韦文仁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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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威兰才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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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罗斯旦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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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马丝克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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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陈党恩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416246000473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鹤山市沙坪众选智购商行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编号：JY144078401196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鹤山市沙坪凤盈西街众选智购商行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JY144078401196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石角罗仕梅农资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40881MA51U44N5Y,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廉江市石角镇河西桥头副食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881MA4XA5UJ9F,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从化市温泉长兴鸽场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40122

600198168,编号:S2292014011789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乐轩美食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9UK64L33， 执照编

号：GS25202001568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美盛传媒（广东）有限公司股东会研究决

定， 公司拟将原注册资本 2400 万元人民币减资

为 100万元人民币。 自 2021年 04月 01日起公

司清理债权债务。 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提出清偿。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湖北联邮电子器材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900050005483U，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创泽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天河分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810125683401，编号：

5810-0554938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克井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 注册证编号：

4412190128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遂溪县北坡镇陆景振日杂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0823600046812，声明作废。

公 告

王晓丹女士： 你旷工已达 2210 天以

上，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规定及以及《河北省邮政企业员工奖励与

违规违纪处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四款有

关规定，决定自 2021 年 4�月 10�日起解除

与你的劳动合同关系。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二

〇

二一年四月八日

遗失声明

遗失龙光玖誉雅苑购房定金收据， 收据编

号：0033133 和 0032983， 收据日期：2021 年 3

月 14日和 2021年 3月 7日，姓名：詹俊彦、黄秋

月，收据金额：25000元和 5000元，声明作废。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惠明制衣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曾伟仪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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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0〕2602-2 号至 2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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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

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花都办事处办理

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送达之日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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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8日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0〕2602-2号，

曾伟仪，5116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0〕2603-2号，

陈建宜，248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0〕2604-2号，

邵鉴明，1405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0〕2605-2号，

李炳光，15900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0〕2606-2号，

邓美红，15900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美邦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梁佩珍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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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1〕212-1 号至 214-1

号、35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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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自本核查书送达

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并附上有关证明资

料。

2021年 4月 8日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1〕212-1号，

梁佩珍， 3271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1〕213-1号，

江银友， 2946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1〕214-1号，

刘丽兴， 287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1〕356-1号，

江丽云， 5237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惠明制衣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曾群兴等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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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核通字〔2019〕2151-4 号、2196-4 号至 2200-4 号、2203-4 号至 2209-4 号、2211-4 号、2330-4

号、2382-4号、2454-4号、2459-4号、2460-4号、2467-4号至 2469-4号、2870-4号至 2872-4号、

2879-4 号、2883-4 号、2884-4 号、2886-4 号、2889-4 号至 2892-4 号、2894-4 号、2897-4 号、

2992-4 号、3142-4 号至 3146-4 号、3148-4 号、3150-4 号、3155-4 号、3158-4 号、3160-4 号、

3161-4 号、3164-4 号、3171-4 号至 3173-4 号、3175-4 号、3179-4 号、3425-4 号至 3428-4 号、

3434-4 号、3756-4 号、3757-4 号、6073-4 号、6953-4 号、7800-4 号、9634-4 号《核查通知书》，以

及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1〕207-2号、2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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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自本核查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

作日内提出并附上有关证明资料。

2021年 4月 8日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151-4号，曾群兴，1005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196-4号，韩少甜，16199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197-4号，曾顺意，725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198-4号，江丽群，16278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199-4号，叶心爱，1398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200-4号，毕见新，6016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203-4号，朱东文，1398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204-4号，高惠芳，1005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205-4号，黄燕珍，1005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206-4号，黄连开，117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207-4号，陈建安，1398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208-4号，刘彩菊，4699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209-4号，刘桂好，1398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211-4号，陈丽云，14196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330-4号，黄惠娟，561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382-4号，毕瑞兰，347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454-4号，邵鉴晃，13486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459-4号，江启灯，15637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惠明制衣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曾群兴等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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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核通字〔2019〕2151-4 号、2196-4 号至 2200-4 号、2203-4 号至 2209-4 号、2211-4 号、2330-4

号、2382-4号、2454-4号、2459-4号、2460-4号、2467-4号至 2469-4号、2870-4号至 2872-4号、

2879-4 号、2883-4 号、2884-4 号、2886-4 号、2889-4 号至 2892-4 号、2894-4 号、2897-4 号、

2992-4 号、3142-4 号至 3146-4 号、3148-4 号、3150-4 号、3155-4 号、3158-4 号、3160-4 号、

3161-4 号、3164-4 号、3171-4 号至 3173-4 号、3175-4 号、3179-4 号、3425-4 号至 3428-4 号、

3434-4 号、3756-4 号、3757-4 号、6073-4 号、6953-4 号、7800-4 号、9634-4 号《核查通知书》，以

及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1〕207-2号、2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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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自本核查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

作日内提出并附上有关证明资料。

2021年 4月 8日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460-4号，毕欢容，866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467-4号，黄丽婵，1624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468-4号，邓燕芳，74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469-4号，梁丽华，17655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870-4号，叶彩连，588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871-4号，刘绍洪，347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872-4号，毕新巧，664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879-4号，曾丽甜，74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883-4号，曾丽平，74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884-4号，刘泳多，743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886-4号，伍丽环，117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889-4号，刘坚茹，7056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890-4号，唐雪霞，2852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891-4号，刘美齐，4397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892-4号，林杏欢，4993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894-4号，唐间开，3399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897-4号，林瑞琴，12472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992-4号，陈成河，13286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惠明制衣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曾群兴等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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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核通字〔2019〕2151-4 号、2196-4 号至 2200-4 号、2203-4 号至 2209-4 号、2211-4 号、2330-4

号、2382-4号、2454-4号、2459-4号、2460-4号、2467-4号至 2469-4号、2870-4号至 2872-4号、

2879-4 号、2883-4 号、2884-4 号、2886-4 号、2889-4 号至 2892-4 号、2894-4 号、2897-4 号、

2992-4 号、3142-4 号至 3146-4 号、3148-4 号、3150-4 号、3155-4 号、3158-4 号、3160-4 号、

3161-4 号、3164-4 号、3171-4 号至 3173-4 号、3175-4 号、3179-4 号、3425-4 号至 3428-4 号、

3434-4 号、3756-4 号、3757-4 号、6073-4 号、6953-4 号、7800-4 号、9634-4 号《核查通知书》，以

及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1〕207-2号、2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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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自本核查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

作日内提出并附上有关证明资料。

2021年 4月 8日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142-4号，陈优可，74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143-4号，毕新有，4523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144-4号，黄丽珠，570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145-4号，刘月娥，9754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146-4号，许用葵，12496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148-4号，梁玉婵，14397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150-4号，徐小妹，74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155-4号，常妙颜，38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158-4号，毕美虹，74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160-4号，黄连容，74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161-4号，黄连好，74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164-4号，朱新锦，74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171-4号，林秋霞，74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172-4号，杜燕霞，74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173-4号，曾玉婵，2464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175-4号，刘燕清，74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179-4号，刘焯欣，12834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425-4号，朱伍妹，5493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惠明制衣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曾群兴等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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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核通字〔2019〕2151-4 号、2196-4 号至 2200-4 号、2203-4 号至 2209-4 号、2211-4 号、2330-4

号、2382-4号、2454-4号、2459-4号、2460-4号、2467-4号至 2469-4号、2870-4号至 2872-4号、

2879-4 号、2883-4 号、2884-4 号、2886-4 号、2889-4 号至 2892-4 号、2894-4 号、2897-4 号、

2992-4 号、3142-4 号至 3146-4 号、3148-4 号、3150-4 号、3155-4 号、3158-4 号、3160-4 号、

3161-4 号、3164-4 号、3171-4 号至 3173-4 号、3175-4 号、3179-4 号、3425-4 号至 3428-4 号、

3434-4 号、3756-4 号、3757-4 号、6073-4 号、6953-4 号、7800-4 号、9634-4 号《核查通知书》，以

及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1〕207-2号、2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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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自本核查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

作日内提出并附上有关证明资料。

2021年 4月 8日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426-4号，叶顺莲，7808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427-4号，毕味枝，1398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428-4号，曾小珊，1398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434-4号，范桥花，807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756-4号，叶银兴，1398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3757-4号，利庆芳，4215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6073-4号，刘连桂，74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6953-4号，潘二妹，740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7800-4号，刘杏仙，5678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9634-4号，朱翠金，1398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1〕207-2号，刘爱桃，740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1〕208-2号，邹焕有，740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伟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龚秀娟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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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1〕16-2 号、17-2 号、

4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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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自本核查书送达之日

起 10个工作日内提出并附上有关证明资料。

2021年 4月 8日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1〕16-2号，

龚秀娟，6347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1〕17-2号，

毕顺萍，2038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核通字〔2021〕481-1号，

张爱华，5461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惠明制衣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 规定为骆凯晖缴存 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3月、2018年 1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住房公

积金 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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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0〕2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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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到

我中心花都办事处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催告不

服， 你单位有权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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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8日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美邦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沈定好等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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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花都催字〔2021〕279-1号至 332-1号、426-1 号至 452-1 号、349-1 号至 366-1 号。 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花都办事处

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送达之日起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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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8日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79-1号，沈定好，6396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80-1号，江婉兰，5692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81-1号，江金定，515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82-1号，江连金，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83-1号，刘少芳，603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84-1号，李少英，5672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85-1号，江丽娟，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86-1号，梁伟仪，3271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87-1号，蓝秋梅，5766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88-1号，利秋兰，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89-1号，黄英妹，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90-1号，刘锦锋，6585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91-1号，梁燕霞，515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92-1号，江素萍，5255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93-1号，危金要，1438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94-1号，陈秋兰，5932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95-1号，刘剑英，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96-1号，江丽琼，4951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97-1号，利颖君，5600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98-1号，江燕明，482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299-1号，沈桂欢，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00-1号，梁玉芳，5766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01-1号，黄惠红，3277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美邦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沈定好等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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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花都催字〔2021〕279-1号至 332-1号、426-1 号至 452-1 号、349-1 号至 366-1 号。 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花都办事处

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送达之日起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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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8日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02-1号，梁淑娟，454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03-1号，严国凌，861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04-1号，王丽燕，4482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05-1号，刘丽燕，515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06-1号，卢玉霞，4749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07-1号，利秀娟，603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08-1号，陈敏仪，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09-1号，欧阳结连，603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10-1号，江钻好，603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11-1号，江雪英，5625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12-1号，罗桂香，515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13-1号，危敏华，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14-1号，胡雪珍，482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15-1号，危少欢，5766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16-1号，梁敏萍，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17-1号，蓝兴果，405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18-1号，刘紫红，603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19-1号，刘显锋，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20-1号，黄伟颜，2160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21-1号，江燕清，3685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22-1号，曾玉华，4482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23-1号，江剑敏，4805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24-1号，徐雪辉，6033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美邦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沈定好等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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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花都催字〔2021〕279-1号至 332-1号、426-1 号至 452-1 号、349-1 号至 366-1 号。 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花都办事处

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送达之日起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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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8日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25-1号，吴海花，3486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26-1号，江艳清，603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27-1号，陈桂平，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28-1号，刘丽妹，515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29-1号，刘数然，603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30-1号，王贞好，603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31-1号，利秋婵，515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32-1号，黄妙英，423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26-1号，危丽萍，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27-1号，张素芳，3697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28-1号，江玉霞，432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29-1号，钟月萍，3336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30-1号，江丽琴，3271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31-1号，梁月桂，1346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32-1号，江少霞，4951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33-1号，江玉燕，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34-1号，危玉英，1642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35-1号，梁少兰，515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36-1号，利丽群，3271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37-1号，刘燕红，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38-1号，范结平，235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39-1号，江桂香，5766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40-1号，江丽娟，7275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美邦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沈定好等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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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花都催字〔2021〕279-1号至 332-1号、426-1 号至 452-1 号、349-1 号至 366-1 号。 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花都办事处

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送达之日起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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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8日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41-1号，江丽屏，2686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42-1号，利金兰，3971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43-1号，黄丽兴，5766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44-1号，陈要女，603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45-1号，严静宜，841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46-1号，杨秀芬，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47-1号，胡小红，603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48-1号，雷春嫦，515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49-1号，沈爱贞，5625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50-1号，龚带娣，603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51-1号，江翠环，603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452-1号，王丽云，4140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49-1号，梁钏香，603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50-1号，危惠芬，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51-1号，利满霞，951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52-1号，卢丽琼，2697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53-1号，江丽明，625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54-1号，陈少颜，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55-1号，刘见英，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56-1号，邹金玉，603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57-1号，商爱珍，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58-1号，莫玉连，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59-1号，陈惠玲，6504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美邦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沈定好等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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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花都催字〔2021〕279-1号至 332-1号、426-1 号至 452-1 号、349-1 号至 366-1 号。 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花都办事处

办理补缴手续。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送达之日起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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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8日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60-1号，唐美仪，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61-1号，沈丽琼，5295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62-1号，王瑞英，3611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63-1号，廖艮崧，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64-1号，黎玉英，603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65-1号，黄燕晖，2820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催字〔2021〕366-1号，江碧云，6033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花都国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规定为黄利欢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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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660-4 号、2661-4 号、

7741-2 号、7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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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书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提出并附上有关

证明资料。

2021年 4月 8日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660-4号，

黄利欢，1255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2661-4号，

黄群英，1255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7741-2号，

许卫燕，1255元

穗公积金中心核通字〔2019〕7742-2号，

辛思带，1255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市伟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辛思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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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花都责字〔2020〕2654-2号至 26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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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花都办事处办理补缴手续。如对

本决定不服，可自送达之日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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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8日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0〕2654-2号，辛思带，2642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0〕2655-2号，黄要兴，2642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0〕2656-2号，王滚胜，2642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0〕2657-2号，许卫燕，2642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0〕2658-2号，汤桂婵，2308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0〕2659-2号，骆婉青，2642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0〕2660-2号，黄群英，2642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0〕2661-2号，黄利欢，2642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0〕2662-2号，史湖茜，1978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广州美邦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受理你单位未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为刘心妹等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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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花都责字〔2021〕685-1号至 7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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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到我中心花都办事处办理补缴手续。如对本

决定不服，可自送达之日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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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8日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1〕685-1号，刘心妹，2228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1〕686-1号，刘雪连，405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1〕687-1号，王秋燕，515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1〕688-1号，刘凤英，3658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1〕689-1号，缪东桂，6066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1〕690-1号，刘顺有，6033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1〕691-1号，利润甜，3679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1〕692-1号，王秀娟，515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1〕693-1号，刘凤英，4332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1〕694-1号，刘清华，4750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1〕695-1号，刘爱群，1765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1〕696-1号，欧阳丽兴，4988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1〕697-1号，关少英，3742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1〕698-1号，刘雪莺，5766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1〕699-1号，危彩霞，6504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1〕700-1号，黄桂英，5625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1〕701-1号，邓合群，608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1〕702-1号，刘翠华，5766元

穗公积金中心花都责字〔2021〕703-1号，王引娣，6033元

广东红福化学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聚羧酸母液、3 万吨聚羧酸成品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文《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对《广东红福化学新材

料有限公司年产 3万吨聚羧酸母液、3 万吨聚羧酸成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示，使项目建

设可能影响的区域内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有所了解，通过公示了解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和建

议，更好的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概要

项目总投资 3000万元，建筑面积约 1620m2。 项目设计年产聚羧酸成品 3万吨、母液 3万吨。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http://www.eiabbs.net/thread-430063-1-1.html。

纸质报告书查阅方式：公众可向建设单位索要纸版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索要方式见建设单

位及联系方式。 查阅期限为自信息发布之日起 10日。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范围为项目周边可能受影响的居民和相关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eiabbs.net/thread-424276-1-1.html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表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六）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广东红福化学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尹显举 联系电话：18588562021

通讯地址：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可持续发展制造基地开元路 18号

邮政编码：528100 电子邮箱：1306175812@qq.com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提交意见或建议。

广东红福化学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8日

分类广告

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登报热线：13416434253（微信同号）

遗失声明

文广琴遗失由广州萝岗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27 日开具的装修押金收据

壹张，收据号 0020513，金额 1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辉杨美食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9URFCPXK，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鳌头国鑫堂药房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L317811991，

注册号：440122600011087；声明作废

INFORMATION TIMES

2021.4.8��星期四

A10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