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伊莎阁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旧法人章(梁健

昇

)

一枚；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东鹏基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将注册资本5000 万

元减少至 1500万元. 债权人自公告日起 45日内向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逾期视作放弃权力,特此公告

分类广告

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登报热线：13416434253（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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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海珠区兰桂堂广彩艺术研究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40105MJK94316X8，住所:广

州市海珠区前进路 146 号晓港公园竹艺馆二号馆，法定代表人:赵艺明)于二 O 二一年六月九日

变更业务主管单位，变更前:没有业务主管单位，变更后:业务主管单位是广州市海珠区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于二 O 二一年六月九日变更住所，变更前:住所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北 132 号

花城往事园区 43栋三楼 13铺，变更后:住所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前进路 146 号晓港公园竹艺馆二

号馆；于二 O二一年六月九日变更章程，原章程变更，启用新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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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区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海珠区兰桂堂广彩艺术研究院

二 O二一年六月九日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大龙欧建波蔬菜档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B6QDTX8，

编号 S2692018022506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大龙杰亚邓蔬菜档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YD9W51，编

号 S2692018020695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谭雄伟蔬菜档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YU2X5F，

编号 S2692018022002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大龙郭泽文蔬菜档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Y67447，

编号 S2692018019955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三丰五金铝材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HUD

G3M，注册号 4401113800643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夏莲遗失士官证一本， 证件号 ： 士子第

2004000073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公交集团广交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驾驶

员陈武遗失合同保证金和安全互助金单据

14000 元及预收代扣代缴承包费单据 5000 元，

编号为 0123289/0123290/0123291，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本人邝志芳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 因本人不慎遗失贵行核发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壹

份，（股票证号码 No：00022656，股份账号

为：100101016001425429， 入股股数为：

1024 股）。现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一切责

任均由本人承担。 声明人：邝志芳。

遗失声明

广州道路运输行业协会遗失《广东省社会团

体会费统一收据》（票据编号：417013）10 张（内

含票据起始号码 GC25911051， 终 止 号 码

GC25911060，共 10张），登报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龙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33275524486）经股东决定，公司拟将原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万元减至人民币 100 万

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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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保单作废声明

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流水号段为

00072926-00072950、00072956-00072975、

00073090-00073095、00073163-00073172、

00073254、00073306、00073586-00073600、

00079492、00079507、00079511、

00079542-00079543、00079576、00079634、

00079751-00079775、00063976-00064000、

00079786-00079800、00075526、00073724、

00074508、00074826、00076322、

00076428-00076450、00076725 交强险标志声

明作废。 与该保单有关的任何纠纷，我公司不承

担法律责任。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根基小吃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CTLB7XR， 编号

S052019068841，现声明作废。

变更声明

佛山市龙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现变更为广

东龙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东由广东耀弘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钟根涛、刘艳璇、邓小兰 ；

法定代表人由胡健侃变更为邱志江。自办理工商

登记变更之日前，公司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

原股东广东耀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担， 变更

后公司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新股东钟根涛、

刘艳璇、邓小兰承担。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兹我广州雷诺丽特塑料有限公司遗失勤安船务有限公

司出具的提单，提单号：HF21Y073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东方公司刘波遗失互助金 2000元： 单据

0030640，合同保证金 5000 元：单据 0030639，

服务资格证：证号 219688；黄小华遗失合同保证

金 7000元：单据 161849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广州海伦堡花园 76栋 1801房业主熊英, 宋波

（与收据上名字一致）, 丢失装修押金收据一张,收

据号 0089848,金额:2000 元,现声明此收据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元岗黎良奶茶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EPB93Y，注

册号 44010660049217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东莞市中伟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441900MA523GDF3E 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组成

清算组进行清算， 请有关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

记手续，逾期视为放弃。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车轩汽配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40105600575394，编号 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吴系茶居美食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9W3881XU，

执照编号 S1120210062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石基清韵电器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JJWH3J，

注册号 4401263170112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林钰莹遗失广东警官学院学生证 ， 证号 ：

202033011401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金祥遗失金碧世纪花园管理处开具的住户卡保

证金押金收据，收据编号 221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元岗老罗潮汕卤味快餐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A

28Y71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赛诸葛财务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 将注册资本

500万元减少至 100万元.债权人自公告日起 45日内

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逾期视作放弃权力,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广东赛诸葛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将注册资本500万

元减少至 5万元.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日起 45日内向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逾期视作放弃权力,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海珠区五味面馆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LF093J；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营者:陈博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44010560044644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扬帆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广州东涌分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

9CR775U,编号:S10220190531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法纱达服饰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

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剑荣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

各一枚；现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生之木装修材料经营部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L415

26861F,注册号 4401116006774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金奥米业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56718030150）遗失借支单 1份，记载日

期：在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期

间 ， 姓 名 ： 陈 耿 榆 （身 份 证 号 码 ：

440105197012104511）， 借支金额：￥400000

（人民币肆拾万元整），声明作废。

中华人民共和国番禺海关公告

番关缉公字[2021]003号

［无主］：

我关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作出了“番关缉

违字[2021]000018-000027 号”（共 10 份）行政

处罚决定，决定没收在扣涉案“三无”船舶一 批

（均含发动机，详见公告栏内张贴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番禺海关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述行政处罚

决定书正本已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在我关公告

栏内张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天即视为送

达。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良明村屋叁经济合作社遗失

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N1440117MF3175863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良明村杉一经济合作社遗失

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N1440117MF4029681F），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宪通猪肉档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码 92440101MA5A0DT1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宪通猪肉档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码92440101MA59WP2J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通记猪肉档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码 92440101MA5A0DD8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宪通猪肉档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码 92440101MA5A0F4957，

注册号 4401266000465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通宪猪肉档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码 92440101MA5A1LGY86，

注册号 4401266002213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老曾猪肉档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码 92440101MA5AERKP7M，注册

号 4401266006087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钟村曾通鲜肉档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码 92440101MA5A3Q9T7K，

注册号 4401266005294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邓远猪肉档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码 92440101MA5A2NBW05，注册

号 4401266004019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曾宪通猪肉档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码 92440101MA5A1W6T3K，注

册号 440126600285995，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广州市协成物流有限公司粤 ACB553遗失道路运

输证 IC卡，证号 00308565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曾宪通猪肉档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码 92440101MA5A3UG72X，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宪通猪肉档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码 92440101MA5A1BQH5U，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宪通猪肉档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码 92440101MA5A1U0C0J，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陆胜蓄电池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4012160022468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廉江市永丰实业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19473948-6） 经股东会决议停止经营并申请注

销，请各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

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遗失声明

廉江市石城梁国华兽药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08816000171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遂溪县北坡黎志玉熟食档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408236002132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梁欣园于 2021年 6月 4日， 本在广东省广

州 市 不 慎 遗 失 第 二 代 身 份 证 ， 号 码 为

440802199606121720， 有效期限:2021 年 2 月

-2041年，自本声明发布注明遗失日起所有与本

身份证有关事情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广州市南沙区一韩美术培训中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52440115088057983W）根据《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

拟向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见报日起 45 日

内向本办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子金商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1

25600735312编号 S2592016002247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天宏种养殖场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58100514846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软件技术专业 2014 年毕

业生张标江，毕业证编号：120461201406003447

，遗失专科毕业证，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金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725033651C）经股东会决议，公司拟将原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100万元减至人民币 2020万

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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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国颐堂化妆品有限公司遗失广州五号停机

坪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 L2072N铺装修

押金收据一份，编号:0013539，现声明作废。

责编：温金良 美编：方元 校对：段丁

本报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肖山律师 电话：

1810255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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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文秀 通讯

员 蔡慧帆）

近段时间，增城区税务部

门开展“一企一策”靶向服务，为企业

提供量身定制的税务“锦囊”，给企业

带来真金白银的“红利”，更好助力企

业减负前行。

“自从制造业企业研发费加计扣

除比例从 75%提升至 100%后，我们获

得的政策红利更大了，给了企业进一

步创新发展的信心和底气。 ”增城辖

内企业广州众山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众山精密 ”）

法人朱华明

告诉记者，企业去年研发费加计扣除

额近 1280 万元，今年税收政策再“加

码”，企业计划继续加大研发费投入。

据悉，在增城区税务部门的协助

下，去年众山精密还办理了出口退税

632 万元， 解决了因受疫情影响而遭

遇的回款变慢、资金紧张等“燃眉之

急”， 并迎来发展机遇， 实现营业收

入、利润总额双增长，为进一步以创

新引领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成立短短

3 年时间， 众山精密从专注于电子通

讯产品的金属异型材料生产，成长为

拥有自动化生产线和多项新型专利

的“专精特新”瞪羚企业。

记者了解到，除了近期出台的研

发费加计扣除新政策之外，其他凡是

企业可以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增城

税务部门都一一梳理出来，并精准辅

导企业申请享受， 以税收优惠政策，

为每一个像众山精密这样的中国制

造民营企业实现“关键一跃”，加快向

价值产业链高端跃进保驾护航。

公交移动超市开进石围塘街

车上配置生鲜、大米等日常生活用品和防疫物资，并明码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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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配合 五测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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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楼散步迟

了一些，已近9点钟。 走

进中庭花园，看到一位

老人家坐在树荫下看

手机，两位老太婆边散

步边聊天，远处则有一

位老人家推着婴儿车

来晒太阳。 游乐场里没

有人，走近一看，原来前

后两个出入口处，各放

置一个铁马拦着，两边

用塑料带围了起来。 铁

马上贴着“温馨提示”：

“暂停使用公共器械。

谢谢配合与理解！ ”

我转出花园， 继续往

前，沿着湖边，又走了一圈。

来到小区大门口， 看到好几个

街坊拉着车仔买菜回来了。

朝大门外望去， 不远处的

高架桥底下， 停着3辆三轮车，

有人正搬包裹。 我想看看是什

么，便往门岗走去。门卫问我有

“临时通行证”吗？我说有，便让

我出去。走近一问，原来这些都

是寄到小区的快递， 因不能进

入小区， 快递公司在此设点等

待领取。 一个街坊上前问道：

“可以寄快递吗？ ” 快递员说：

“只能来这里取件，不能寄件。 ”

返回小区时， 看到门前多

了几个年轻人在帮忙查看健康

码、测体温，两个男青年左臂上

戴着“石围塘街党员突击队”红

袖章， 两个女青年左臂上戴着

“石围塘街志愿者”红袖章。 我

亮出健康码， 并与其中一位男

青年聊起来， 他说自己也是志

愿者，只因他是党员，戴的袖章

不同而已，并说“现在有时间，

出来为街坊做点服务”。我对他

竖起了大拇指。

回到家，太太说，业主群里

说，今天又测核酸。 到中午12

点时，群里贴出通知说，下午

1点至7点， 小区全员进行第

五次检测核酸。 我们楼栋人

员的检测时间为下午5点至

6点。群里的人纷纷表示，

在家安心等待检测吧。

苏广华

单位及职务：信息时报副主任编辑

住址：荔湾区石围塘街逸彩社区

增城“一企一策”税收护航 助推民企实现“关键一跃”

（

注：石围塘街为封控管理区域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穗商务宣）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前日

上午，6辆特殊的公交车驶入广州市荔

湾区封控区域石围塘街道。 这些公交车

上满载肉菜、米面、牛奶、罐头、水果等

生活物资，成为封控区内平价便捷的移

动超市，受到市民的追捧。

公交车停下后，街道工作人员在现

场搭起帐篷，卸下车上生活物资，摆起

了长桌，方便居民选购，志愿者也闻讯

前来协助维持秩序。 在销售现场，工作

人员做好了防护措施， 装袋、 称重、收

款，一切井然有序。

“工作人员日夜加班为居民服务，

你们辛苦了！好嘢！ ”刚刚结账的黎婆婆

竖起了大拇指。 当天下午，部分移动超

市的货物已基本售罄。

“关闭肉菜市场通告发布后， 很多

群众担心买不到菜等问题，我们一直在

想方设法增加生活物资供应点和供应

品种。 通过公交移动超市项目，一是减

少聚集风险，二是方便了居民在社区就

近购物， 三是增强了保供应的机动能

力。 ”广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市商务局和广州公交集团第二公共

汽车有限公司提出打造公交移动超市

的想法后，得到胜佳超市、京东七鲜超

市、温鲜生、粤旺、华润万家、西亚兴安

等超市的积极响应。 早上7点，二汽公交

车开到指定地点装货，10点到达指定街

道点位。

记者了解到，前日是公交移动超市

第一天试运行， 在石围塘街道投放了6

辆移动超市车。 车上配置了生鲜

（包括

青菜和肉类）

、大米、面食、肉类罐头、食

用油、卷纸、口罩、酱油和盐等日常生活

用品和防疫物资，商品质量有保证并明

码标价。

广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根据居民需求情况，协调各大超

市及时调配移动超市的物品种类和数

量， 并合理安排投放班次和投放地点，

逐步扩大覆盖范围，不断提高物资投放

能力，保障居民生活物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