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公告

登报原因:保险兼业代理业
务许可证续签
机构名称:安吉县物产有限
责任公司
许可证编码: 0650903
许可证机构编码:
33052372277105002
经营范围:机动车辆保险
机构住所:浙江省安吉县递
铺镇城西路西
邮政编码: 313300
负责人:张婷芳
联系电话: 0572-5022046
许可证颁发日期: 2018年 9
月 1日

绍兴柯桥海泰纺织品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号码
3306210166892，声明作废。

翁林江遗失由台州市
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 4月 2日核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1003MA2AMF4R77的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出资

人）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
从 1000万元人民币减至 3
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
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
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
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
出要求。
浙江图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

人）决议：本公司注册资本
从 6000万元人民币减至
50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
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
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
没有提出要求。

浙江大圣实业有限公司
龙泉市瓯源生态工程开发

有限公司清算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
规定，龙泉市瓯源生态工程
开发有限公司因被吊销营
业执照而解散，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天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
公告。
德清县天杭苗种有限公司

注销清算公告
本股东会（出资人）已

决议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
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
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
为没有提出要求。
临海市春之临餐饮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注销公告

本股东（出资人）已决
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
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
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
没有提出要求。

解散清算公告
绍兴柯桥神通保险代

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于 2018
年 9月 12日决议解散，并于
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 娄林强，联系电话:
13575557559，地址: 绍兴市
柯桥区柯岩街道柯南大道
2097号三号楼第八层 8012
室，邮编:312000。
绍兴柯桥神通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清算组
解散公告

诸暨市兴丞保洁服务
有限公司股东会于 2018年
9月 12日决议解散公司，并
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联
系人：郭涛，电话：
13305757260。
绍兴宏亿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减资公告
根据 2018年 9月 13日

股东决定，绍兴宏亿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从 500万元减至 50万元，现
予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
之日起 45日内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绍兴宏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仙居南港礼品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246100090454）经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本由 2490万元人民币减至
50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提出申请要求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仙居南港礼品有限公司
2018年 9月 14日

解散清算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正元商

贸有限公司股东会于 2018
年 9月 13日决议解散，并于
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 史增海，联系电话:
13221518777，地址: 浙江省
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会龙
村混里江畈（会龙大道）
（丘地号一区十二段 1536）
办公房二楼 201室，邮编:
312000。
绍兴市越城区正元商贸有

限公司清算组
更正声明

我公司于2018年7月19
日在浙江工人日报刊发了

《绍兴市柯桥区乐章体育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解散清算
公告》中不慎将股东会决议
解散日期表述为2018年7月
17日，现更正为2018年7月
12日，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兹有桐乡市土特产有

限责任公司决定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登记，原注册资本 145万
元整减至 142.6万元整，请
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 45天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桐乡市土特产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9月 13日

刊登中缝广告孙老师
18657129611

公 告
新昌县南明街道伟兴

光伏设备安装服务部遗失
公章 1枚，声明作废。

台州虎邦交通设施有
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1
枚，编号 3310220162383；法
人章（法人林斌峰）1枚，无
编号，声明作废。

天台晨曼汽车用品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 1枚，编号
3310230168864，声明作废。

绍兴宸蕊商贸有限公
司遗失由绍兴市柯桥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 5月
15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30621MA2BELG06N的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临海市皇中土地平整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1枚，编号
3310820209364，声明作废。

杭州市拱墅区乾坤馄饨
店遗失由杭州市拱墅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2017年7月11日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105MA28UTXP5B的
营业执照副本；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编号
JY23301050156473，声明作
废。

杭州临安大拇子拖把厂
遗失由杭州市临安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2018年4月27日核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185MA2BP2J704的营
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淳安县里商乡塔上饭
店遗失由杭州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淳安分局 2012年 7
月 31日核发的注册号
330127600047019的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天驱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 1枚，编号
3301100104526，声明作废。

江云霞遗失由安吉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2012年3月5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523MA2F4GR527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台州市黄岩奇煌塑料
制品厂遗失公章 1枚，编号
3310030176650，声明作废。

湖州联盛汽车运输服
务有限公司遗失由湖州市
吴兴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年 10月 25日核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02MA29JNHF6E的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刘伟遗失由台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椒江分局
2014年 5月 19日核发的注
册号 331002640061383的营
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龙泉市瓯源生态工程
开发有限公司遗失龙泉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8年 6
月 26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331181MA2GD30X4D，

《营业执照》正、副本，现公
告作废。

安吉孝丰璐颖家具商
行遗失由安吉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5年 12月 21日
核发的注册号
330523604084671的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江晓欢遗失由安吉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年 10
月 21日核发的注册号
330523609145371的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江晓欢遗失税务登记
证副本，税号浙税联字
33052319811026301801，声
明作废。

长兴久安安全技术咨
询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3362002678401，声明作废。

德清县佳丝利制丝有
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
本，税号 330521704457172，
声明作废。

顾涵（女）出生医学证
明E330000504丢失，出生
日期 2004年 6月 28日，母
亲顾彩霞，父亲韩勇，声明
作废。

张泽宇（男）出生医学
证明丢失，出生日期 1999
年 10月 8日，母亲傅群芳，
父亲张斌，声明作废。

德清县新市三里湾大
酒店浴室遗失德清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3年 10月 16
日核发的注册号
330521000086082的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声
明作废。

德清新市镇小罗副食
店遗失由德清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3年 5月 29日核
发的注册号
330521600607312的营业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

安吉递铺利忠美发店
遗失由安吉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7年 1月 16日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523MA28CU4T8K的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苏州斗牛广告传媒有
限公司金华分公司遗失由
金华市金东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7年 5月 23日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03MA29LP0G22的营
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金华市金东区加达汽
车配件经营部遗失公章 1
枚，声明作废。

湖州市织里人民商标
彩印厂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3360000626002，声明
作废。

遗失丽水宏盛电力有
限公司电建专用章 1枚，声
明作废。

嘉兴市南湖区南湖街
道伊锦秀服装商行遗失由
嘉兴市南湖区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5年 10月 13日核
发的注册号
330402630110466的营业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

嘉兴市经开城南强盛
汤包店遗失餐饮服务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浙餐证字
2011330401001185，声明作
废。

海宁市长安镇大启房
产经纪服务所遗失由海宁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年
3月 15日核发的注册号
330481670107509的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海宁市洛施服饰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1枚，声明作废。

义乌宜美家居用品厂
（普通合伙）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3387005615801，声明作废。

海宁市许村镇丝蝶床
上用品经营部遗失由海宁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年
3月 4日核发的注册号
330481650028994的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海宁市许村镇品全超
市遗失由海宁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15年 12月 24日
核发的注册号
330481650137257的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刊登中缝广告孙老师

18657129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