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注销公告

桐乡市雅晗服饰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解散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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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组成员：王学秋、陆青雷、陆
晓红，清算组负责人：陆青雷。

桐乡市雅晗服饰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2 日

遗失声明
三门县国土资源局：

本人陈贤贵不慎遗失土地证一
本，坐落于三门县浦坝港镇渔西村，
面积为 91.3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农
村宅基地，土地证号为三集用(1994)
字第 01119267 号，现声明作废，并委
托贵局予以公告。该不动产上不存
在他项权利。如有不实由本人承担
一切法律责任。

声明人（签章）：陈谋青
2018 年 10 月 12 日

遗失声明
三门县国土资源局：

本人（单位）丁可平不慎遗失房
产证一本，坐落于三门县海游街道
梧桐路 26 号 3B019 ，房产面积为
29.79 平方米，房产用途为商业，房
产证号为三房权证海游字第
201210162 号，现声明作废，并委托
贵局予以公告。该不动产上不存在
他项权利。如有不实由本人（单位）
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声明人（签章）：丁可平
2018 年 10 月 12 日

磐安县群山之祖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注销公告

本合作社全体成员已决定解散
本合作社，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合作
社书面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本合作社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
提出要求。
德清绿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注销清

算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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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清辉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注销清算公告
德清辉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经全体合伙人研究通
过，决定注销本企业，请债权人自接
到本企业书面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向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
出要求。特此公告。
庆元县佳静保洁有限公司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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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决定：

本公司注册资本从 500 万元人民币
减至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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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招财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决定：
本公司注册资本从 2000 万元人民
币减至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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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中新力合科技金融外包服务有

限公司
龙泉元隆刀剑有限公司清算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公司股东会
决议解散龙泉元隆刀剑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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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公告
南浔练市品冠建材商行（个体

工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503MA2F9EMR2E，现拟转型
升级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个体工商
户若有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
务，仍由沈扬本人承担。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公告
南浔练市罗佳卫浴商行（个体

工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503MA2B4T4P1E，现拟转型升
级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个体工商户
若有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
仍由徐明本人承担。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公告
南浔练市姚发娥建材店（个体

工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503MA29K77E6B，现拟转型升
级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个体工商户
若有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
仍由姚发娥本人承担。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公告
南浔练市国良陶瓷店（个体工

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503MA2F5JQP3E，现拟转型升
级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个体工商户
若有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
仍由孔国良本人承担。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公告
湖州市练市奥斯玛水暖陶瓷商

行（个体工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2330503MA2F56235C，现拟转型
升级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个体工商
户若有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
仍由茅建英本人承担。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公告
南浔练市树奎苗木场（个体工

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503MA2F693X0T，现拟转型升
级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个体工商户
若有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
仍由邵耀峰本人承担。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公告
南浔练市耀峰建材商行（个体

工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503MA29JTX28K，现拟转型升
级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个体工商户
若有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
仍由邵树奎本人承担。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公告
南浔练市新辉灯具店（个体工

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503MA2F54CGXE，现拟转型
升级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个体工商
户若有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
务，仍由孔国林本人承担。特此公
告。
兰溪市绿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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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德市大洋伟潮竹业专业合作社注

销清算公告
本合作社全体成员已决定解散

本合作社，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合作
社书面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本合作社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
提出要求。

解散公告
诸暨中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

东会于 2018 年 10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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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明，电话：
13626859349。

解散公告
诸暨市三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股东会于 2018 年 10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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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胜男，电话：
15325221060。

解散清算公告
绍兴柯桥墨隐品迹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股东会于 2018 年 10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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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雨森，联系电话:
13819502201，地址: 绍兴市柯桥区
群贤路玉兰花园藏风苑 1 幢 0110
室，邮编:312000。
绍兴柯桥墨隐品迹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清算组
浙江鄱湖纺织品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根据 2018 年 10 月 10 日股东决
定，浙江鄱湖纺织品有限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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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鄱湖纺织品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1 日

浙江三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减资
公告

根据 2018 年 10 月 9 日股东会决
议，浙江三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 2000 万元减至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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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债券债券或提供担保。

浙江三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9 日

解散清算公告
慈溪市铭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解散，并成立了公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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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乃群，联系电
话:13566065377。
慈溪市铭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刊登中缝广告孙老师

18657129611

公 告
嵊州市李萍水果店遗失由嵊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年 10月 9日
核发的注册号 330683600093090的营
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龙游社阳兰花苑酒家遗失由龙
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07年 9月 4
日核发的注册号 330825602000357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玉环市航飞机电厂公章一
枚，编码：3310210224114，声明作废。

绍兴三马袜业有限公司遗失由
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年 7月 1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007210118776的营业执照副
本，声明作废。

绍兴柳瑞贸易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商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71004821201，账号
19510901040021406，声明作废。

周爱明（税号
330623196310260643）遗失浙江增值
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3300162350，
发票号码 12798891，声明作废。

新昌县城关镇雅斐便民店遗失
新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年 10月
18日核发的注册号 330624602002823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市拱墅区贵姑姑奶茶店遗
失由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 3月 21日核发的注册号
330105600512854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JY23301050136558，声明作废。

临安市成丽玉石行遗失由杭州
市临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3年 8
月 8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185MA2BMJJA5T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初加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432815322X1）遗失财务专用
章 1枚，声明作废。

杭州余杭区余杭街道玖然食品
店遗失由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5年 12月 4日核发的注册号
330184600803378的营业执照正本，
声明作废。

杭州余杭区余杭街道玖然食品
店遗失食品流通许可证正本，编号
SP3301841550180917，声明作废。

王佳凯（男）出生医学证明
H330307943丢失，出生日期 2007年 9
月 30日，母亲林秋玲，父亲王丽良，
声明作废。

台州市黄岩星辰运输有限公司
（税号 913310037046840175）遗失浙
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发票代码
3300172160，发票号码 01790695，声
明作废。

临海市萌涛副食超市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JY13310820153233，声明作废。

安吉孝丰绿平日用品商行遗失
由安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年 2
月 28日核发的注册号
330523604066284的营业执照正本，
声明作废。

安吉梅溪天霸家庭农场遗失由
安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年 1月
13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523MA2F97790L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仙居县佳维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公章 1枚，编号 3310240143003；
财务专用章 1枚，编号
3310240148526；法人章（法人苏亮
亮）1枚，声明作废。

遗失 2018年 8月 9日由仙居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台州度和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9MA27X3H03W，声明作废。

临海市伟达电脑绣花厂遗失由
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3年 11月
19日核发的注册号 331082000111052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仙居县民得利养殖专业合
作社公章 1枚，编号 3310240107534，
声明作废。

遗失 2017年 11月 13日由仙居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仙居县民得
利养殖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33310246878658435，声明作废。

安吉递铺炫车坊汽车装潢服务
部（税号 92330523MA29KY4T3J）遗
失浙江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
票，发票代码 133051830433，发票号
码 00089767、00089772、00089774、
00089785、00089789（共 5 份），声明
作废。

长兴洁静保洁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年
5月 27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223439701727的营业执照正
本，声明作废。

德清县武康实达水电安装队遗
失由德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
10月 20日核发的注册号
330521601500268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德清县新市镇小李发廊遗失由
德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 3月
26日核发的注册号 3305213044589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临海市凯旗服装有限公司遗失
由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年 8
月 19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820542463137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庆元全帮家政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由庆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3年
5月 10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126068377285W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李金华契证一本，土地坐落
在：仙香门第 2-2-302，面积：152.05，
声明作废。

遗失收款方：李金华，付款方：张
智建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代开），
发票代码 233000790244，发票号码
000916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不慎遗失房屋坐落在仙居

城关临溪路 118号的《房屋所有权
证》，证号：仙房权证城关 00016001，
声明作废。

声明人：吴建明
2018年 10月 12日

遗失吴建明土地使用证一本，土
地坐落在浙江省仙居县临溪路 118
号，土地证号仙居国用（2005）第
0001857号，宗地面积 2011平方米，
用途为住宅，权属性质为国有出让，
声明作废。

遗失由浙江省国家地方税务局
颁发的仙居县兴兴日用品商行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33262419741026003700，声明作废。

云和县艺仁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 1枚，声明作废。

安吉递铺延霞小吃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JY23305230103652，声明作废。

丽水卓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 1枚；财务章 1枚；法人章（法
人夏王鹏）1枚，声明作废。

遗失仙居县御康豆制品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 1枚，编码：
3310243147708，声明作废。

临海市鼎诺家用电器商行遗失
由临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年 6
月 18日核发的注册号
331082650035651的营业执照正本，
声明作废。

台州市椒江豪峰家居店遗失由
台州市椒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
年 11月 13日核发的注册号
331002620059651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长兴雉城中杨聚力电池修复店
遗失由长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09
年 5月 31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330522MA2F6CQN3A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浙江省长兴县白象硅灰石矿有
限公司遗失由长兴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7年 4月 7日核发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0522742928123F的营
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金华乡音装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由金华市金东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7年 3月 24日核发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330703MA28QFU950
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天台晓钧健康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由天台县行政审批局 2016年 9月 4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23MA28GNU76W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海宁市周王庙镇林金良建筑工
程队遗失由海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年 2月 2日核发的注册号
330481680005676的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桐乡市梧桐誉天服装店遗失由
桐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年 6月
23日核发的注册号 330483640183509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平湖市当湖街道六七八饭店遗
失由平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年
12月 26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482MA2F2PRJ0T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嘉兴市都邦包装用品有限公司
遗失法人章（法人：丁玲华）1枚；财
务专用章 1枚，声明作废。

桐乡市乌镇宴遇餐厅遗失由桐
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年 6月 29
日核发的注册号 330483630064684的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金华市柯然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330702323456555，声明作废。

云和县腾达玩具厂遗失公章 1
枚，声明作废。

台州市惠动全城超市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 1枚，编号 3310020170825，
声明作废。

陈恋遗失由安吉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0年 5月 28日核发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2330523MA2F6FFJ9R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王保国遗失由临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17年 9月 18日核发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2331082MA2AK69W4A的营业执照
副本，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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