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合并各方公司股东
会决议决定，恒祥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玉环恒日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合并
前恒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10000万元，玉环恒日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500万元;合并后恒祥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存续，玉环恒
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注
销，合并后恒祥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500
万元。

请合并各方公司的债权
人自接到合并各方公司通知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对自已是否要求合
并各方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作出决定，并
于该期间内要求合并各方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否则，合并各方公司将
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并依
法进行合并。特此公告。
（合并方）恒祥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被合并方）玉环恒日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
恒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玉环恒日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

人)决定:恒祥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与玉环恒日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合并。合并前恒祥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资
本为10000万元;合并前玉环
恒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
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本次
合并的形式为吸收合并，恒
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存续，
玉环恒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注销。合并后，恒祥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0500万元。恒祥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和玉环恒日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
合并后的恒祥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承继。请债权人自接到
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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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玉环恒日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
恒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玉环恒日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

人)决定:恒祥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与玉环恒日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合并。合并前恒祥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资
本为10000万元;合并前玉环
恒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
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本次
合并的形式为吸收合并，恒
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存续，
玉环恒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注销。合并后，恒祥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0500万元。恒祥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和玉环恒日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
合并后的恒祥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承继。请债权人自接到
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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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恒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玉环凯斯特阀门厂转型升级

公告
经本企业投资人决定:

玉环凯斯特阀门厂转型升级
为玉环凯斯特阀门有限公
司。转型升级前企业出资额
为1万元，转型升级后公司的
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请债
权人自接到本企业书面通知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企业
清偿债务，逾期不提出的视
其为没有提出要求或异议。
特此公告。

企业名称: 玉环凯斯特阀
门厂

2018年11月9日
清算公告

台州市黄岩立腾建筑基
础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10036936003824，拟向
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请债权人于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向本企业清算小组
申报债权，清算组负责人：马
远力，清算组成员：张茂康、
马远力，特此公告。
台州市黄岩立腾建筑基础工

程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9日

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公告
个体工商户南浔和孚梅

方疏浚工程队（注册号
330504640037143）现拟转型
为企业。转型后的企业名称
为湖州南浔梅方疏浚工程有
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原个体工商户若有
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
务，仍由该个体工商户经营
者承担。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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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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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观天下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清算公告
玉环积典家具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21771914046L，拟向
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请债权人于公告之
日起 45日内向本企业清算
小组申报债权，清算组负责
人：颜福生，清算组成员：颜
福生、颜杨华、颜杨明，特此
公告。

玉环积典家具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9日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衢州市绿峰工贸有

限公司与衢州市豪信木业有
限公司的合并协议，两公司
合并，合并方式为:吸收合并，
衢州市绿峰工贸有限公司吸
收衢州市豪信木业有限公
司，衢州市豪信木业有限公
司解散注销。合并前衢州市
绿峰工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为1200万元，实收资本800
万元，衢州市豪信木业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实
收资本500万元，合并后衢州
市绿峰工贸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为1200万元，实收资本800
万元。衢州市豪信木业有限
公司的资产归衢州市绿峰工
贸有限公司所有，所有债权
债务由衢州市绿峰工贸有限
公司承继。特此公告!

衢州市绿峰工贸有限公司
衢州市豪信木业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9日
减资公告

根据2018年11月02日
股东会决议，绍兴嘉华置业
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8000万元减至1400万元，现
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

绍兴嘉华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02日

刊登中缝广告孙老师
18657129611

公 告
台州市黄岩福特道路工

程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3450009456701，
开户银行浙江台州黄岩农村
合作银行院桥支行，账号
201000040910578，开户日期
2014年6月13日，声明作废。

嵊州市大隆汇购物超
市遗失由嵊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17年 7月 4日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683MA29CRJH80的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新昌县七星街道鼎晟
建材店（税号
92330624MA29BRHX0P）
遗失普通增值税机打发票，
发票代码 133061730432，发
票号码 00690538-00690543
（共 6份），声明作废。

新昌县梅渚镇号翔轴承
配件厂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330624604056692，声
明作废。

新昌县南明街道新瑞新
美发店遗失公章1枚，编号
3306240031373，声明作废。

遗失 2018年 11月 2日
由玉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发的司雪英营业执照正
副本各一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331021MA2APP7X9X，声
明作废。

淳安县梓桐镇得钱农资
店遗失由淳安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2016年12月8日核发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127MA280FXH8R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百缘化工贸易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MA2CDDWF45）
遗失公章 1枚，声明作废。

淳安县汾口镇玥琳日用
品商行遗失由淳安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2016年7月11日核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127MA2BQXYRXF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
废。

淳安县汾口镇琴宏五金
电器商行遗失由淳安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2015年4月7日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127MA2ACCEP1H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临安锦荣橡塑制品厂
（税号
91330185704313232F）遗失
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
代码 3300162130，发票号码
14036268，声明作废。

丽水市新拉芳舍咖啡厅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编号 JY23311020160492，声
明作废。

遗失仙居县白塔镇厚
仁下街村村民委员会公章 1
枚，声明作废。

汤云翔（男）出生医学
证明P330688611丢失，出生
日期 2016年 5月 1日，母亲
汤苏婷，父亲卞学如，声明
作废。

遗失2015年4月10日由
玉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的玉环县大麦屿科音医疗器
械商行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
册号：331021630070084，声明
作废。

遗失朱福琴契证一本，
土地坐落在：阳光爱琴海
15-505，面积：46.59，声明作
废。

遗失仙居县山间吾舍
农家乐客栈浙江省国家税
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代
码 133101520322，发票号码
00346806，声明作废。

长兴祺利建材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 1枚，编号
3305220052842，声明作废。

陆梅琴遗失由湖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南浔分局
2011年 7月 18日核发的注
册号 330504640048037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浙江恒富车厢制造有
限公司遗失丽水市莲都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众支行核发的核准号:
G70331102003013600的机
构信用贷码证 1份，声明作
废。

绍兴菲滋意式餐饮服
务有限公司黄岩洞天路分
公司遗失由台州市黄岩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 7
月 24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31003MA2ANNQL5T的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缙云县锦丽编织袋厂
遗失缙云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03年 11月 14日核发的
注册号为：3325262001968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
份，声明作废。

金华一花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 1枚，编号
3307040089622；财务章 1
枚，编号 3307040089623 ，
声明作废。

遗失 2018年 6月 1日由
玉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发的玉环爱艺美甲店营业
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2331021MA2AN6JU8L，声
明作废。

嘉兴兆玉广告有限公司
遗失由嘉兴市秀洲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2016年11月10日
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110706778425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嘉兴兆玉广告有限公
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50005545501，声明作废。

嘉兴兆玉广告有限公
司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
码G1033041100554550O，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

人）决议：本公司减少注册
资本 2623.5万元，即公司注
册资本由 2650万元减至
26.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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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宁吉盛投资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通

过，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1504万元减少至 200万元，
债权人可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东阳市晴朗光伏设备有限
公司

2018年 11月 9日
杭州紫木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紫木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
司股东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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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
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刊登中缝广告孙老师
18657129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