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411 5 263 456

71 FGHI!!"#$

789":; <=9>?@ AB9CDE

XYrsZ[tuU%vw
!"#$%&'()*+,-%&./01234
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
《两区旅游企业合作协议》。
根据 《旅游山海协作战略协
议》，
翔安区与永定区将构建两区
“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媒体推
动”的战略合作新机制；重点推进
永定土楼、大嶝小镇、英雄三岛战
地观光、海上看金门等旅游产品
和互动旅游线路；鼓励两区旅游
景区开展业务往来；加强两区旅
游行业共建合作；建立行业监管
联合执法机制。此外，按照《两区
旅游企业合作协议》，
双方将开展
营销推广，提供政策保障，达到客
源互送，进一步拓展两区旅游客
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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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翔安区文体广电出版旅游局
承办的 “‘两高’ 厦门·闽韵翔
安”旅游推介会在龙岩市举办。厦
6月 30日，
“山海相恋·永翔
门市旅发委、龙岩市旅发委、两市
安定” 旅游山海协作活动在龙岩
知名旅行商、旅行社企业代表、新
永定举行。据了解，
活动由厦门市
闻媒体等 100余名嘉宾参加了活
翔安区文体广电出版旅游局、龙
动。
岩市永定区旅游发展委员会主
扎春花、拍胸舞、农民画……
办，厦门建发国际旅行社集团有
翔安美丽的风景、民俗推介，让现
限公司承办。其间，翔安区、永定
场嘉宾感受翔安文化休闲生态旅
区正式签订 《旅游山海协作战略
游的魅力。据了解，
此次推介会以
协议》，
标志着两区山海协作对口
“‘两高’厦门·闽韵翔安”为主
帮扶工作开启了新征程，将共同
题，现场通过“1海 3山 8主题”
推动两区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主体概念全方位多触角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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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安。其中“1海”指翔安的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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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旅游企业代表及游客 300多人
交流与合作往来不断，积极造福
资源；
“3山”代表翔安的香山、锄
参与活动，以深度体验的方式为
两区发展。此次，
根据《翔安 -永
6月 30日，以“山海相恋·永
山和大帽山；
“8主题”则是美食、
_`ab cdefghi
两区的山海旅游协作开启良好的
定山海协作备忘录》，
两区旅游主
翔安定” 为主题的翔安区与永定
乡村、民俗、对台、古厝、战地、田
开端。
管部门共同签订 《旅游山海协作
当落日的余晖悄悄挂上树
区旅游山海协作活动在永定客家
园、滨海八大主题。此外，在此次
永定有山，拥有世界上独一
战略协议》
，
将进一步宣传推介翔
梢 ，大 红 灯 笼 瞬 间 点 燃 土 楼 之
古镇文化旅游区举行。随着主办
旅游推介会上，翔安区风景旅游
无二的永定土楼；翔安有海，长达
安和永定各自独特的旅游资源， 管理中心还根据区委区政府提出
方共同按下启动仪式的显示屏， 夜……纯朴的客家风情让来自厦
85公里的海岸线蕴含丰富的旅
实现两区旅游山海协作。
门的游客惊叹不已：
“土楼的建筑
翔安与永定协作的旅游大门正式
的乡村振兴战略，以“闽韵翔安”
游资源。自 2003年翔安区和永定
美，
客家的风土人情更美。”在此
开启。现场，
永定区旅游发展委员
为主题，推出 10条富有翔安特色
jkXY lmnopgq 的旅游精品线路，构建起吃住行
次两天一夜的旅游推介活动中， 区被确定为 “山海协作对口帮扶
会、翔安区文体广电出版旅游局
7月 2日下午，
由厦门市旅游
区”以来，
翔安区和永定区从面上
翔安区文体广电出版旅游局组织
签订了 《旅游山 海协 作 战略 协
游购娱全覆盖的休闲旅游消费
的对口帮扶，进入点对点的对接， 发展委员会、翔安区人民政府主
厦门市各大新闻媒体、旅行社、相
议》，永定区文旅集团、厦门建发
圈。
81526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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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刘兴、王翠莲、谢瑜、卢少伟、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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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煌、陈长伟、熊资润、雷江元、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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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菲里斯餐饮管理有限公

本委立案受理的申请人徐水仙
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目前 斌、陈俊勇、李春红、叶景勇、桂堂 司：
尚存在曾被取保候审人员未及时 锦、罗盛川、余小剑、梁小琼、项闽、 与你司的劳动争议仲裁一案，
已审
办理保证金退还手续的情况，请名 杨珊梅、陈建兴、田光权、林福金、 理终结。
因你司作为该案被申请人
单中的人员于2018年9月3日前至 陈德海、袁绍良、何均伍、钟天城、 且本委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
原办案单位及时办理保证金退还 巫扬吉、吴仁杰、刘远洋、刘秀美、 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本委于2018
手续，
逾期未办理的，
将按有关规定 唐成军、李建福、彭冬兰、尧新华、 年6月12日作出的厦湖仲案[
2018]
对保证金进行处理。
具有名单如下： 曹文红、刘清江、文雪松、赖腾水、
165号《裁决书》。
限你司自本公告
魏光辉、
许美美、
林伟、
肖容。
江头派出所：杨波、梁保健、黄 黄月、
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委（厦门
才秀、邱伯驹、刘芳芳、何永德、黎 禾山派出所：赵代飞、田如祥、张式
市湖里区仙洞路3号1层）领取上述
泽锦、孙勤、马维光、唐明、徐化龙、 全、蒋安松、肖枭、张义金、黄佑兵、
仲裁文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曾阳丽、罗志强、黄玉梅、高保云、 肖永强、熊朝林、田海飞、贾武、陈
厦门市湖里区
陈江福、潘定方、夏旭霞、李大权、 飞、肖杰才、许辉停、陆艳、陈俊、黄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崔亚广、曾增备、彭永明、林东青、 小伟、王建穗、王菲、陈易、周正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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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坐落于新民镇西山村顶

厦门凡成安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
厦门市集美区精锐锋机械加工

9135020 厂遗失厦门市集美区市场监督管理
土楼里，房屋结构：水泥空心砖瓦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房，四至：东 至村路，西至洪 碰 狮 6MA2XX6MA91），因公司股东 局2017年2月22日核发的营 业执
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各债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5
厝，南至洪加寨厝，北至洪跃庭厝。 决定解散，
占地面积约90平方米，建筑一层面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 0211MA2Y0U1Q26，
现声明作废。
积约90平方米。房子自行拆除灭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 ●鲤城玲茹小吃店遗失泉州市鲤城
失，土地没有争议，土地交由西山 记手续。清算组负责人：裴甫东，联 区工商行政管理局2016年8月26日
村委会重新安排宅基地给洪成东 系电话：
13599549372，联系地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使用。如有异议者，请于登报之日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宁海二里3 350502600431648，经 营 者 ：洪 玲
起15日内向西山村委会提出 。

现声明作废。
号楼734单元。厦门凡成安装饰设 玲，
新民镇西山村民委会 计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
●莆田市荔城区大贸红电子商务有
●罗冬梅遗失厦门医学院学生证，
限公司于2018年5月11日在海西晨
!"#$
学号201503020017，
声明作废。
厦门鑫腾源营销策划有限公 报A23版刊登的清算公告，现“经
●谢辉于2018年6月30日遗失身份
# $
孟见凡、陈善勤、饶伟、郑志榕、吴
池板莲、
王芳、
赖天福、
张兵。
司（
注 册 号 ：350203200364283），股东会讨论决定即日起解散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金梵木制品加 证，证号420821198901300052，特
金山派出所：胡洪群、严雪琴、 扬琴、陈美羡、雷生枝、刁书利、马
因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现已成 内容有误，将其更正为“经股东决
荀锦华、张战军、赵林栋、黄蕾、郭 树安、郑兴贤、沈军部、黄萍萍、徐 工厂：本委立案受理的申请人张强 此声明。
特此声明。
立清算组，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 定即日起解散公司”，
梦思、苏菊桃、徐华荣、王安洪、林 银秀。
杰与你司的劳动争议仲裁一案，已 ●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杜佳
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厦门市湖里区省治小吃店遗失
殿前派出所：陈远林、杨宏雁、 审理终结。因你司作为该案被申请 鑫遗失学生证号171702269作废。
志忠、王世福、周伟、陈清丙、徐文
申报 债 权 及 办 理 债 权 登 记 手 续 。湖里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2015年4
庆、龚文炜、王双喜、王璐璐、罗俊、 罗海波、刘银春、劳秀波、沈在忠、 人且本委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白
月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刘欣怡、叶儒兴、潘亚惠、李月菊、 李勇来、林聪、付雪芹、廖中华、曹 现 依 法 向 你 司 公 告 送 达 本 委 于 弘遗失学生证号171502433作废。 清算组 负责人：高原，联 系 电 话 ：
13386659553，
联系地址：
厦门市思 注 册 号 ：350206850075037，声 明
林文罕、池铭强、杨永胜、叶德成、 海、许志勇、冉光建、吴有进、胡雷、
2018年6月14日作出的 厦湖仲案 ●左金丽遗失厦门医学院学生证，
明区霞溪路45号之二801室，厦门 作废。
李祖树、管康军、陈火炬、杜鸿翔、 赖江河、李玉奇、王春灵、刘国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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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号《裁决书》。限你司自 学号201503020044，
声明作废。
涂长青、张红杰、吴讯、张鹏辉、胡 邓永红。
鑫腾源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清算组 ●厦门市湖里区德缘堂正记药行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 ●钟长华遗失福建工程学院学生
瑞周、吴新国、赵格珍、陈惠强、蔡
五通派出所：陈少君、王承学、
●厦门市同安区正板不锈钢经营部 遗失湖里区工商行政管理局2014
委（
厦门市湖里区仙洞路3号1层）
领 证，
学号3151904230，
声明作废。
炳松、钟保根、曾爱运、何海南、柳 徐勋万、
张平。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3505 年7月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
取上述仲裁文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厦门智唯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
经正、陈昱龙、邵水沙、李春、赵小
刑侦大队：伍种成、曾乐超、易
注 册 号 ：350206850010946，声 明
24198302095581，
声明作废。
厦门市湖里区
限公司（
税号：9135020378419208
涛、胡明强、龚洪诚、杨贤君、宋光 火洪、张标福、李玉明、黄奕阳、魏
●厦门市同安区好声意饮品店遗失 作废。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9M）
遗失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
明、李永波、张军、朱光禄、马树安、 贵林、沈凤、邓凯、张庆冬、杨银平、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 ●厦门开心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胡焰锋、吴小兰、邱燕清、陈水毅、 李春芝、陈伟强、郑永吉、林秋月、 ●李农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票联），发票代码：3200164320，
Y13502120071397，
声明作废。 失厦门市思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完税凭证2份，号码：
（141）厦国证 发票号码：41210717，特此声明。 号J
陈文祥。
彭杏照、
刘栋杨、
王秀云。
2017年11月7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
●厦门市大嶝翔嶝商行遗失个体
（161） ●厦门芜闽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
湖里派出所：刘照奎、刘晓明、
经侦大队：王发平、黄小珠、叶 00508460金额72元 号 码 ：
兰有珍、陈英、匡利林、吴华、金庚 友亮。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
厦地证00150482金额325.
04元，声 辆 运 输 证 ，闽 D861D2（
蓝 牌 ），证 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正、

泰、柯长青、李广义、舒作达、李煜

明作废。

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

号：35021300715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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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213880000058，
声明作废。

0203MA2YJ
QXU1B，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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