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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IJK LMNO昨日，
“领读中国 晨念厦门 看见未来”
大型公益诵读活动投票环节进入
第三天，
截至昨日 20时，
平安人寿
的曾陈和陈悠笛、
光大银行的陈
的票数均突破三千大关，分别以
3810票、
3294票、
3260票暂居主
播票数排行榜前三。而浦发银行战

队、兴业银行战队、招商银行战队
加领读中国活动的阵容尤其强
擅长 配音 、主持 、歌 唱、朗 诵 、表
的选手开始后程发力，
票数增加不
大，个个都是诵读能手。其中， 演、写作等，尤其喜欢声音艺术。
少，
纷纷排进前 15名。
“90后”的张力在建行这个平台
此外，吴跃超爱好古诗词，他经常
记者了解到，虽然有些主播
上，在主持、策划、表演等领域表
会即兴创作，而其诵读的功力也
的排名比较靠后，但在昨天，厦门
现突出，收获了“创意王”“金话
十分突出，
声音让人耳目一新。
建行战队的刘云帅、张力、裴昊、 筒”等赞誉。而刘云帅则是一个声
事实上，
本次领读中国投票不
吴跃超等人开始发力，排名也不
音的爱好者，有着动人的声线，是
仅是各位主播的拉票环节，
更是优
断往前。事实上，
厦门建行战队参
建行的“金话筒”。工科出身的他
秀主播风采展示的绝好平台，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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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璇、萧利益:本院受理原告

南靖勇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厦门享骑网络科技有限公
厦门森美臣家具有限公司、
游
刘珠玉与被告罗璇、陈斌、萧利益
年产10万吨集装箱配件生产项目 司:本委立案受理的申请人王新
亮辉:
本院受理原告厦门市维全装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 发与你司的劳动争议一案，已审
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因原告起诉后
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厦门森美
制完成，现向公众进行信息公告，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臣家具有限公司、
游亮辉买卖合同
公众意见表及征求意见稿具体内 本 委 厦 集 劳 仲 案 [
2019]
0588号
（2019）闽0206民初4671号起诉
纠纷一案，
因原告起诉后你方下落
容详见ht
t
p:/
/
www.
f
j
hb.
or
g/
po -1、[
2019]
0588号 -2仲 裁 裁 决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该案
r
t
al
.
php?mod=vi
ew&ai
d=248 书。限你司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不明，
证据、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
30，公示期为十个工作日。联系
应诉通知书、
举证
内到本委 （厦门市集美区天安路 的起诉状副本、
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
人:王经理；联系电话:0596-65 70号--116）领取仲裁裁决书，逾 通知书、
证据、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69618。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期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知书、
廉政监督卡、
民事裁定书及
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裁委员会
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湖安村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下厝里166号村民持有1952年《福
}~*0
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八时三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吕朝
厦门市出境木质包装企业协
十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君（已故）等2人（同字第138775 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350200 日内。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
遇节假日顺
号）原件不慎遗失，
因“新建福州
310587265D）经理事会会议决议 次日上午八时三十分（
判。特此公告。
至厦门铁路（同安段）项目”实施 注销并清算，
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
现由黄志刚、
叶定英、 延）
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征收特此登报声明。
如有异议者， 陈冰等人组成清算组，
请有关债权 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特此公告。
请即日起一个月内向厦门市国土

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

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同安分局提出

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可以通过点击投票页面的人物头
像，
感受主播的优美声音。
投票环节将持续至 19日 24
时，市民朋友可以扫描上方二维
码或关注“领读厦门”微信公众
号，点击底部菜单，即可进入投票
页面为心仪的主播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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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思明区海边漫步旅社
不慎遗失厦门市思明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350203805020127，现声明
该营业执照正、
副本作废。
1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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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华与龙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4份 ， 代 码
3502134620号码00356222-0035

厦门市思明区羡卿小吃店不 6225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 ，代码
慎遗失厦门市思明区工商行政管 3502142140号码00738068-007
理局 2008年 07月04日核发的营 38070，声明作废。
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35020381002 ●厦门市新力量影视文体传播有

0757
，
现声明该营业执照正本作废。 限公司金尚分公司遗失湖里区工
,-./
商行政管理局2005-5-18核发的
厦门南莲艺星商贸发展有限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3502062
公司不慎遗失厦门市市场监督管
610066及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
理局2002年9月30日核发的营业
号:
350206X12010361，
声明作废。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3502002003
●厦门市思明区旧码头餐厅遗失
二O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311；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晋江市青阳八号美容店营业执 号:35020670544965X；遗失组织 厦门通用机打发票仟元版壹份，发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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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进义:
本院受理原告林坤灿
刘营社113号3楼。
联系人:
黄志刚
与被告胡进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电话:
13906041231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闽
厦门市出境木质包装企业协会
0206
民初7312
号起诉状副本、
证据
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审判流
}~*0
程信息公开告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
厦门雅特斯装饰工程有限公
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
自
司（注册号:3502042030109），因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
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决议解
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散，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各债权人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最后一日遇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节假日顺延）。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 次日上午八时三十分（遇节假日顺
在本院第十八法庭公开开庭审
手续。清算组负责人:陈娜，电话: 延），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13599919265，地址:厦门市思明 理。
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区湖滨西路9号大西洋海景城A幢
二O一九年七月十日
5层5E单元。 厦门雅特斯装饰工
●厦门市同安区何伟龙水果店遗
程有限公司清算组
●厦门市湖里区刘峰一烧烤店遗 失同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1

厦门市同安区房屋征迁服务有限

失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5 1-17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失厦门市海沧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限公司集美分公司遗失集美区工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

月25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社会信用代码92350212MA2YQ

2002年11月2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商行政管理局2005-5-25核发的

有效证据，
逾期将直接注销。
声明人:
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人民
政府
厦门市同安区房屋征迁服务有限
公司

,-./
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湖安村
下厝里166号村民持有1952年《福
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吕
文深（已故）等4人（同字第13879
3号）原件不慎遗失，因“新建福州
至厦门铁路（同安段）项目”实施
征收特此登报声明。如有异议者，
请即日起一个月内向厦门市国土
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同安分局提出
有效证据，逾期将直接注销。
声明人: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人民

公司

地址: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洪塘村

照遗失，经营者刘秀，晋江市市场 机构代码证，证 号:70544965X， 票 代 码 :
135021820243， 票 号 :
监督管理局2016年4月12日核发 声明作废。

00166174，
声明作废。

的注册号为 350582603831637营 ●福建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不

●龙海市程溪绍松日用品服务部不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慎遗失由戴尔（中国）有限公司开

●厦门市集美区核瑞源餐饮店不 具给上海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慎遗失厦门市集美区市场监督管 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联和发
理局2017年12月27日核发的食品 票联（
一份）
，
发票代码:
350218313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0，
发票号码01816439
，
声明作废。
J
Y23502110122007，
现声明作废。 ●福建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不
●厦门市湖里区刘峰一烧烤店遗 慎遗失由戴尔（中国）有限公司开

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35
0681195905203552，
现声明作废。
●厦门市思明区工匠皮具护理店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350203L27503444，声明作废。
●厦门遇晗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厦门市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具给昆山利韬电子有限公司的厦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2017年5月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J
3930021362901，声明作废。

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联和发

一份）
，
发票代码:
350218413 ●厦门市湖里区张国洪餐饮店遗
、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502 票联（
06MA2Y77J
T7N，
声明作废。

0，
发票号码02024719，
声明作废。 失厦门市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厦门市海沧特惠百货店不慎遗 ●厦门市新力量影视文体传播有 2018年10月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50206MA324WXK7C，声明作废
正、
副本，
注册号:
3502058200064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3502112
副本，
许可证:
J
Y2350206012331 5K711经营者:何伟龙，声明作废。
●湖里区妇幼保健院，注册号:闽
经营者:胡畅和，现声明该营业 600092，声明作废。
慎遗失由戴尔（中国）有限公司开
●厦门市新力量影视文体传播有 80，
2，
声明作废。
财（2018）票字第38号，发票号:
●厦门华尔顺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执照正、
副本作废。
具给英施艾特（
上海）
软件贸易有限
●厦门市湖里区金峰叁烧烤店遗 限公司遗失思明区工商行政管理
17617551，金额268元声明作废。
公司的厦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
●厦门市闽成兴物流有限公司闽D 闽 DD1516黄 车 辆 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失厦门市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局2005-5-9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厦门市旭来升商贸有限公司遗
D3113营运证350201206778遗失 号350201204592声明作废。
扣联和发票联，
共一份，
发票代码:
2018年 3月 8日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本，注册号3502042070038及税务
●厦门市闽成兴物流有限公司闽D
●蔡芳芳遗失福建商学院学生证， 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3502184130，
发票号码:
0348823
正、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350204705
T303挂营运证350201206650遗失
J
3930025150001，声明作废。
学号201711530131声明作废。
8，
声明作废。
50206MA31HLRJ
07，
声明作废。 480286，声明作废。
●福建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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