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底全面停业 升级改造加速

“新版”赛特年底亮相 定位高端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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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集团：全力保供抗疫 坚守企业责任
本报记者 陈虹余

“疫情之下， 网上订单持续暴
增，要立即调整系统程序，全力保障
供应，稳定住市场！ ”大年初三凌晨
一点，利群李沧物流中心灯火通明，
董事局主席徐恭藻在现场指挥调
度。新冠疫情暴发正值春节，网商订
单从疫情前的每天 2000 多笔激增
至几万笔。

“用我们集团的物流车拉回库
中，自己进行分拣。从生产到采购到
存储再到统一配送， 利群搭建起了
全链条供应系统。 所以我们能够快

速反应、坦然应对。” 利群集团总裁
丁琳表示。

丁琳告诉记者 :“尽管销售量
很大，但食品安全一直是第一位
的，所有的蔬菜在装车之前都必
须经过农残检测， 确保百姓餐桌安
全。 ”

据介绍，早在 1997 年,利群集
团就成立了福兴祥商品配送公司,
经过十几年创新发展, 成就了利群
现在较大规模的物流业态。 到目前
为止, 利群物流公司已经成为一家
跨地区、全品类、专业化的品牌代理
和物流配送企业, 是中国物流百强

中为数不多的商业物流企业。 物流
中心除满足利群所属门店的配送
外, 还承担社会第三方物流的重任,
配送半径已辐射青岛各市区和烟
台、威海、日照、潍坊、淄博及江苏、
安徽、上海等地，实现了当日配送。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
利群集团淮安福兴祥生鲜物流调运
生活物资 1500吨，集中供应华东地
区利群时代 44家门店，为打好防疫
阻击战和经济发展保卫战提供坚实
的物流保障。

“物流中心实际上就是一个大
的储存空间， 我们在淮安等地建设

了大型物流中心， 正常情况下我们
每天保证 30 多亿元的商品库存，这
在全国商业系统里储存能力是很强
的。 ”谈到利群建立的物流系统，徐
恭藻颇为自豪。

初步统计，1 月 20日至 2月 29
日，利群集团在山东、江苏、安徽、上
海地区共计投放市场有口罩 292万
只、消毒用品 508.7 吨、除菌洗护用
品 138.6 吨、 抗病毒药品 135.5 万
盒、各类体温计 19337支、蔬菜水果
15910 吨、禽肉产品 2937 吨、米面
杂粮 9603吨、 各类罐头 400吨、饮
用水 2287吨，“利群网商”订单笔数

达 155.26万笔。
现在疫情已基本稳定， 回忆起

春节期间的奋战， 丁琳表示，“在疫
情期间， 我们做零售业的其实是一
个高危行业， 但给消费者做服务的
时候，我们心里充满鼓舞和欣慰。我
们不能冲到一线给病人治病， 那就
用心尽力为老百姓做点我们能做的
事，保障供应，为政府担当一些社会
责任，心里还是很自豪的。 ”

青岛市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兼
秘书长赵玉利告诉记者， 利群集团
作为青岛市商业联合会的会长单
位，不仅肩负着保供的重任，还积极

奉献爱心，捐款捐物。利群集团通过
青岛市慈善总会向青岛市教育局
捐赠了总价值 75 万元的防疫物
资，助力青岛教育系统为教师、同
学们创造一个安全、 舒心的学习环
境。

“面对这次突然暴发的疫情，利
群再次经受住了考验，这是供应、物
流、人才储备等方方面面的积累。为
人民群众做好生活保障工作， 是利
群义不容辞的企业责任。以后，我们
要继续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把功夫
用在平时，把各项工作扎扎实实、一
步一个脚印地推进。 ”徐恭藻说。

本报记者 贺阳 文/图

近日，北京赛特百货有限公司
宣布赛特超市将于 3 月 31 日 18
时闭店， 这是该购物中心整体
即将开始改造的一大重要标

志。 据了解，赛特购物中心的整
体改造工作将于今年上半年动
工， 改造后的赛特购物中心将
更名为“赛特·碧乐城”，并定位为
高端购物中心，新项目有望在今年
年底正式亮相。

中国商报记者走访发现，目前
赛特购物中心仅剩地下一层的超
市还在营业， 其他楼层已悉数停
业。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目前商
场只有北门入口开放，超市入口处
有工作人员协助顾客进行姓名、体
温、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登记。

据了解，目前赛特超市的营业
时间为早 11时至晚 18 时，该营业
时间段将持续至月底闭店。

虽然超市正常营业，但是在此
购物的顾客并不多。 记者看到，周
末中午时分， 店内仅不到 10名顾
客在挑选商品，且行色匆匆。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 4 月，赛

特购物中心对外宣布将升级改造，
当时商场的一层还进行了大促销
活动， 主要销售的种类包括箱包、
珠宝玉石、 服饰等。 去年 6月底，

“赛特购物中心”公众号变更为“赛
特超市”， 宣布服务项目变更。 由
此，赛特购物中心的经营权被分为
了两部分， 即北京赛特百货有限
公司负责经营赛特超市， 其余
六层由北京赛特碧乐城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负责经营。 分割后
的赛特购物中心对会员权益也做
出了调整。

此前， 赛特曾发布公告称，自
今年 3月 1日起，停止办理新会员

卡，包括实体会员卡及线上电子会
员卡；3 月 1 日起， 会员卡持卡消
费仅保留折扣功能， 停止积分功
能； 会员卡积分开放至 3 月 31 日
超市闭店， 闭店后积分全部清零；
会员卡（包括实体卡和线上电子会
员卡）有效期截至超市闭店。

超市月底闭店
目前赛特购物中心超市还在营业，其他楼层已悉数停业。

＞＞＞

“世纪之交的那十年里，赛特
购物中心可以说得上人头攒动，顾
客排着队地想要进商场消费。一提
起赛特， 那绝对是京城顶时髦、新
潮的场所，许多国外的新奇商品都
是第一时间从赛特开始销售的。 ”
一位家住建国门外的北京市民告
诉中国商报记者。

当时，赛特集团官网曾经有一
段对于赛特购物中心的“自信”描
述———赛特购物中心以经营国内
外高档名牌商品和时尚精品为主
要特色，拥有 13000 平方米的营业
面积，购物环境舒适宜人，店堂形

象优雅亮丽，是北京最为著名的高
档商场之一。

然而， 随着多家购物中心硬
件、软件的不断迭代，曾经在“神
坛” 之上的赛特购物中心开始没
落。物业老化、品牌落后、业态组合
过于简单等短板被认为是赛特购
物中心的硬伤。

在北京，东有 SKP、西有西单
商圈，被两面夹击的赛特购物中心
处境显得十分尴尬。 一方面，赛特
对当代年轻人的吸引力开始逐渐
减弱。另一方面，受到电商冲击，传
统的购物中心纷纷积极寻求转型，

主动贴近消费者。花俏多变的商场
中庭、方便快捷的停车服务、种类
齐全的品牌业态组合，这些都是赛
特商场极为欠缺的。

赛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
邦曾公开表示，为了不让“赛特”两
个字就这样被市场遗忘，集团内部
开始优化企业发展战略，调整企业
组织架构，完成人才的疏解。 先是
在 2017 年底完成了对赛特饭店的
大规模升级改造；随后在去年 6 月
30 日随着租赁期限的终止， 赛特
集团正式结束了与原承租方的租
赁合作，重新掌握了主动权。

谋划升级改造
物业老化、品牌落后、业态组合过于简单等短板被认为是赛特购物中心的硬伤。

＞＞＞

全线关停的赛特购物中心准
备进行一番全新改造。 去年 9 月
初， 赛特集团和碧桂园文商旅
集团正式签订“北京赛特·碧乐
城”项目合作协议，宣布要打破百
货模式、升级业态，锁定高端商务
及青年时尚客群，为商业注入潮文
化、轻艺术。

赛特集团与碧桂园双方还成
立了合资公司———北京赛特碧乐
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其中北京
赛特商贸有限公司持股 51% ，
碧桂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49%，合资公司负责赛特购物中心
的改造及运营。

记者了解到，改造后的赛特购
物中心将更名为“赛特·碧乐城”，
并定位为高端购物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北京商
业市场并不乏定位高端的购物中
心，让“赛特·碧乐城”重新恢复赛

特购物中心曾经的独树一帜或存
在难度。 此外，当前的消费者对赛
特购物中心的概念早已十分模糊，
转型后的“赛特·碧乐城”在招揽客
流方面将面临考验。

实际上， 不只是赛特购物中
心，目前北京多家传统百货商场均
存在转型升级的需求。 去年，北京
市商务局曾出台传统商场“一店一
策”升级改造的政策，首批选择长
安商场、赛特购物中心、甘家口大
厦等十家传统商场作为试点。按照
此前的计划，今年将完成五家试点
企业的改造。

突如其来的疫情虽然让传统
百货的改造升级项目按下了暂停
键，但北京市商务局在此次疫情期
间也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支持商业
服务业的发展，其中明确表示将对
大型商场“一店一策”改造升级发
生的投资给予贴息。

走高端路线
改造后的赛特购物中心将更名为“赛特·碧乐城”，定位为

高端购物中心。

＞＞＞

天津港保税区优化政务服务

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审批业务
办理不受影响，连日来，天津港保税
区政务服务办公室不断更新“网上
办”的审批事项，主动延伸服务内容，
靠前服务企业， 实现了政务服务安
全、有序、高效地进行，有力助推了企
业复工达产。

截至 3 月 16 日， 该政务服务中
心共办理事项 62920 件，实际“网上
办” 比例达到 96.3%， 新增市场主体
182家。 同时，政务服务办在“保税区
就业” 微信公众号新增“疫情通道”
“失业通道”模块，使办事人可以快速
查询到人力资源业务线上办理的流
程。 （董清妍 本报记者 齐天宝）

北京朝阳商务局全力保供应

记者日前从北京朝阳区商务局
获悉， 该局每天与区内 90 家超市、
29 家菜市场主要负责人建立日报
联系机制，并对重点批发市场、大
型连锁超市、连锁便利店、蔬菜直
营直供企业等生活必需品货源供
应、销售及运营情况进行监测，及时
了解市场供应和价格情况，保障区内
日均销售生活必需品 900-1200 吨左
右的供应量。

据介绍，北京朝阳区商务局建立
了企业店长联系机制、属地街乡联动
机制，社区有需求，朝阳区商务局第
一时间与企业对接服务方案，并联合
属地加强社区连锁超市等商业门店
的走访， 督促企业按需及时补货，妥
善解决居民购菜问题。

（本报记者 张现社）

IEEPA牵手塞尔维亚推生态经济合作

日前，塞尔维亚共和国驻华大使
馆通过外交照会到访国际生态经济
协会（IEEPA）北京办公楼，塞尔维亚
驻华大使米兰·巴切维奇、 经济参赞
马里安·博佐维奇等和国际生态经济
协会专职副会长李军洋代表双方举
行会谈，积极推动两国生态经济领域
企业和项目合作。

巴切维奇表示，中塞两国友谊历
史悠久，通过加强使馆与国际生态经
济协会交流，必将为两国企业间加快
项目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前期建
立的桥梁和基础上，双方还就如何构
建和促进两国企业在生态经济领域
开展项目合作、交换了建议。

（本报记者 蒋永霞）

1992 年 12
月正式营业的赛
特购物中心，曾经
创造了北京购物
中心多个“第一”，
其中包括第一家
自动滚梯最多的
商场、第一家以进
口产品为主营商
品的超市、第一家
拥有室内最大屏
幕的商场、第一家
使用电脑联网收
银系统的商场等。

中企鼎鑫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将于 2020年 4月 3日 10时
30 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中企鼎鑫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股东会
会议，会议内容为：1、同意免去岳海峰董事职务。 2、同意免去杨娜的
监事职务。 3、同意选举杨娜为董事。 4、同意选举张慈轩为监事。

请 4 位股东：北京东方金捷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甲悠投资有限
公司，北京东凯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企业报》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按规定时间及时参会。 特此通知。

通 知
广西岑溪九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杭州佳脉食品有限公
司、陈远明、刘莉莉、陈晓扬、林刚、陆虹昌、黄萍、赵栋、闫
晓燕、蒋文婷、马鑫、俞云峰、陈秋莲、沈华方、周彤：

根据广西岑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孙祖
成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广西岑
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已经生效之（2019）桂
0481民初 2697号判决书项下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孙祖成，
请各债务人向孙祖成履行判决书项下义务。 特此公告。

广西岑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20日

债权转让公告

本人作为玛雅长略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暨控股大股东，现正式声明如下：
一.本声明发表即日起，停止玛雅房屋中国总部执行董事赵纪军所有

工作，即日起，由控股股东接管所有工作，并组建新的管理团队。
二.冻结财务资金、账册，对赵纪军作为执行董事期间经营的账目核算

清算，对公司所有资产、负债、损益进行审计监督，若发现侵占公司资产情
形，将追究法律责任，严重者，移交司法机关。

三.自 2020 年 1 月 16 日起，玛雅长略投资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营
批文、公章、合同章、财务章等所有印章、经营手续全部上交控股股东。

四.自 2020 年 1 月 16 日起，未经董事长批准签字的对外批文、合约、
决议及加盖印章行为均属无效。若执意拒绝履行，违规后果自行承担，并追
究其法律责任。

五.恢复甘肃总部直营区域正常管理运营工作。
六.疫情期间，全国玛雅直属大区总部、省级总部、区域总部、区域分部

及加盟连锁店，根据各自区域实际情况，将进行品牌月费的优惠或者减免。
董事长：郑卓轩

2020 年 3 月 18 日

玛雅长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正式声明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厚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衡水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以下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抵押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押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国厚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现通知债务人、担保人尽快向国厚
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序号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号 共同借款人 /担保人 /抵押人 担保 /抵押合同号 贷款银行

1
河北耐钶
特通讯设
备有限公
司

衡水银行
永兴支行

5141512C1314827 李洪友 /李栓柱 /衡水达盛钢
结构有限公司 B5141512C1314827310

5141601C2394933 衡水达盛钢结构有限公司 5141601C2394933/（2016）
年衡银银承字 001号

5201603C1315833 衡水科航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
李洪友 /李栓柱 5201603C1315833310

2
故城县沙
岗棉业有
限公司

5201711A1314254
崔桂英 / 秘增岐 / 崔桂芝 / 王兰
慧 / 王志洪 / 故城县益丰粮业有
限公司 /河北裕兴种业有限公司

5201711A1314254310
5201711A1314254311

衡水银行
故城支行

公告人：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厚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厚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衡水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以下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抵押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押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国厚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现通知债务人、担保人尽快向国厚金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担保 /抵押合同号 贷款银行

衡水
银行
永兴
支行

内蒙古富城
发钢结构工
程有限公司

B5141504C1311576001
B5141504C13115760021

新疆蓝天建
业网架钢结
构有限公司

2
5141509C1313584310

5141509C1313585310

借款合同号

5141504C131156

5141509C1313584

5141509C1313585

共同借款人 /担保人 /抵押人

衡水祥美工贸有限公司 /河北大
鹏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多素卫

乌鲁木齐市蓝天博峰建材有
限公司 /多素卫 /朱豪英
新疆嘉和亨通商贸有限公司
/多素卫 /朱豪英

公告人：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厚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衡水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将其对以下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抵押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押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重庆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通知债务人、担保人尽快向重庆富城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号 共同借款人 /担保人 /抵押人 担保 /抵押合同号 贷款银行

衡水银行
武强支行

1 武强县顺鑫
短绒加工厂 5291703C1310503 王飞、 武强县永红玻璃纤

维制品有限公司 5291703C1310503310

2 武强县绿丰谷
蔬菜有限公司 5291505A1311677

谷宁、谷西山、谷朋、衡水绿源
鸭品有限公司、肖会英、武强
县祥农牧业有限公司

5291505A1311677310

公告人：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江阴市美奇达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年加工 22500 吨橡胶粉、
1500 吨塑料瓶盖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江阴市美奇达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拟投资 1300 万元，租
用江阴市恒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闲置厂房 13200 平方米，购
置轮胎切割机、破碎机等设备共计 111 台（套），项目建成后
形成年产橡胶粉 22500吨、塑料瓶盖 1500吨的生产能力。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内容及联系方式详见中国党
政网站集群（http://www.jiangyin.gov.cn/）。

林琳与温州煜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林琳与温州煜
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林琳已将其对下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
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温州
煜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林琳与温州煜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联合
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向
温州煜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
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林琳 联系电话：13616606388
�������温州煜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7-88600898

林琳
温州煜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19日

附件一：贷款债权明细表
基准日：截至 2016年 7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温州拓博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 6000 2218.16

温州市天宇轻工机械有限公
司、 山东博尔德化工有限公
司、山东拓博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沈永贤、章庆乐、徐瑞平

借款人 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 担保人名称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
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如公告中债务人、
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
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遗失声明
北京鑫路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228MA00D4973K）不慎将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格调逸品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548038844, 不慎
将公章、财务专用章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宏盛聚鑫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3675719937N， 不慎将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耀京腾达商贸有限公司东城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599679944）
不慎将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隆欣达力工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82708188） 不慎将营业执照正
本、副本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川串满香火锅店不慎将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丢失 ， 许可 证编号 ：
JY2111702237113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叁兄弟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5MA00A5EP9K）不慎将营业
执照正本及公章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藏清来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110106MA019UD87D， 不慎
将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市通州区隆懋建材商店， 注册号：
110112600008835，不慎将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本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瑞丰汇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私章（盘夏鹂）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市通州区隆懋建材商店， 注册号：
110112600008835，不慎将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本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德荣祥商行，注册号：1101051274625，不慎将
营业执照正、副本及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务
号：110105801760755000）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龙泽天缘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5825825052， 不慎将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呐喊广告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6777057006F， 不慎将营业
执照副本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荣泰祥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110114011901983）不慎将公
章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吊销转注销公告
北京华力新城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82091642）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员：杨宝龙、刘玉山，清算组负责人：杨宝
龙，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
中永国际文化艺术品（北京）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351302262C，
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
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罗英赛、赵艳
葛、罗永云、谭加财，清算组负责人：罗英
赛，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
北京劼安丰创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号：
110106017212299，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王诚、赵秋才，清算组负责人：
王诚，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
北京月冉添锦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5014259358，经股东决定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吴月，清算组负责人：吴月，请
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与江苏中展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与江苏中展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苏州通博电子器材
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江苏中展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 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江苏中展资产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江苏中展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0 日

借款人名称原贷款行借款合同号担保人名称担保合同编号吴江市佳庆纺织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XCZ-2013-1230-0046 苏州市同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常坤、刘清芸保证金质押合同：XCZ-2013-1230-0046；保
证合同：XCZ-2013-1230-0046； 自然人保证合同：XCZ-2013-1230-0046XCZ-2013-1230-0078 吴江市鲈乡农村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常坤 、 刘清芸 、 常庆保证金质押合同 ：XCZ-2013-1230-0078； 保证合同 ：
XCZ-2013-1230-0078�； 自然人保证合同：XCZ-2013-1230-0078 江苏中天弘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苏
州分行 XWZ-2014-9110-0279 江苏中顺化工有限公司、 谷春德、 李洪芝、 邵博、 谷越 最高额保证合同：
XWZ-2013-9110-0089；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版）：XWZ-2013-ZGBZ-0009；

最高额抵押合同（自然人版）：抵字 X（2013）06 第 001 号
XWZ-2014-9110-0299XWZ-2014-9110-0316XWZ-2014-9110-0345吴江环亚化工原料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

苏州分行 20140003吴江市金鑫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杨少武、杨丽莎保证金质押合同：20140003；保证合同：20140003；
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版）：12300041305125XWJ-2014-1230-0157苏州鼎盛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杨少武、杨丽莎保
证金质押合同：XWJ-2014-1230-0157； 保证合同：XWJ-2014-1230-0157； 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 （自然人版）：
12300041305125XWJ-2014-1230-0246 苏州 鼎盛担保 投资有限 公 司 、 杨 少 武 、 杨 丽 莎 保 证 金 质 押 合 同 ：
XWJ-2014-1230-0246；权利质押合同（自然人版）：XWJ-2014-1230-0246；保证合同：XWJ-2014-1230-0246；本金最高
额保证合同（自然人版）：12300041305125XWJ-2014-1230-0254苏州鼎盛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杨少武、杨丽莎保证金质押
合同：XWJ-2014-1230-0254；保证合同：XWJ-2014-1230-0254；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版）：12300041305125 苏州
燕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XWJ-2014-1230-0285苏州鼎盛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汤桂珍、杨少武、杨
丽 莎 保 证 金 质 押 合 同 ：XWJ-2014-1230-0285； 保 证 合 同 ：XWJ-2014-1230-0285； 自 然 人 保 证 合 同 ：
XWJ-2014-1230-0285；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版）：12300041312419XWJ-2014-1230-0287 苏州鼎盛担保投资有
限公司、汤桂珍、杨少武、杨丽莎保证金质押合同：XWJ-2014-1230-0287；保证合同：XWJ-2014-1230-0287；自然人保证
合同：XWJ-2014-1230-0287；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版）：12300041312419XWJ-2014-1230-0298 吴江市鑫源担保
有限公司、汤桂珍、杨少武、杨丽莎保证金质押合同：XWJ-2014-1230-0298；保证合同：XWJ-2014-1230-0298；自然人保
证合同：XWJ-2014-1230-0298；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版）：12300041312419。

遗失声明
北京金元日泰建材有限公司， 不慎将税
务登记证正本、 副本丢失， 税务号：
110105663719147，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众和益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将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
JY21106102264459，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悦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WW10E5M）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北京杜兰朵家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6MA00588T4J)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
孙世满、王峰孙、孙永超，清算组负责人：孙永
超，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北京义和兄弟服装厂，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7580880218R，不慎将营业执
照副本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北京速通无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754152246K，经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曹刚，清算组负责人：曹刚，请债
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北京市房山区岳各庄天开源茂商店（注册
号：110111600046256） 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
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 新公
司名称：北京源茂隆通商贸有限公司，本人
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未
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个体工商
户签名：才富 2020 年 3 月 17 号

减资公告
北京极物天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229580819572A）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
原注册资本 1101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737 万
元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北京合众碳基医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63183093310，经股东会决
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51 万
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睦家熙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6062793122X）经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韩雪莲，清算组负责人：韩雪莲，
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市亦志诚工程机械租赁有限责任有限
公司，注册号：110115002964278，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成员：曲翠华，曲宏雁，清算组负责人：曲翠
华，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东方聚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6064869557T） 经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崔超东，清算组负责人：崔超东，
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万里风鹏公关顾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6774298028）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刘灿国，喻群，清算组负责人：刘灿
国， 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叁兄弟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MA00A5EP9K）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员：何平、沈晨、李东洲，清算组负责人：何
平， 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龙泽天缘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85825825052， 经股东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李龙河，清算组负责人：李龙河，
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鑫源瑞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9MA01HLDY94， 经股
东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王艳丽，清算组负责人：王艳
丽， 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联创兄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6592398285C， 经股东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
组成员：徐有泉，清算组负责人：徐有泉，请
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北京三元梅园食品有限公司西环今日店，
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丢失，许可证
编号：JY21108020028649，特此声明作废。

吊销转注销公告
北京金元日泰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号：
110105010296958，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清算组
成员：章顺龙、陈楷新，清算组负责人：陈
楷新，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北京火上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351628756N， 经股东会决
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0 万
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上海心本商贸有限公司北京西大望路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7YMN74，
经总公司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王艳芝，清算组负责人：王艳
芝， 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上海心本商贸有限公司北京三里屯分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F6LQ2H，经
总公司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吴王华，清算组负责人：吴王
华， 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上海心本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建国门外大街分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83BT74，
经总公司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黄泉林，清算组负责人：黄泉
林，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上海心本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大兴区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19F9F8E，
经总公司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清算组成员：陆雅施，清算组负责人：陆
雅施，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名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8MA01JY696Y）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博途
（北京）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
嵇庆，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晋联国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3MA008XAC2C）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宋康吉、佟言，清算组负责人：宋康
吉，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市兼济天下文化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07858881X4，经股东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成员：马晓辉，清算组负责人：马晓辉，请债权
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桂椤树(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357932409E， 经股东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刘小燕，清算组负责人：刘小燕，请
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幻境同华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6MA005AMJ7U） 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成员：王峰、高晓明，清算组负责人：王峰，请
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宇轩盛荣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16013407601）经股东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
张雷，清算组负责人：张雷，请债权人债
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逸绘艺术工作室（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MA00DE8B77）经投资人决
定，拟向个人独资企业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投资人：王维丹。请债权债务人于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