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才获集团增资 便宣布即将闭店

转型不利 福州王府井百货前途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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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永霞

顺丰 2019 年的业绩很是亮
眼，在股市波动不断的情况下市值
始终保持在高位。 3月 17 日，顺丰
的总市值一度超越美国联邦快递
（FedEx）， 成为全球最值钱的快递
公司。 记者注意到，顺丰在大力发
展快运、同城、冷链等新业务的同
时， 还在传统业务中找到了新机
会———特惠电商件。在这次疫情期
间，“顺丰包邮”更是成为商家吸引
消费者的一张名牌。 今年一二月，
就在一些加盟制快递企业的营收
与业务量出现下滑时，顺丰的营收
与业务量还能保持高速增长，这意
味着顺丰的业务模式获得了更多
的认可。

顺丰 2019 年财报显示， 受到
国际形势不明朗及国内市场需求
增速放缓的影响，去年上半年公司
传统产品收入增速放缓。为应对消
费结构调整带来的市场需求变化，
公司适时调整产品策略，针对特定
市场及客户推出新产品，实现传统
业务增量增收。

财报中提到的产品策略就是
顺丰推出的特惠电商件。针对这一
点， 顺丰在 2019 年财报中也作了
更多说明。 财报显示，顺丰控股对
经济板块持续优化升级，自去年 5
月起，针对电商市场及客户推出特
惠专配新产品，以满足客户的多样
化需求，迅速获得市场认可，并带
动经济产品收入规模及市场占有
率的迅速提升。特惠专配产品上线

拉动经济产品板块业务量快速提
升，拉动经济板块业务下半年实现
收入同比增长 47.54%。 去年，公司
经济产品业务实现不含税业务收
入 269.19 亿元， 全年实现同比增
长 31.96%。

推出才几个月的特惠专配就
让顺丰尝到了甜头。 去年，顺丰的
净利润同比增长 27.23%， 在利润
增长方面，特惠专配就有很大的功
劳。财报在介绍利润增长的原因时
专门提出，公司推出新的经济快递
产品（特惠专配）取得超预期增长。

在顺丰的 2019 年业绩中，以
电商件为主的特惠专配功不可没，
顺丰也越来越重视电商市场。中国
商报记者注意到，顺丰首次在财报
中加入了电商行业的内容。 在“行

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
所处行业地位”板块，顺丰介绍了
电商行业的发展潜力，并强调“电
商行业是快递行业的主要增长动
力”；另外，还指出了电商行业同质
化的竞争现状。

财报显示，近年来，快递行业
单票价格持续下滑，行业快递平均
单价从 2007 年的每件 28.50 元快
速下滑至去年的每件 11.80 元，主
要原因在于占快递业务量较大比
例的电商快递增速较快，且电商快
递竞争同质化严重，价格竞争成为
电商快递扩大份额的主要手段。

也正是认识到这个问题，顺丰
才推出特惠专配， 发力电商件市
场。众所周知，电商件一直是“通达
系”的天下，顺丰进入时间较晚，并

且在价格上没有太大优势，即使推
出了价格较低的特惠件，恐怕也比
不过“通达系”2元-3 元发全国的
价格。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顺丰在电
商件市场没有机会。如今价格不再
是唯一的考量因素，消费者越来越
注重快递服务质量和性价比，使用
顺丰的线上商家也越来越多。

在 2019 年的业务基础上，顺
丰还将继续发展以特惠电商件为
主的经济产品业务。 财报显示，未
来顺丰将持续优化经济板块运营
模式，在保障产品的质量和时效的
前提下， 实现更精准的资源协同，
以支持传统业务板块量及收入快
速、健康增长。 随着顺丰经济产品
业务的拓展，“顺丰包邮”或许会越
来越多。

争抢电商件“顺丰包邮”或会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林茂阳 文/图

3月 12日，福州王府井百货有
限责任公司发布闭店公告，宣布将
于今年 5月 31日正式闭店。

是什么原因导致福州王府井
百货闭店的呢？ 有人说商场缺乏
特色、交通拥堵、停车费昂贵，也有

人说购物体验差， 导致客流量流
失， 但至今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答
案。

中国商报记者致电福州王府
井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其市场部工
作人员称，目前不便对外做任何回
应，具体情况要以王府井集团的消
息为准。

目前来看，王府井百货未必会
永久退出福州市场。 今年 3 月 10
日，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

公告提出，王府井集团审议通
过关于向福州王府井百货有限责
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全
资子公司福州王府井百货有限责
任公司增资 13500万元，这意味着
王府井集团并未完全放弃福州市
场，未来在福州或将以新的面貌东
山再起。

目前，福州市主城区主要商圈
有东街口、 仓山万达爱琴海商圈、
台江苏万宝商圈、 金融街万达、晋
安东二环泰禾商圈、 世欧王庄商
圈、五四北泰禾等。 而东街口商圈

是福州传统的繁华商业中心，地下
空间四通八达，连接东百、大洋百
货、聚春园大饭店、三坊七巷、冠亚
广场等多个消费休闲场所，可实现
一站式吃喝玩乐购。现已成为本地
人必逛、外来游客必到的商业繁华
地、旅游目的地、文化展示地。消费
者只要打开支付宝上的“东街口智
慧商圈”小程序，即可享受停车余
位查询、缴费、预约点餐、排队、购
买剧坊和电影院门票等服务。在商
圈里消费，有 200 多个商家支持刷
脸支付。

随着福州地铁的开通，彻底改
变了福州商圈的格局，再加上电商
的兴起，以后的商业竞争将越来越
激烈，王府井百货能否在福州东山
再起，我们拭目以待。

获增资支持
＞＞＞

����王府井集团同意向全资子公司福州王府井百货有限责任
公司增资 13500 万元。

中国商报记者来到福州王府
井百货商场，在商场门口处贴有一
张福州王府井百货闭店的公告。该
公告称：按照集团公司战略调整部
署，将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正式闭
店，终止福州王府井百货有限责任
公司的经营。 公告还提示，持有福
州王府井百货购物卡尚有余额的
顾客，请于 2020 年 5 月 30 日前消
费使用完； 会员卡内积分应于
2020 年 5 月 30 日前兑换使用，6
月 1 日所有积分系统将自动清零。
由商场内各租赁商户、功能餐饮商

户自主发行的储值卡，顾客需要提
前与商户联系卡内余额的退还及
转移到其他连锁店的事宜。

记者走进商场，看到各种商品
琳琅满目， 众多一线国际品牌汇
集，无论是从品牌组合还是从装修
设计风格方面，都体现了专业品质
与时尚生活气息。 但是，整个商场
里几乎没什么顾客。

2012 年 11 月 29 日， 王府井
百货在福州五四路恒力城开业。这
个集购物、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时
尚消费综合体一入市就在福州消

费市场引起了很大反响，同时也补
齐了区域消费短板，对周边商业环
境的完善起了很大作用。

在开业之初，王府井百货集团
还计划在福州再扩张两家店，其中
一家为茶亭店。 但直到现在，王府
井百货计划扩张的两家店也没有
新消息， 至今连首家店都宣布闭
店，实在让人惊叹。

宣告闭店
＞＞＞

����按照战略调整部署， 福州王府井百货将于今年 5 月 31 日
正式闭店。

可以说，福州王府井百货在寸
土寸金的中央商务区打造一站式
现代商业综合体，满足了区域内时
尚精英人士的购物、休闲、社交等
需求， 更为福州加快打造时尚
生活新都市加上了重重的一块
砝码。

近年来，有关福州王府井百货
经济效益不乐观甚至出现亏损的
消息已经很多。 不过，福州王府井
百货也多次进行转型升级。 2017

年 2 月，福州王府井百货进行转型
升级，由传统百货转化为以“精品
百货+体验式购物中心+主题创意
街区+生活市集” 为核心业态组合
的“百货 MALL”，为福州 CBD 区域
客群提供休闲购物交流互动的第
三空间。 同时，商场将传统文化与
现代文化相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
优质的服务和设施配备。

但是，经过转型升级后的福州
王府井百货最终还是宣布闭店了。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福州王府井百
货的选址方位存在很大问题，当时
很可能看中这一带集饮食、购物于
一体的商业广场很少，所以才会选
择在五四路上开店，但没有考虑到
交通问题。 长期以来，五四路一直
是福州市的经济中心、 商务中心、
现代金融业服务中心、外贸中心和
酒店业聚集地， 但美中不足的是，
停车位少、交通拥堵，这都制约了
吸引客流的能力。

转型失利
＞＞＞

选址存在很大问题，停车位少、交通拥堵等制约了吸引客流的能力。

� � � � 福州王府井百货
建筑面积 6.6 万平方
米， 经营面积 5.3 万
平方米。 其中，地下一
层至七层为商品经营
与功能项目， 地下二
层为停车场。 由于看
好福州市场， 王府井
百货还与恒力商业签
下了 20 年的租约，年
平均租金 6235 万元，
于 2032年届满。

上海推出复工复产专项保险

日前， 上海推出了一款针对灵活
就业行业复工复产人员的专项保险产
品。据悉，此次保险的保障对象为四个
行业协会注册会员单位的来沪复工人
员， 针对来沪复工人员返沪和复工过
程中出现被集中隔离、确诊新冠肺炎、
感染新冠肺炎重症或感染身故等情形
提供经济补偿， 包括确诊感染新冠肺
炎每人补偿 5 万元、 重症的每人补偿
10 万元等。 通过该保险保障，可解除
复工人员和中小企业的后顾之忧。

上海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办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家政、餐饮、美容美发、建
筑四个行业中，中小企业偏多，对这四
个行业提供保险保障有助于中小企业
复工复产复市, 切实保障经济平稳运
行。 （本报记者 张仲超）

河南推动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日前召开的电
视电话会议提出， 河南要实现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会上，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主任阚全程要求， 河南省各地要按
照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的要求， 以县域
为单元落实差别化防控措施； 在做好
科学防控的基础上， 有序恢复日常医
疗服务；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抓紧谋划卫生健康各项工作。

会议提出，着眼提高救治能力，规
划依托省、 市实力最强的综合医院建
设传染病医院， 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设
置公共卫生医学中心（科），打造国家、
省、市、县四级医疗中心，提升疑难危
重疾病救治水平。 着眼提升信息化水
平，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改造升
级，实现相关部门业务协同、信息共
享等。 （本报记者 刘建）

深圳 2019 年消费投诉超 22万宗

3 月 25 日，深圳市消委会发布了
《深圳市 2019 年消费投诉情况分析》。
分析显示，2019 年全年深圳市消费者
委员会共收到 220496 宗投诉 ，比
2018年增长 69.77%， 接近 2017 年和
2018 年两年投诉量的总和。 其中，
2019 年互联网及通信行业服务、通讯
电脑数码、 教育培训行业投诉量排名
位居前三， 分别为 123950 宗、12924
宗、11137 宗，分别占全年投诉总量的
56.21%、5.86%、5.05%。

从投诉量变化情况来看， 互联网
及通信行业服务、文体旅游服务、教育
培训及化妆品/美容美发/整形四个行
业投诉量同比增长超过 50%， 公共设
施服务、日用商品、服装鞋帽以及医药
卫生保健四个行业投诉量同比下降超
过 10%。 （本报记者 刘健君）

雪莲羊绒系列产品获中检协认证

日前， 由中国质量检验协会举办
的“2020‘3·15’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
承诺”主题活动中，北京雪莲集团有限
公司雪莲羊绒系列产品获得 2017-
2019“全国质量检验稳定合格产品”
“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
认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雪莲集
团在积极落实疫情防控的同时， 第一
时间实现复工复产， 严把生产销售全
部环节的人员、货品的防疫关。 同时，
提升自身线上线下结合的服务能力，
不断升级、 健全质量管理体系以保证
产品质量， 确保客户享有购物全过程
的良好体验和售后保障。

（本报记者 李远方）

受相关单位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 14 时在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甲 2 号正东
国际大厦 B座 9层拍卖厅举办拍卖会， 公开拍卖委
托人持有的如下标的：

1.委托人依据（2014）京铁中民（商）初字第 133
号民事判决书， 对玉环县中小企业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享有的债权；

2.委托人对徐州天使投资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在
“金谷·向日葵 7 号中小企业发展信托计划（第 1
期）”项下享有要求全额补足或回购优先级受益权的
请求权；

3.委托人对四川恒达盈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
“金谷·向日葵 9 号中小企业发展信托计划（3 期）”
项下享有要求回购优先级受益权的请求权；

4.委托人依据（2014）二中民（商）初字第 11032
号民事判决书， 对浙江优选中小企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享有的债权；

5.委托人对浙江优选中小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在“金谷·向日葵 15号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信托计
划（第 2期）”项下应履行差额补足义务的求偿权。

以上标的名称与相关权益仅供参考， 具体以委
托人确认为准。 委托人在拍卖会召开前有可能撤回
标的，拍卖标的最终以拍卖会的《拍品目录》为准。

预展时间：即日起至 2020年 4月 24日
预展地点：嘉禾拍卖公司展示并提供相关资料
竞买保证金：每项标的各 1000元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 16 时前将

竞买保证金汇至我公司指定账户（户名：北京嘉禾国
际拍卖有限公司，账号：1100�6021�0018�1700�39692�，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竞买保证金以
到账为准， 并于拍卖会开始前持有效证件及竞买保
证金交款凭证的原件、 复印件到指定地点办理竞买
手续。

咨询电话：010-67117777
公司网址： www.jhgp.cn
联 系 人：王先生 18610060017

����������������������冯先生 13811666625

北 京 嘉 禾 国 际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拍 卖 公 告

中都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 我司定于 2020 年 4 月 3 日 10�时起至 2020 年 4

月 4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阿里资产处置平台上对不锈钢类边角
料期权的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 1：不锈钢屑边角料期权（自 2020年 1月 1日起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预估数量 30000千克，起拍价 171900元。

标的 2：不锈钢端材边角料期权（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30日止），预估数量 1550千克，起拍价 11563元。

预展时间：2020年 4月 1日至 4月 2日（微信公众号 zdgj_pm 预约
或微信中都客服 zhongdu_kf预约、统一预展）

预展地点：标的所在地
拍卖地点：阿里资产处置平台（网址：https://zc-paimai.taobao.com）
竞买人资质请向本公司垂询,有意竞买者需在拍卖平台上详细查看

本次拍卖的《竞买须知》及相关信息，于拍卖会前在淘宝网和支付宝上
进行实名登记注册，注册成功后请按淘宝网和支付宝的提示进行操作。
凡参加竞拍的竞买人须在本人的支付宝账户里保证有足够的竞拍保证
金（每个标的均需单独交纳保证金）。

咨询电话：杜女士 13911708826��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1号歌华大厦 A座 604

中都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27日

杨文书、孙琳、范利:
��������本院受理原告朱玉玲诉被告杨文书、孙琳、范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
求为:1、判令被告一、被告二立即向原告给付借款本金 40万元整以及利息 57.6 万元(计
算方法: 以 4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24%从 2013 年 1 月 24 日暂计算至 2019 年 1 月
23日)下剩利息计算至款清时止。 上述款项共计 97.6万元;2、判令被告三在上述借款本
金及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次日上午 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公 告

杨文书、孙琳、范利:
��������本院受理原告朱玉玲诉被告杨文书、孙琳、范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
请求为:1、判令被告一、被告二立即向原告给付借款本金 10 万元整以及利息 14.4 万
元(计算方法:以 1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24%从 2013 年 1 月 24 日暂计算至 2019 年
1月 23日)下剩利息计算至款清时止。 上述款项共计 24.4 万元;2、判令被告三在上述
借款本金及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I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次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公 告

减资公告
湖北中古仿古建园林工 程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10108MA6C9QGW2A）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元
减至 4500万元。 请债权债务人 45日内到公司来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公 告
爱财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梁辉(身份证号:4123221978xxxx5432)：

我公司于 2019年 12月 12日将其对你方享有的 34255元债权转让于马
楠楠（身份证号:4107261985xxxx4628）。

郑州金秋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27日

遗失声明
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工

会委员会公章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北京晟永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会公告

本公司暂定于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在淘宝网及晟永微信
小程序举办瓷玉珍玩、邮品杂项、近现代书画及当代书画拍卖会。

预展及拍卖时间：2020年 4月 1日至 4月 30日
预展及拍卖网址：http://paimai.taobao.com、晟永拍卖小程序
具体预展及拍卖时间请关注平台信息或电话咨询。
电话：010-87361796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17号京瑞大厦 B座 12C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对“天津一
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新能源工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公示。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
tftm.com.cn/scjs/aqhj/sj.html， 纸质报告查阅方式和途径及提交公众意见表的
方式和途径：联系唐工（电话 022-60230666-2124）。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环评公示

北京白鹿万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3396860808） 不慎将
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金玉庄图书有限公 司 （注册号 ：
110103001701584�）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 副 本 （京 税 证 字 ：
110102723991047号）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丢失，代码号：72399104-7，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金一百保健品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51048861） 不慎将营业执照正本、副
本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金一百保健品有限公司 （注册号 ：
1101051048861）不慎将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全联贸促会展中心 ， 注册号 ：
1102242815141， 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盛耀亿源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 ：
110106016788829，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
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务号：110106093087482）
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丢失， 代码号：
093087482，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鸿泰亿源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
110106016787741， 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
本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丢失，代码
号：093087570，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远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0年 3月 20
日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51UXD11Q；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法人私章各一枚，原公章，私
人印章、税务印章等现已无效，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德佰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2MA01NU57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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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50 万元人民币，请
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天元冰眸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MA01F6Y53R，经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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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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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内办理
清偿债务和相应的担保手续事宜。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北京雪域愿望树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MA01GK6M87，经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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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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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内办
理清偿债务和相应的担保手续事宜。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北京昭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14MA01NN9893）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00 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于
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北京罗清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1MA01AAW97T）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注册资本
8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500万元人民币，请有关
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办
理清偿债务和相应的担保手续事宜。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北京金网光联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2686931757J）经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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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万元人民币，请债
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北京新益加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13MA0096FY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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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月新、苏振，清算组负责人：苏
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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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荷泉剪艺美容美发中心（注册号：
1101050124398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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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会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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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爱悦希母婴护理（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000MA0020CUX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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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月嫂爱心家政有限公司、新加坡
母婴服务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刘京云，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华庆恒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
110108011601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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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
宇、李庆贤、高岳，清算组负责人：李庆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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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意动境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1MA01HTT98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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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刚、姜蜀苹、曹立新，清算组负
责人：韩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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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北京十一维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2MA01H5696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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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银瑶、王征，清算组负责人：洪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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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北京纵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8MA01AMYJ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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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徐磊，清算组负责人：徐
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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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宏达天诚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8306451883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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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京美、从菲菲，清算组负责人：徐
京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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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玖盛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535531175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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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海涛、王振敏，清算组负责人：贾
海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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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奥力泰格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87567306367， 经股东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
员：智元药业公司，清算组负责人：杨光，请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中瑞亨通（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339857679H）经
股东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魏文谦，清算组负责人：魏
文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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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明灿顺发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6MA008PHR8L） 经股东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贾彦秋，清算组负责人：贾彦秋，请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拍卖公告
受委托，拍拍在线（北京）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20 年 4 月 3 日 10 时在公司

网站 www.ppzxchina.com公开拍卖：
印刷设备一批。
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2020年 3月 31日预展（需提前预约并按疫情相关要

求携带相关证明）。
拍卖地点：www.ppzxchina.com竞价中心。
有意竞买者与 2020 年 4 月 2 日 16 时前 www.ppzxchina.com 竞价中心注册

账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并按网站公告所示，参与报价。
联系人：任先生；联系电话：1352216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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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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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转让给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现通知债务人尽快向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序
号 借款人名称

1 河北瑞驰塑
胶有限公司

2 衡水恒鑫源
工贸有限公司

担保 /抵押 /
最高额保证合同号
5161605C1316452�
5161605C1316452310
5161605C2396536310��
5161605C2396536311
5161506F1312311310
5161512F2394485310

贷款
银行

借款合同号 /
银承协议编号

衡水
银行
新区
支行

5161605C1316452

5161605C2396536

5161506F1312311
5161512F2394485

共同借款人 /担保人 /抵押人

衡水恒聚祥太阳能电池
有限公司、张辉

衡水衡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衡水泛亚橡塑有限责任公司

衡水艾德服装有限公司
衡水艾德服装有限公司

公告人：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华鸿汇德(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750684259）经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 由原注册资本 6000 万元人民币
减少至 3000万元人民币， 请债权人于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北京小笛总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MA01G9W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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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万元人民
币减少至 10 万元人民币， 请债权人于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北京清科慧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0855183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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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鑫、孙立林、张
靖伟，清算组负责人：吕鑫，请债权债务
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全联贸促会展中心， 注册号：
1102242815141，经合伙人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
清算人为：王宏伟、张燕心，请债权债
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吊销转注销公告

北京启迪中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79340096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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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万元人民币
减少至 1000万元人民币， 请债权人于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北京超级美人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1GQPC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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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霍金
凤，清算组负责人：杨丽，请债权债务
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龙恬金科贸有限公司不慎将银行开户许
可证丢失， 核准号：J100018737001， 账号：
0615010103000018479，开户银行：北京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通苑支行霍家营分理
处，开户性质：基本账户，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众信优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1MA0011GJ2P）不慎将
营业执照副本（4-4）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雅克西食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769926611P�，不慎将营业执照
正本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西藏祥宸林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北
京 分 公 司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110113MA01JR5R83） 不慎将税
控 盘 丢 失 ， 税 控 盘 号 ：
661907109707，特此公告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元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9339750564D， 不慎将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挣钱宝财富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6353005480C）不慎将营
业执照正本、副本、税务登记证正本、副
本（京税证字：110106353005480）及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本、 副本 （代码证号：
35300548-0）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康怡园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注
册号：110228011875878） 不慎将营业
执照副本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大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15674567975， 不慎
将营业执照正、副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泓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8MA01EBHU8X） 经股东
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任乔丹，清算组负责人：任乔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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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东川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91110105MA00739M0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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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辉、褚衍喜，清算组负责人：
高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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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北京恋途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10105MA00E42H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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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澎、邓敏、张山，清算组负责人：
邓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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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儒意环境艺术设计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5012052932， 经股东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
组成员：吴青泰，清算组负责人：吴青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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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韩妍丽健康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6MA01J93Q8Y，经股东
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金祎，清算组负责人：金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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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挣钱宝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6353005480C，经股东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刘萍，清算组负责人：刘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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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丰欧泰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9MA018ETJXE）经股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刘佳，清算组负责人：刘佳，请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寅发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5585949871） 经股东决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唐世虎，清算组负责人：唐世虎，请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