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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大战”落幕 腾讯惨败离场

热度日渐降低 新浪微博能否高枕无忧
本报记者 祖 爽

已沉寂许久的腾讯微博还是
撑不住了。 近日，腾讯微博发布公
告称，由于业务调整，将于 9 月 28
日 23 时 59 分停止服务和运营，届
时用户将无法登录。 公告发布后，
相关话题便登上老对手新浪微博
的热搜榜，不少网友也后知后觉地
想起来还有腾讯微博，在评论中纷

纷表达或惋惜或惊讶之情。
今年恰好十岁的腾讯微博黯然

离场，不禁令人唏嘘。 实际上，腾讯
微博也拥有过自己的“高光”时刻，
曾与新浪微博“双雄并立”。 而随着
新浪微博的“一统江湖”，腾讯微博
渐渐被遗忘。 从辉煌到惨败离场，
腾讯微博缘何走到今天这一步？
“微博大战”落幕后，一家独大的新
浪微博又能否高枕无忧？

微博网站模式起源于美国的推
特。在微博的全盛时期，新浪、网易、
搜狐、腾讯等互联网巨头都推出过
自己的微博产品。 2010 年 5 月，腾
讯微博正式开放用户邀请注册。 腾
讯以旗下社交软件 QQ 作为引流入
口，用户只要在 QQ 上更新状态，都
能同步到腾讯微博。

腾讯内部为腾讯微博投入了不
少资源，不但邀请名人入驻，而且还
发动包括腾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
化腾在内的腾讯高管注册。 在倾注
了大量心血和资源后，腾讯微博迎
来了“高光时刻”，2011 年年底腾讯
微博注册账户数达 3.73 亿，打败新
浪微博、网易微博、搜狐微博，成为
当时用户数量最多的微博。

此次腾讯微博的关停是比较突
然的，腾讯微博团队也并未作出过

多解释，只是表示用户有任何疑问，
可通过“意见反馈”进行问询。 腾讯
微博关停后， 所有账号数据及角色
资料等信息将被全部删除， 并且无
法恢复， 个人账号内的信息会在关
停后 48小时内陆续被清除。

据了解， 目前腾讯微博提供了
扫码登录、头像验证确认登录、账号
密码登录三种方式， 如果出现卡顿
或者页面无法及时响应的情况，需
耐心等待或尝试刷新页面。 中国商
报记者登录腾讯微博后发现， 网页
版腾讯微博主页面目前只剩下“首
页”和“看视频”两个主功能，且卡顿
十分严重，图片、文字等信息部分已
经无法加载， 而当记者想要发布微
博时却显示“发表功能正在维护，暂
时不可使用”；手机版腾讯微博则显
示“该应用专为旧版 Android（安卓）

打造”，显然已经很久没有进行版本
更新了。

当“腾讯微博将停止运营”这一
话题登上老对手新浪微博的热搜头
条后，不少网友除了表示惋惜外，也
表示惊讶：“腾讯微博居然还在运
营？ 我以为早就没了”“腾讯微博居
然挺到现 在 ”“腾讯还 有微博
吗”……

腾讯微博黯然离场

＞＞＞

在激烈的“微博大战”中，腾讯
并不是唯一的落败者。 2014 年 11
月，网易微博宣布关闭，将用户迁移
到新产品 LOFTER 上。 搜狐微博也
在 2014年年底被张朝阳逐渐放弃，
并将战略重点调整到他主导设计的
新社交产品“狐友”App上。

在竞争对手陆续退出后， 新浪
微博开始“一统江湖”。 2014 年 4
月，新浪将微博分拆上市，在纳斯
达克挂牌， IPO （首次公开募股）
发行价为 17美元，新浪微博也成为
全球范围内首家上市的中文社交媒
体。

丁道师表示， 从业务布局角度
看，微博是新浪旗下最重要的业务，
战略地位不言而喻。而对于腾讯、网
易等来说， 微博只是其整体业务布
局中的一个分支， 最终被抛弃也在
情理之中。

对于新浪微博来说， 一家独大

也并非高枕无忧。 广告是微博的主
要营收来源，但财报显示，近九个季
度以来， 微博广告与营销收入各项
数据都呈现出增长放缓的趋势。 与
此同时，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也
加剧了社交广告领域的竞争， 并抢
夺着新增用户。

“微博广告收入下滑恐怕是难
免的。 去年整个广告行业发生了非
常大的变化， 广告的投放主要向两
个方向聚集。 一方面，包括腾讯、字
节跳动等在内的互联网巨头基本上
已经收割了大部分广告主； 另一方
面，以视频、直播等为代表的新兴媒
体的呈现方式在近几年更受广告主
欢迎。在此情况下，微博没有抓住机
会转型是比较遗憾的。 ” 艾媒咨询
CEO 兼首席分析师张毅对中国商
报记者表示， 微博能不能在这种新
兴的媒体呈现形式中抓住机会，是
未来成败的关键。

本报记者 颉宇星

近日， 运动品牌李宁推出
“敦煌系列” 新款服饰并选择在
甘肃省敦煌市雅丹国家地质公
园进行走秀。 2018年，李宁曾在
纽约时装周展示“中国李宁”服
饰并引发热议。 两年过去了，中
国李宁的产品一直延续着“国潮
风”。 然而，在越来越多的运动品
牌进行国潮营销的背景下，李宁
能突出重围，再造“爆款”吗？

据悉， 这次李宁为了突出
“敦煌”主题选择沙漠作为 T 台、
雅丹地貌的巨石作为背景。“敦
煌系列”服饰主要以敦煌壁画元
素作为印花，结合了传统手工拼
布、织绣工艺。 在这次走秀中，李
宁公司创始人、奥运金牌得主李
宁缺席，但他表示，李宁公司将
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己
任，期待更多中国运动潮流文化
的新输出。

事实上，国潮风席卷了国内
的运动品牌。 今年上半年，除了
李宁外，特步、安踏都在进行国
潮营销。 今年 6 月，特步将其新
款服饰秀场直接搬到河南嵩山，
并与少林寺跨界合作发布了一
系列联名产品。 特步表示，公司
期待把少林寺的千年文化底蕴
和体育精神相结合，在产品设计
上顺应新时代的变化，引发年轻
人的共鸣。 此外，双方还建立了
少林文创店，消费者可以在店内
看到很多特步和少林功夫非遗
传承人联合打造的产品。

安踏则在今年 7 月联合北
京冬奥组委发布 2022 年冬奥会
特许商品国旗款运动服装。 北京
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
东介绍，国旗款运动服装严格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的
要求，完整和规范地呈现国旗图
案。 同时，服装的面料、颜色、款
式非常阳光、大气，弘扬了体育
精神。 此外，安踏还于近日推出
了 一 双 极 具 中 国 风 的 篮 球
鞋———星岳篮球鞋。 这双篮球鞋
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唐代画家张
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
创作理论，采用黑、白、灰三种色
彩作为球鞋的基础配色。 另外，
星岳篮球鞋的后跟部位还采用
了特殊的山形后跟设计，可以增
强球鞋后跟部位的支撑性能。

服装行业营销专家赵小林
向中国商报记者表示，国内的头
部运动品牌都在“两手抓”，即一
手抓专业运动市场，一手抓运动
时尚市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各个品牌在运动时尚方面的主
要营销主题都涉及“国潮风”，即
通过一些融合中国文化符号的
鞋服产品来抢占市场份额。

“即使品牌都做国潮营销，也
应该有不同的创意，其产品需要
有明确的定位， 突出品牌的特
色，而非千篇一律。 ”赵小林坦
言，“相比其他运动品牌，中国李
宁的产品理念是有着中国文化
色彩的，如果一直做国潮营销却
没有‘爆款’出现，品牌未来的压
力可能会很大。 ”

将“秀场”搬到沙漠
李宁欲再造“爆款”

本报记者 周子荑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今年
以来许多行业销售出现了大幅下
滑，但方便面市场却截然相反。 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方便面
行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11.5%，市场
规模已经达到 990 亿元，千亿元市
场呼之欲出。 这个曾经被冠以“不
健康”标签的市场目前呈现出哪些
新特征，未来的走势如何？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最新
发布的《2019-2020年度中国方便

食品行业创新趋势》报告援引尼
尔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
方便面行业整体销量同比增长
5.6%， 销售额同比增长 11.5%，方
便面成为疫情新消费模式下的幸
运儿。

这一现象从方便面龙头企业
上半年的业绩中也可见一斑。 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康师傅方便面
业务实现营收 149.1 亿元， 同比增
长 29.16%；统一集团食品业务上半
年实现营收 52.07亿元， 同比增长
22.0%； 日清食品上半年实现营收

17.35 亿港元，同比增长 15.9%，其
香港和内地市场收入分别增加
13.1%、17.8%。

今麦郎、白象等几家方便面企
业同样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据
介绍， 今麦郎方便面已连续 13 个
季度位列行业增长第一，其中 6 月
销量同比增长 50%；而白象食品一
季度营收同比增长近 40%。

方便面行业整体逆势上涨，也
让市场迎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我国方便
面市场规模已经达到 990 亿元，一

个千亿元的市场呼之欲出。 我国
方便面行业将进入新的迭代发展
期。

在此环境下，我国方便面行业
呈现出怎样的新特征？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
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沈群、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首席
研究员谭斌共同发布了 2019-2020
年度中国方便食品行业的八大创
新趋势。 其中，健康、安全、特色是
未来方便食品创新发展的总趋势。
在此大方向下，更多地域特色方便

食品和自热食品涌现，产品的安全
与标准逐渐被业界及消费者所关
注， 新一轮的规范与整合势在必
行。 此外，方便食品的创新也引
人关注，餐厨化 、真材实料还原
化、时尚化、包装精致实用化等均
是方便食品营养健康升级的重要
方向。

正如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理事长孟素荷所言，整个方便食品
正在从价格战向价值战实现健康
转型，全行业通过自主创新装备升
级已整体进入 2.0时代。

逆势上涨 方便食品行业进入 2.0时代

入局较晚丧失先机

＞＞＞

然而好景不长， 腾讯微博事业
部随即面临解散。 2013 年 11月，有
消息称腾讯微博内部已开始调整，
部分员工将被转岗到其他团队。 分
析人士认为， 外部条件远远落后于
新浪的腾讯微博， 在内部也面临诸
多产品强有力的竞争， 战略失败已
成必然，此次转岗就是失败的信号。

2014 年 7 月，腾讯微博启动大
调整， 其产品运营团队被整合到腾
讯新闻团队， 其余部分员工则被分

流至腾讯微视团队， 只留下部分人
员维持日常的基本运营。 此消息意
味着，腾讯微博这款“为防守而生”
的产品终于在激烈的竞争中“缴枪
投降”。

有观点认为， 腾讯微博落败的
首要原因是入局较晚、丧失先机。腾
讯微博 2010 年 5月正式上线时，已
经比 2009 年 8 月诞生的新浪微博
晚了足足八个月。

“新浪微博具有先发优势，率先

邀请了一批明星入驻， 微博热搜榜
更是直接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优势。”
互联网分析专家丁道师对中国商报
记者表示。

而随着微信等新一批即时通讯
工具的兴起，“微博潮” 的热度已不
再， 微博业务也不再是腾讯的关注
重点。 丁道师表示，在此背景下，腾
讯已经没有必要将有限的资源再投
入到微博业务中， 而正式关停也可
以进一步节省开支。

新浪并非高枕无忧

＞＞＞

腾讯微博也曾有过“高光时刻”，其在 2011年年底注册账户数达 3.73亿，打败新浪微博、网易微博、搜狐微博，成为当时用户
数量最多的微博。 CNSPHOTO提供

郑州三富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
和信息化部 2018年 6月 4日颁发的呼叫中心许可证， 许可
证号为 B2-20181857，特此声明原证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庞盛杰已向成都乐怡家科技有限公司法人钟麒麟辞去监事职
务，今后该公司相关经营管理活动与庞盛杰无关。 如公司人员冒用监事
庞盛杰之名代行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的，应当自行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本
人也将依法追究冒用本人签名的违法行为。 2020年 9月 11日

声 明

债 权 转 让 公 告
邓晓君、贾伟民：

根据苏州慕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王海霞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苏州慕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
将其对上述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王海霞， 苏州慕信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特此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
他相关方， 请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王
海霞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及相
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苏州慕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债 权 转 让 公 告
安同玉、方广禄、宋园园、魏崑：

根据苏州慕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天津市梓涵影视
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苏州慕信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已将其对上述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天津市梓涵影
视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苏州慕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特
此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方，请借款人及
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天津市梓涵影视文化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及相
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苏州慕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合并公告
新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902139.30万元）吸收合并北京克拉美丽酒店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吸收合并后， 新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存续， 注册资本
902139.30万元。 北京克拉美丽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注销。 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存续
的新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承继。 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
债务。 联系人：刘振江，电话：13909909963。 特此公告！

新疆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 北京克拉美丽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9月 11日

关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与部分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的公告
关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于 2020年 9月 1 日排查发现，如下投保人在投保保险合同的过程中，存在提供虚

假承保资料，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且投保地非车籍所在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如实告知相关规定及交强险退保相关要求，
如投保人自公示后 3日内未按要求提供真实资料，我公司将与下列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由于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留存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系到投保人本人，
故我公司将此解除事宜发布公告，请以下投保人及时与我公司取得联系，联系人：刘经理（电话：18842345311）共同商议解除保险合同后续事宜。

解除的保险合同有：
保单号：10607093900792012665��投保人：吴效东
保单号：10607093900791991588��投保人：王 进
保单号：10607093900791934746��投保人：韩正元
保单号：10607093900793636031��投保人：马洪军
保单号：10607093900794041295��投保人：仲 胜
保单号：10607093900793921902��投保人：赵同位
保单号：10607093900795213030��投保人：姜宁凤
保单号：10607093900795155923��投保人：戴恒永
保单号：10607093900795042687��投保人：刘庆荣
保单号：10607093900795046511��投保人：范中华
保单号：10607093900794718582��投保人：张德银
保单号：10607093900800167075��投保人：谷开才
保单号：10607093900800126088��投保人：戴 雄
保单号：10607093900800005863��投保人：吴治华
保单号：10607093900799947145��投保人：朱乃龙
保单号：10607093900799884418��投保人：石建明
保单号：10607093900799520780��投保人：孙龙根
保单号：10607093900799526821��投保人：尹亚磊
保单号：10607093900799489278��投保人：潘祝建
保单号：10607093900799495320��投保人：朱春健
保单号：10607093900799403471��投保人：丁文荣
保单号：10607093900799081133��投保人：杨 杰
保单号：10607093900799094426��投保人：孙玉平
保单号：10607093900798965871��投保人：李香琴
保单号：10607093900798470755��投保人：刘文军
保单号：10607093900798427485��投保人：阚家明
保单号：10607093900802954386��投保人：荣 猛
保单号：10607093900802670007��投保人：唐 成
保单号：10607093900802629994��投保人：曹 青
保单号：10607093900802428773��投保人：余利波
保单号：10607093900802410287��投保人：王均根
保单号：10607093900802510166��投保人：张汉钢
保单号：10607093900802383607��投保人：张茂江
保单号：10607093900804097002��投保人：朱长征
保单号：10607093900803702104��投保人：席 刚

保单号：10607093900803712647��投保人：宋 凯
保单号：10607093900803565368��投保人：夏献林
保单号：10607093900803438611��投保人：任树龙
保单号：10607063900806207580��投保人：赵 娟
保单号：10607093900805907261��投保人：赵海兵
保单号：10607093900805897006��投保人：张家龙
保单号：10607093900805875859��投保人：王健华
保单号：10607093900805871999��投保人：吴德余
保单号：10607093900805860549��投保人：兰 兰
保单号：10607093900805562369��投保人：徐亚琴
保单号：10607093900805469819��投保人：邵金贤
保单号：10607093900805216325��投保人：刘 祥
保单号：10607093900805103065��投保人：丁小林
保单号：10607093900805094862��投保人：王久铸
保单号：10607093900805110779��投保人：查文铁
保单号：10607093900804990730��投保人：王为胜
保单号：10607093900804893153��投保人：陈洪广
保单号：10607093900804853570��投保人：陈振华
保单号：10607093900804803250��投保人：浦春杏
保单号：10607093900814425962��投保人：徐轶飞
保单号：10607093900808869834��投保人：丁 勇
保单号：10607093900809834747��投保人：蒋华忠
保单号：10607093900804719681��投保人：陈来传
保单号：10607093900804796548��投保人：周同成
保单号：10607093900808909731��投保人：徐 兵
保单号：10607093900819476413��投保人：周荣满
保单号：10607093900819351374��投保人：朱文典
保单号：10607093900819325365��投保人：张文全
保单号：10607093900819318968��投保人：王圣祥
保单号：10607093900819252210��投保人：耿明根
保单号：10607093900819005803��投保人：刘会旺
保单号：10607093900818966977��投保人：杭卫东
保单号：10607093900818869751��投保人：刘秀雷
保单号：10607093900818213526��投保人：胡为生
保单号：10607093900818154289��投保人：熊德旭

保单号：10607093900817948873��投保人：李学军
保单号：10607093900817995951��投保人：赵忠艳
保单号：10607093900817752142��投保人：翟余山
保单号：10607093900817712376��投保人：陈红达
保单号：10607093900817542834��投保人：孙跃华
保单号：10607093900817528792��投保人：马 群
保单号：10607093900824304593��投保人：陈军成
保单号：10607093900823961002��投保人：顾志东
保单号：10607093900823832087��投保人：崔存红
保单号：10607093900823624675��投保人：葛锦庆
保单号：10607093900823503934��投保人：赵小刚
保单号：10607093900822911314��投保人：丁理想
保单号：10607093900835858128��投保人：郑永旺
保单号：10607093900840089523��投保人：姚相兰
保单号：10607093900839986552��投保人：钟家田
保单号：10607093900839536795��投保人：杨 永
保单号：10607093900838968556��投保人：施玉清
保单号：10607093900838962510��投保人：袁文英
保单号：10607093900838469632��投保人：张立新
保单号：10607093900844196765��投保人：吕金恒
保单号：10607093900849293330��投保人：蔡荣军
保单号：10607093900818393597��投保人：任健龙
保单号：10607093900826546006��投保人：何国清
保单号：10607093900825751285��投保人：黄水飞
保单号：10607093900828512603��投保人：孙万贵
保单号：10607093900832786375��投保人：邵国威
保单号：10607093900835502235��投保人：周菊妹
保单号：10607093900834174580��投保人：任占东
保单号：10607093900834087910��投保人：周洪奇
保单号：10607093900859662634��投保人：于正凯
保单号：10607093900851101303��投保人：周世勇
保单号：10607093900854024839��投保人：刘志平
保单号：10607093900854040892��投保人：潘存根
保单号：10607093900860568426��投保人：张若阳
保单号：10607093900867745921��投保人：张计强

保单号：10607093900867375764��投保人：冯文华
保单号：10607093900867396920��投保人：王远金
保单号：10607093900866065896��投保人：陆 兵
保单号：10607093900864013019��投保人：唐志江
保单号：10607093900862276222��投保人：李志强
保单号：10607093900766853914��投保人：张凤扬
保单号：10607093900766816824��投保人：葛中祥
保单号：10607093900767469406��投保人：黄 生
保单号：10607093900767891797��投保人：朱国荣
保单号：10607093900767860071��投保人：潘元龙
保单号：10607093900769270755��投保人：龚邻花
保单号：10607093900769450589��投保人：蒋雨明
保单号：10607093900768428256��投保人：袁菊忠
保单号：10607093900768848979��投保人：王乃同
保单号：10607093900769830537��投保人：王从宝
保单号：10607093900770791634��投保人：杨 阳
保单号：10607093900770048501��投保人：常代明
保单号：10607093900770647207��投保人：周晓莲
保单号：10607093900771436693��投保人：王海林
保单号：10607093900771611254��投保人：罗学华
保单号：10607093900771304371��投保人：王纪银
保单号：10607093900771449786��投保人：刘新乐
保单号：10607093900772742493��投保人：黄瑞红
保单号：10607093900772640146��投保人：解 培
保单号：10607093900772579367��投保人：韩 化
保单号：10607093900772308978��投保人：范永菊
保单号：10607093900772088403��投保人：浦春雷
保单号：10607093900774784530��投保人：周春辉
保单号：10607093900774034540��投保人：丁冬梅
保单号：10607093900773926635��投保人：朱伯青
保单号：10607093900773927368��投保人：孙海江
保单号：10607093900773252777��投保人：孟宪莲
保单号：10607093900776320422��投保人：鲍井霞
保单号：10607093900790738219��投保人：符卫威

债权转让通知书
尊敬的罗亚萍（身份证号 511324197704102065） 女士、 张昌如（身份证号

342426196208040216）先生：
贵方应向我方支付的债权共计人民币 1,065,594元【本金人民币 570,000 元；利息

暂计人民币 484,044 元（利息以人民币 57 万元为基数，月利率 2%，自 2017 年 7 月 31
日暂计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计人民币 421,800 元），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从 2018年 12月 16日暂计至 2020年 8 月 31 日（计人民币
62,244元），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仲裁费人民币 11,550元】。现我方已将对贵方的债
权（案号：（2018）深仲调字第 1752号、（2020）粤 03执 594号）转让给债权受让人，债权
受让人为麦秋盈（身份证号：D600165（4））。

请贵方接到本通知后，将贵方所欠的上述债务款共计人民币 1,065,594 元全部直
接支付给上述债权受让人。

本通知书另交给债权受让人壹份。 专此通知并催款。
通知人：施桂林 签署时间：2020年 9月 4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尊敬的罗亚萍（身份证号 511324197704102065） 女士、 张昌如（身份证号

342426196208040216）先生：
贵方应向我方支付的债权共计人民币 1,718,177.6元【本金人民币 930,000 元；利

息暂计人民币 761,236 元（利息以人民币 93 万元为基数，月利率 2%，自 2017 年 9 月
16日暂计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计人民币 659,680 元），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从 2018年 12月 16日暂计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计人民
币 101,556 元），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仲裁费、保全费、担保费共计人民币 20,941.6
元】。 现我方已将对贵方的债权（案号：（2018）深仲调字第 1753号、（2020）粤 03执 595
号）转让给债权受让人，债权受让人为麦秋盈（身份证号：D600165（4））。

请贵方接到本通知后， 将贵方所欠的上述债务款共计人民币 1,718,177.6 元全部
直接支付给上述债权受让人。

本通知书另交给债权受让人壹份。 专此通知并催款。
通知人：施桂林 签署时间：2020年 9月 4日

泰宝大厦商品房销售许可范围变更公示
我司开发的位于淞沪路、国航路、国安路、国霞路 787、789、3、221、300、69、89 号《泰宝

大厦》 商品房项目， 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已领取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证号为杨浦房管
（2018）第 20180537 号，杨浦房管（2018）第 20180538 号），其中幢号为 789、3、300、69 的房
屋尚未预订、预售及以任何其他方式销售，拟申请变更该销售许可范围，现按规定予以公
示，公示期为 15天，自 2020年 9月 10日至 2020年 9 月 24 日止。 利害关系人有异议的，
可在公示期届满前向原发证机关（杨浦区区房地局）提出。 联系电话：021-65044157。

公示人：上海景荣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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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8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9 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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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预估数量 71000千克、起拍价 406830元。

标的 2：不锈钢端材边角料期权（自 2020年 9月 1 日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止）、预估数量 4400千克、起拍价 32824 元。

预展时间：2020年 9月 15 日至 9月 16 日（电话预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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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117088268418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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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1 日

债 权 转 让 公 告
杨槐、许茹；翟莹、舒韦、天津市涵玉鑫欣商贸有限公司、天津
永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文津全民阅读文化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与青
岛津融泰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北
京文津全民阅读文化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已将其对上述债
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
法转让给青岛津融泰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北京文津全民
阅读文化服务中心（有限合伙）特此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方，请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青岛津融泰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北京文津全民阅读文化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公 告
致：武汉汇壹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及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何恒先生

本人系武汉汇壹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文涛， 因武汉汇壹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涉
及对外债务被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人作为股东亦受到不良影响。
为消除对本人的不良影响，请贵司尽快处理相关对外债务。 特此通知。

2020年 9 月 11 日

本人魏兵（身份证号 430623198301093022）近期发现单位及个
人有冒用本人名义办理手机号、信用卡等违法行为，在此声明任
何未经本人到场及授权使用本人身份证办理的任何行为均与本
人无关，我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特此声明。

声 明

北京环宇豪雅商务旅游咨询中心，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5069626888Q，经投资人决定，拟
向个人独资企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投资
人：张宇峰。 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向本企业投资人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其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号：110105238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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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宏、陈建军、苏东波、张红新、陈晓
卿,清算组负责人：屈宏，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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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北京嘉胜基业科技有限公司 ， 注册号：
1101042515726，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110104745473873）及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号：745473873）丢
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爱童科技开发中心不慎丢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五路居支
行， 核准号：J1000000636402�,�账号：322056011202，
账户性质：基本存款账户。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其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注册号：
1101052381965，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110105739385105）
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 （代码号：
739385105）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嘉胜基业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1101042515726）不慎遗失公章，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嘉胜基业科技有限公司 ， 注册号：
1101042515726，不慎将营业执照正、副本，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110104745473873）
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 （代码号：
745473873）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北京杰白梓鸿商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110228MA016XU44P, 现拟变更为企业组
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后企业名称为： 北京杰白梓鸿商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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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鸽 2020年 9 月 11 日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北京顺成利杰水泥构件 厂 ， 注册号 ：
110111600548991,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式，
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后
企业名称为： 北京顺成利杰商贸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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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胜利 2020年 9 月 11 日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北京聚仙庄农家乐旅游观光园，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2110114MA00RHH5XQ, 现拟变
更为企业组织形式， 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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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崇江 2020年 9 月 11 日

个人独资企业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北京鑫敖鼎盛科贸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661558079E， 现拟转换企业组织形式，
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本人承诺
变更后若有个人独资企业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
权债务，仍由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承担。 个人独
资企业投资人签名：张志生 2020年 9月 11日

更正公告
北京食优特融合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8554842971J）于 2020年 7 月 24 日
在中国商报刊登的注销公告中,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吊销转注销登记有误，
正确的应为：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特此更正。

遗失声明
北京爱童科技开发中心不慎丢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北三环支行，核准号：
J1000000636402�,�账号：322056011202， 账户性
质：基本存款账户。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昀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慎丢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
司 北 京 通 州 区 中 仓 支 行 , 核 准 号 ：
J1000132959501，账号：911000010000339082，账
户性质：基本存款账户。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辉煌嘉业信息咨询中心，（注册号：
110108601427946），不慎将营业执照正本、副
本及税务登记证正本、 副本（京税证字：
422403791111382号）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金成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5069553148U，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环贸支行，账号：11001119900052512690，核准号：
J1000126345401，开户性质：基本存款账户，及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金成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5069553148U，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环贸支行，账号：11001119900052512690，核准号：
J1000126345401，开户性质：基本存款账户，及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 特此声明作废

吊销转注销公告
北京嘉胜基业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11010425157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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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琳、黄毅、孙丽华、张黎,清算组负责人：张
黎， 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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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锌 客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
110108018745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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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
峙元、北京洋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常州洋葱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清算组负责
人：喻峙元，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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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脊锐立（北京）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
号：1101050142419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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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丽如，清算组负责人：任丽如，请债权债务人
于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债务，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