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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子荑

历时一年多， 中粮包装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包装）和加多
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加多宝）终于握手言和，加多宝最

终接受赔偿中粮包装 2.3 亿元并支
付利息 773 万元的裁决。 加多宝发
布公告表示，此次仲裁结果不会影
响二者的良好合作关系， 双方将
继续合作共同推动加多宝成功上
市。

赔偿 2.3亿元并支付利息 773万元

加多宝与中粮包装和解 共推上市进程

11月 15 日晚间， 中粮包装发
布公告称，公司于今年 11 月 14 日
收到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今年 10
月 31 日出具的《部分仲裁裁决书》
（以下简称裁决书）。 裁决书确认，
加多宝旗下企业王老吉公司（加多
宝商标持有公司）申请终止增资协
议无效，王老吉公司须根据增资协
议，完成将加多宝商标注入清远加
多宝草本植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清远加多宝） 的相关手续，同
时加多宝须立即赔偿中粮包装 2.3
亿元，并支付利息 773万元。

中国商报记者了解到，中粮包
装和加多宝有近 20 年的合作历
史。2017 年 10月，加多宝面临经营
困境，中粮包装宣布通过附属公司
中粮包装投资有限公司对清远加
多宝增资 20 亿元， 持股比例为
30.58%，成为清远加多宝第二大股
东。 同时，按增资协议规定，王老吉
公司须在协议签署后六个月内，将
作价 30 亿元的加多宝商标注入清
远加多宝， 以获得清远加多宝
45.87%的股份。 当加多宝商标注入
后， 清远加多宝 100%控股股东广
东智首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降至
23.55%。

然而，增资协议签署后，加多

宝对这个“买卖”心有不甘。 据了
解，加多宝商标持有者王老吉公司
并没有按照协议规定进行增资。 去
年 7 月，中粮包装向香港国际仲裁
中心就相关事宜对王老吉公司、广
东智首有限公司及清远加多宝提
出仲裁申请；今年 1 月，双方关系
得到一定缓和；今年 6 月，加多宝
宣布申请回购中粮包装持有的清
远加多宝 30.58%股权。

裁定赔偿
赔偿中粮包装 2.3亿元，并支付利息 773 万元。

＞＞＞

握手言和
双方将继续合作，共同推动加多宝上市。

＞＞＞

经过了一系列波折，如今双方
终于握手言和。 但是，加多宝不仅
没有实现股权回购和终止王老吉
公司向清远加多宝增资的目标，还
须赔偿中粮包装大笔款项，这被外
界解读为“赔了夫人又折兵”。

对此，加多宝也接受了这一结
果。 11月 15 日，加多宝发布公告
表示， 中粮包装是加多宝多年
的战略合作伙伴， 中粮包装的
加盟将对加多宝运营产生积极
影响。 此外，加多宝表示仲裁结果

不会影响二者的良好合作关系，双
方将继续合作，共同推动加多宝成
功上市。

深圳中为智研咨询有限公司
研究员周洁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
“中粮包装和加多宝的稳定合作能
够形成合力， 推动加多宝健康发
展，利于加多宝的上市与估值。 不
过，加多宝目前仍比较被动，加多
宝需要向中粮包装支付巨额赔偿，
中粮包装也影响着加多宝的人事
关系与商标资产。 因此，加多宝能

否成功上市仍存在不确定性。 ”
对此，快消行业专家朱丹蓬对

中国商报记者解释道：“与中粮包
装和解后，加多宝的罐装产品供应
可以得到保障，也可与当地政府建
立良好的关系。加多宝可以把更多
的精力放在营销端，为其未来上市
做准备。 ”

记者注意到，加多宝为此还改
变了营销端的战略。 去年 5 月，加
多宝结束“价格战”，对其红罐产品
全面提价。 今年年初，加多宝宣布

高端定位的新金罐产品上架。
不过，加多宝当前的营销举措

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朱丹
蓬对中国商报记者坦言，“无论是
红罐的提价， 还是新金罐的上市，
均没有为加多宝带来良好的业绩
回报。这是由于加多宝与其经销商
渠道费用问题尚未解决，旧账尚未
还清，新账垫付变得不切实际。 更
严重的问题是，加多宝所依赖的餐
饮渠道费用很高，解决相关费用问
题难度很大。 ”

山西将加大企业专业技能人才培训

记者日前从山西省小企业发展
促进局获悉， 该局将于近期组织举
办 2019 年全省中小企业、民营企业
专业技能人才培训。据悉，此次将培
训 2200 人，每市各 200 人，每班培
训时间为 3天。

据介绍， 此次培训将以提升中
小企业、 民营企业专业技能人才素
质为目标。 参加培训人员以各市中
小企业主管部门选定的支柱产业龙
头且人才培养较好的企业专业技能
人员为主， 人员不足时由同行业其
他企业的相应专业技能人员作为补
充。 山西省财政厅将依据各市专业
技能人才培训指标分配情况， 拨付
下达培训经费并负责资金的使用管
理和绩效考核。 参加培训的专业技
能人才每人补助 1200 元，培训标准
400元/天·人。

（温馨 本报记者 遆凤洲）

海口 39家网点开售政府储备冻猪肉

为做好政府储备冻猪肉精准投
放销售工作， 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
团 39 家社区平价菜便民网点于 11
月 18 日起统一开售政府储备冻猪
肉， 以满足海口市民对猪肉的日常
需求。

据介绍， 社区平价菜便民网点
冻猪肉的购买方式是预约购买。 一
是通过现场预约， 市民需提前一天
到便民网点按品种、部位、数量做好
登记预约。二是通过网络预约，便民
网点周边居民可以加入相关微信
群进行预约。 海口市菜篮子产业
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为确保给
市民提供的猪肉产品合格有保
障， 菜篮子集团在猪肉采购环节严
格要求供应单位提供经相关政府部
门检验检疫合格的政府储备冻猪
肉， 而且必须具备动物检疫合格证
明、商品品质检验合格证、非洲猪瘟
病毒检测报告等。

（林晓婵 本报记者 李祥）

哈尔滨 53座公园设立游客服务中心

为了给哈尔滨市民和外地游客
提供温暖舒适的游园体验， 哈尔滨
市城管局园林办对全市公园冬季管
理服务进行全面提档升级。 截至目
前，该市已有 53 座公园设立了游客
服务中心或志愿服务站。

在公园清冰雪方面， 该市及时
清理公园出入口、 主园路、 广场、
健身区域及坡道积雪。 同时其余
区域保留冰城特有的冬雪景观，
在清冰雪过程中保留树池、花坛、绿
篱、 绿地内的自然降雪供游人赏
玩。 哈尔滨市园林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公园游客服务中心（站）
一般都会配备休息区和志愿服务，
游人可在此取暖、 喝到免费热水、
为手机免费充电等。 此外，游客服
务中心还配备了免费的便民小药
箱。

（本报记者 潘广韬）

业界认为，加多宝接受向中粮
包装赔偿的主要目的是“上市”。去
年 3 月， 加多宝总裁李春林提出

“二次创业、开源节流、整合优势资
源、 三年内实现公司成功上市”的
目标。 随后，加多宝宣布邀请了国
际专业审计机构对公司进行全面
梳理审计，同时进行报表合并等方
面的准备工作。

实际上，加多宝面临最大的问
题为资金问题。 资料显示，自 2012

年与广药集团“开战”以来，广药集
团诉讼索赔金额达 47 亿元。 最终
结果为加多宝连输 19 场官司，应
赔付金额 29亿元。截至目前，加多
宝和广药集团仍有 14.4 亿元的赔
偿尚未解决。 此次 2.3 亿元的赔偿
金令加多宝再次“出血”。朱丹蓬对
中国商报记者表示，加多宝面临的
最大问题是资金问题。资金短缺使
加多宝在生产端阻力重重，渠道端
费用也不能顺利核销。

周洁对记者表示，“最高人民
法院重审‘红罐案’， 尚未最终判
决，红罐包装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归
属变数很大。加多宝若要解决目前
的困境，关键在于能否尽快重启红
罐包装。 但是，由于目前凉茶市场
格局比较稳定，广药集团下属的王
老吉凉茶品牌形象比较受消费者
认同，加多宝在短时间内很难撼动
其地位。 ”

此外，加多宝还面临着凉茶行

业增速放缓的困境。凯度消费指数
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凉茶在家庭
消费市场的销售同比下降 9%，而
去年同期的增速为 1%。 朱丹蓬表
示：“目前凉茶行业已经从‘跑马圈
地’ 式增长转变为内延式增长，行
业增速明显放缓。 去年，凉茶行业
增速与整个饮料行业 2.4%的增速
基本持平。 ”

周洁说：“从去年到现在，凉茶
市场正在回暖，但很难实现最初那

几年的快速增长。 未来，凉茶行业
将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 ”

对于加多宝的上市计划，朱丹
蓬对中国商报记者坦言，“加多宝
上市最大的有利条件是背靠中粮，
但加多宝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包括业绩提振和渗透率提升等。此
外，目前加多宝的资金链问题尚未
解决， 渠道终端也存在很大弊端。
预计未来五年内，加多宝成功上市
的可能性很小。 ”

虽然仲裁案的结果以加多宝赔付巨额款项结束，但从双方的公告来看，在经历关系的起起伏伏后，双方已经握手言和，
未来还将共同推动加多宝的上市计划。 本报记者 陈文丽 /摄

共推上市
加多宝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短缺，这使加多宝在生产端阻力重重，渠道终端也存在很大弊端。 预计五年内加多宝成功上市的可能性很小。

＞＞＞

本公司招聘文员
要求工作认真负责
按时上班。
联系电话:13311404327
联系人：王女士

北京亿鑫昌达传媒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公告
浙江金鲁建设有限公司：根据法律规定，现将债权转让事

宜向贵单位通知如下：经西仲重裁字（2018）第 1588 号生效裁
决书确认： 陕西云杰实业有限公司对浙江金鲁建设有限公司
享有债权本金 8724277.75 元及相关利息的权利。 现陕西云杰
实业有限公司将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的全部债权、 利息及其它
所有权利转让给张松（身份证号：51372219890618317X）,请贵
单位立即向张松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陕西云杰实业有限公司

道歉声明
本公司于 2015 年通过网站（http://www.yxlady.com)发

布推文，该推文使用了含有王秋紫女士的相关图片，因编辑
人员工作疏忽，未经确认该图片是否获得王秋紫女士授权即
发布在本公司的网站上，后虽删除，但仍然侵犯了王秋紫女
士的肖像权，对此本公司深表歉意！

我公司正在积极调整，加强内容监控，杜绝此类事件再
次发生。 望王秋紫女士能够谅解。

广州伊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1月 26 日

拍 卖 公 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 我公司将对 96 年左右 18 个品牌约

5000箱库存白酒，以现状整体公开拍卖（详见拍卖文件），起
拍价会前公布。

一.拍卖时间：2019年 12月 10日上午 9时 30分
二.展示时间：2019年 12月 5日至 2019年 12月 9日
三.拍卖文件获取时间：2019年 11月 25日至 2019年 12月 9日
四.拍卖地点：河北省怀来县原张家口长城酿造（集体）有

限责任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五.咨询电话：13463336666（赵先生）;

�������六.竞买资格：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或其
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 公民持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单位
持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和复印件， 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 16 时
前到河北茂源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拍卖文件并办理竞买手续，
同时缴纳竞买保证金 20万元。 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9 日 16 时前(以保证金到帐时间为准)。 竞买不成者
保证金如数退还（不计利息）。

附：本公告同时在张家口日报、酒说网站刊登。
河北茂源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25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山西昌鑫生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鑫源兄弟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阳泉昌达混凝土搅拌站、陈冬至、
陈希荣、陈志军、陈保至、北京鑫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原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以下简称转让方)与
天安地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于 2019
年 11月 15 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已生效。 依据该
协议， 转让方将其对山西昌鑫生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享有的剩余债权（包含：2015 年 6 月 23 日的（2015）高
民（商） 终字第 3 号民事判决、2015 年 10 月 29 日的
2015 四中执字第 37-1 号执行裁定及 2018 年 4 月 27
日的《代偿协议》）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受让方。

从公告之日起，请各债务人、担保人、保证人、代偿
义务人依法向天安地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全部债
务。 特此公告

转 让 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原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受 让 方：天安地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日期：2019年 11月 26日

中康建设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清算债权债务申报公告

西藏拉萨市城关区娘热乡桃树及梨树推广建设（拉
萨市城关区净土健康产业桃树及梨树种植） 项目施工已
经完工、验收。为保护债权人利益，经公司研究决定，本公
司对该工程项目自施工以来所产生的全部债权债务进行
逐一核对，并在此基础上签署债权债务确认书。凡与该工
程发生过业务往来且形成债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 请在
本公告首次刊登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现
将债权申报及确认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申报人为本公司名义下上述项目的各类债权人，
包括但不限于资金出借人、担保权人、分包工程承包人、材
料供应商等。

二. 各债权人需提交的申报文件包括但不限于：1、债
权人主体资格的证明文件。公司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授权委托书、自然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2、证明与
本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文件（合同、协议、对账
单、收据、收条、发票、汇款等）原件及复印件壹份。

三.风险提示：请各债权人按本公告内容积极申报债
权，如因逾期申报或遗漏、隐瞒申报而产生的一切法律后
果由其本单位 /本人承担。

四.申报方式：书面申报
申报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丰和中大道 1368号
联系人：李冰冰 联系电话：0791-82222795

�������邮箱：2455096111@qq.com特此公告。
中康建设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12日

公司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天津纳川顺成钢材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20112MA068NFM4T） 的股东会决议和天津市汇雄钢
材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2569329126K）
的股东会决议：天津纳川顺成钢材销售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
天津市汇雄钢材销售有限公司，天津纳川顺成钢材销售有限
公司存续，天津市汇雄钢材销售有限公司解散注销。 公司合
并前天津纳川顺成钢材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
万元， 天津市汇雄钢材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18
万元，吸收合并后存续的天津纳川顺成钢材销售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为 818万元。 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合并各
方的债务债权均由吸收合并后存续的天津纳川顺成钢材销
售有限公司承继，请相关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752507033����联系人：郭健
地址：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镇普惠道 37号

解聘声明
刘友霞，女，身份证号码；152201197002082526，

住址：内蒙古海拉尔区和平三路边党局 2 号楼 132
号，电话：18547058666，刘友霞自 2019年 10月 5日
起解除与呼伦贝尔市信吉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全权负责经理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呼伦贝尔市信吉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苏景奎

开平依利安达电子有限公司年产 360 万平方
米双层、多层线路板和 HDI 板改扩建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2018]第 4 号）的规定，现将本技改项目的环境信
息向公众公开， 以便了解社会公众对本技改项目建设
的态度及对本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本改扩建项目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为：http://www.

eleceltek.com/cn/Manufacturing.php?tid=3&id=10， 查阅纸
质报告书请前往本公司办公楼咨询。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以项目厂址为中心，半径 3.0km 范围内的公民、企

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三.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eleceltek.

com/uploadfile/2019051302.pdf。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现场、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提交公众

意见调查表。 在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
中，公众均可向我们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联系方式：谢生，0750-2218428。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起止时间为 2019年 11月 25日至 2019年 12月 8日。
注： 请公众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细的联系

方式，以便我们及时反馈相关信息。
开平依利安达电子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25日

道歉声明
本公司于 2015 年通过网站（http://www.yxlady.com)发

布推文，该推文使用了含有张钲雯女士的相关图片，因编辑
人员工作疏忽， 未经确认该图片是否获得张钲雯女士授权
即发布在本公司的网站上，后虽删除，但仍然侵犯了张钲雯
女士的肖像权，对此本公司深表歉意！

我公司正在积极调整，加强内容监控，杜绝此类事件再
次发生。 望张钲雯女士能够谅解。

广州伊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11月 26 日

东方求实国际拍卖（北京）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本公司定于 2019 年 11 月 29 号 -2020 年 1 月 31 号，在京东

网举办 2019年冬季书画艺术品专场拍卖会。 具体拍卖日期以网
站实际拍卖日为准。 联系电话 13522817303联系人：薄女士。

公司解散清算公告
中吉金服互联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10106358318873F）， 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经股东会决议
解散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并办理债权登记手续。债权申报地址：北京市东
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9 号北京国际饭店三层， 邮编：100010，
联系人：徐楠（清算组负责人），联系电话：13261859136。

声明:因日前“银谷在线”宣布债转，其中一家受让方及担保方
为我公司“天诚京品有限公司”。鉴于我公司从未与“银谷在线”
进行接触洽谈此事且未曾答应作为受让方及担保方，该债转事
件中的相关信息与资料严重失实，我公司将保留相关法律诉讼
及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 特此公告！

天诚京品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25日

遗失声明 :LANGFANG�RUILONG�TRADE�CO.,LTD 不慎
将 EVERGREEN�LINE 正本海运提单遗失 （提单号是：
141988629511，船名：EVER�UTILE�航次：0488-144S�，卸货港：
HOLLYWOOD,�FL），特此声明该票正本作废。

遗失声明
呼伦贝尔市信吉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702MA0MXMKK8R）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呼伦贝尔市信吉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702MA0MXMKK8R）不慎
遗失公司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声明:以下单位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丢失，声明作废：河
北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北京经营部，注册号 1101011177921
河北方达进出口公司深圳分公司，注册号 4403011044422。

要求承担保证责任的催告函
吴盛武先生（身份证号码 441822197003190257）：

2017 年 1 月 9 日， 债务人深圳市元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市广顺昌投资有限公司、贵方与我司签订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龙津城市更新项目合作协
议》，约定贵方为债务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债务人已
构成违约，至少造成 257,529,516.23元损失，现通知贵方
于本催告函见报 5日内，向我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催告人：宁波凯辉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湖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恒置地投资有限公司

瀚琮国际拍卖（天津）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本公司 2019 年 12 月 5 日在天津市河北区地纬路

6号公开拍卖近现代书画精品，3-4 日预展办理竞买手
续，电话 15122881069。

拍拍在线（北京）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拍拍在线（北京）拍卖有限公司将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上午 10:00在拍拍在线（北京）拍卖有限公司网络竞价平台（延
时的除外）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名称：某单位废旧物资一批（以实物现状为准）。
资质审验时间：2019年 11月 28日 13:30-16:00

�������预展时间： 2019年 11月 29日 9:00
�������预展地点：标的存放地

竞买人条件：境内注册的法人企业，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以上，具
有经营范围包含废旧物资回收资质（不接受联合受让），验审原件。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有
意者请亲自实地看样并现场提交勘验确认单， 未看样的竞买人不
予办理竞买登记手续，责任自负。 竞买人决定参与竞买的，视为对
拍卖财产完全了解，并接受拍卖财产一切已知和未知瑕疵。

凡有意竞买者于 2019年 12月 2日 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壹拾
万元整交纳至拍卖公司指定账户（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并在
拍拍在线（北京）拍卖有限公司网络竞价平台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网址：www.ppzxchina.com。
拍卖公司联系人：任先生。 联系电话：13522161404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根据《东方地球物理公司劳动纪律管理
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续旷工 10 个及以上工
作日或 12 个月内累计旷工 15 个及以上工作日的，属于严
重违反劳动纪律，应当解除劳动合同。 原东方地球物理公
司海洋物探分公司员工李彪，因上述条件成立，公司决定
与李彪解除劳动合同。 请李彪办理劳动合同解除手续，如
自本公告之日起一周内未回本单位办理解除合同手续的，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海洋物探分公司

2019 年 11 月 26 日

遗失声明: 本人毛艳飞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遗失二代身份
证。身份证号 2323321987XXXX1538，签发日期为 2018年
1月，声明作废。 本人郑重声明，以上遗失的第二代身份证
自遗失当日起，一切与该身份证相关的行或金融机构或金
融贷款业务公司以及由此造成的法律责任或经济损失或
其他一切违法行为本人一概不负责!特此严正声明!

遗失声明:天津市乐多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20111MA06BC6U9X）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司
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天津市乐多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
开户行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王稳庄支行， 账号：
0302062209100000602，核准号：，账户性质：基本账户，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天津阿苑海鲜有限责任公司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丢失，许可证编号:JY2120003010942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天津康纳尔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税号 9112011658
32518474)遗失,税控盘,盘号 6615085936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袁小燕于 2019 年 11 月 15 号遗失身份证，证号
5130301981060282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天津市佰醇胜商贸有限公司公司遗失食品流通
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JY1120012004429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王应恺遗失身份证件,证号 1201031990112421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天津市滨海新区享餐餐饮服务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20116MA06J3RY4P，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 王凯遗失签发日期 2014-07-10 身份证， 证号
3601051996031312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宇琪皇姑区鸭绿江西街 27-12 号 2-15-1 全
款收据号 0011249，金额 1060142 元，丢失作废。

注销登记公告:四川航空工业局机关行政后勤服务中心(代
码：1251000075972176XG)、四川航空人才交流中心(代码：
12510000450722940D)、 四川 航 空培训 中心 ( 代 码 ：
125100007316366276) 拟向四川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
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 2019 年 11 月
5 日起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天津优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申请减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8MA05Q8P47T,注册资本由 500 万
减至 200 万,敬告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到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天津天昊星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20118MA073801XU），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贰仟万减少
至人民币伍拾万， 请债权人自见报起 45 日内向公司提出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甘肃嘉宏康信医药有限公司遗失药品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认证证书，证号：A—GS16X—302。
寻人启事 :王振忠，34 岁，多年失联，见报后与父亲王少奎
联系。 电话 13642190088。

声明:北京万寿宾馆即日起停办预付卡业务，凡持有老卡的
客户可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来馆办理退卡业务， 也可
持卡继续消费剩余金额。 特此声明！

北京万寿宾馆 2019 年 11 月 26 日
注销公告:湖南珂健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枚凤莲， 联系电话 :
18774973388，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 A座 710。

遗失声明
天安财险晋中中支不慎将打印作废单证丢失，保单 - 机

动车交强险 - 全辖 -2014BD-080100-01-14-01（单证号
1902539021-1902539023），保单 - 机动车商业险（新版）- 全
辖 -2015BD-080800-01-15-01（单证号 1802035495），保单
-通用保单（三联）- 全辖 -2013BD-BRC001-01-13-01-3
（单证号 1800687926），特此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