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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技术创新加速迭代

发展韧性足 我国电商正全面走向成熟

本报记者 张涛

近日，商务部发布的《中国电子

商务报告》 显示，2021 年全国电子

商务交易额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

速 19.6%； 全国网上零售额达到

13.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1%。 和

2012 年 1.3万亿元的网上零售额相

比，过去十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增长

了 9倍。

与此同时，经过十年的发展，我

国电商体量规模有了巨大的变化，

市场触角遍布城乡并走向海外，在

交易模式、 技术手段等方面也不断

创新迭代。如今，经历了高速发展期

的电商行业正在全面走向成熟。

行业高速增长

“我国电子商务在网络零售市

场、网购人数、数字化快递业务以及

移动支付规模方面稳居世界第一。”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今年 9月召

开的服贸会上表示，2021 年以来，

尽管面临诸多超预期因素影响，我

国电子商务仍展现出极强韧性。

2022 年 3 月，阿里巴巴集团宣

布，该集团旗下淘宝网、天猫等电商

平台面向中国消费者的业务实现年

度活跃消费者超过 10亿。京东集团

则在财报中披露，2021 年活跃购买

用户数达到 5.7 亿。 这两家电商巨

头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电商行业发

展的缩影。近年来，伴随着活跃消费

者人数的增长， 阿里巴巴和京东集

团的交易规模也不断扩大， 跻身全

球零售商业公司前列。

阿里巴巴财报数据显示，2022

财年阿里巴巴体系的全年交易额为

83170 亿元， 换算成美元则为 1.23

万亿美元， 这个数值几乎与欧洲一

个中等发达国家的 GDP 相当。纵向

来看， 和 2012年 6634 亿元的交易

额相比， 阿里巴巴的年交易额在过

去十年增长了 11.5倍。

过去十年里， 京东集团也在高

速奔跑。 2021 年，京东集团的年交

易额高达 3.29 万亿元，较十年前增

长超过 53 倍。

作为国内最早期的一批电商，

阿里巴巴和京东集团在和国际电商

巨头的竞争中从弱小走向强大，最

近十年， 这两大电商巨头更进一步

成为中国电商市场的佼佼者， 并走

出国门，走向世界。

2014 年，阿里巴巴和京东集团

先后在美国成功上市。同时，这两家

企业也先后开启了国际电商业务，

天猫国际和京东全球购先后上线，

展开跨境电商业务。此后，阿里巴巴

还开通了国际站和速卖通， 把大量

的中国商品通过 B 端和 C 端出口

到国外。

新势力正崛起

除了阿里巴巴和京东集团外，

过去十年， 电商行业的新势力也不

断崛起。唯品会、拼多多和抖音就是

其中的典型代表。

成立于 2008 年的唯品会专注

于特卖领域，并于 2012 年率先在美

国上市。过去十年，唯品会把线上特

卖做成了大生意。 2021 年，唯品会

公司全年净营收达 1171亿元，交易

额则高达 1915 亿元。

而成立于 2016 年的拼多多则

专注于低线城市和农村市场， 在巨

头掌控的市场中成功突围， 快速崛

起。 到 2021 年，拼多多的年活跃用

户数量将近 9亿， 交易额将近千亿

元，成为电商行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9 月 23 日， 抖音电商发布的

《2022 丰收节抖音电商助力乡村发

展报告》 显示， 过去一年共有 28.3

亿单农特产品通过抖音电商出村进

城、卖向大江南北。该平台三农电商

达人数量同比增长 252%， 农货商

家数量同比增长 152%， 成为连接

品质农特产品和全国消费者的重要

纽带。抖音电商相关负责人表示，平

台将持续专注于农产品产销对接，

让优质农产品受到消费者和市场认

可， 让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借力兴

趣电商不断发展， 进而助力乡村发

展。

此外，近年来，微信小程序、东

方甄选等平台也利用各自的优势推

动电商业务发展， 成为我国电商生

态中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 并进一

步促进了电商的创新和迭代。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

来，电商的发展速度有所下降，行业

也面临着多重挑战， 出现增长乏力

的状态。但总体来看，这对于经历了

高速发展的电商行业来说， 不啻为

一个盘整反思的机会， 将有助于我

国电商进一步走向成熟。

技术全面升级

强劲的市场需求推动我国电商

高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行业在包

括供应链和零售端等各个环节的商

业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都大大提升，

在技术层面实现了全面升级，目前，

数字化、 智能化已经成为行业发展

的基石。

智能手机的兴起和普及让消费

者随时随地下单购买成为可能，电

商巨头们敏锐地捕捉到了新的趋

势， 立即全力布局推进电商业务从

PC 端转向手机端。 从 2012 年到

2013 年，无线时代的开启为电商带

来了之后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 尤

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市场， 智能手机

让消费者可以便捷地购买到全国乃

至全球的丰富商品， 也为电商开启

了新的流量蓝海。近年来，阿里巴巴

和京东的新客流量大多数来自低线

市场， 拼多多更是主要依靠农村市

场脱颖而出。

物流是电商发展的基础， 在电

商巨头们的大力投入和政策的支持

下，和十年前相比，我国的物流设施

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高效的智能化

物流支撑起电商的高速发展。例如，

截至今年 6月底， 京东在全国已经

布局了 43 座“亚洲一号”大型智能

物流园区以及 1400 个仓库为核心

的仓储配送体系，这让约 90%的京

东自营线上订单实现当日和次日

达，也使全国 93%的区县、84%的乡

镇实现当日达和次日达。

“我国的电子商务已经在全球

范围内实现了网上零售额、 网上购

物人数和移动搜索规模的增长，并

为实现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的畅通提

供了有力的支持。 ”盛秋平表示，未

来我国将更好地利用平台公司的资

源整合与配置， 引导市场主体增加

新技术研发投资， 逐步实现发展模

式由资本和需求拉动向技术和业态

创新驱动转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塑造商务领域数字化发展的新优

势。

商务部数据显示，

2021 年， 全国电子商

务交易额达到 42.3 万

亿元，其中商品类交易

额 31.3 万亿元、 服务

类交易达到 11 万亿

元。全国网上零售额达

到 13.09 万亿元，其中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是 10.8 万亿元， 占社

销 零 总 额 比 重 为

24.5%。 农村网络零售

额达到 2.05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1.3%；农产

品网络零售额达 到

4221 亿元， 同比增长

2.8%。跨境电商进出口

总额达到 1.92 万亿

元， 同比增长 18.6%，

占 进 出 口 总 额 的

4.9%。电子商务服务业

营收规模达到了 6.4

万亿元 ， 同比增 长

17.4%； 电子商务从业

人数达到了 6727.8 万

人，同比增长 11.8%。

数据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拟对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 截至 2022年 8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为 93,848.45万元,本金为 27,899.98万元。债务人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该债权由北京康丽大厦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9号的商业房产 28,831.57平方米设置抵押, 由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6,000.00 万股华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设置质押。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在公安部门、中国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等机构无不良记录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

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

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

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安徽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耿奎,李飞 联系电话：0551-65803059,0551-65803058����电子邮件：gengkui@cinda.com.cn,lifei3@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合肥市滨湖区杭州路 2599号中国信达（合肥）灾备及后援基地 2号楼 16-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51-6580301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wangxiuye@cindamc.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债权转让公告

鉴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业务调整，在本次债权转让公告发布之日以前、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发放的个

人住房贷款，由下属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三山街支行负责贷款管理及清收工作。

自本次债权转让公告发布之日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附表中的借款人、共同还款人、保证人、抵押人

的债权、担保权利（含抵押权）及实现和执行该债权及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和法律救济，全部依法转让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三山街

支行，上述全部债权及权益所对应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以及借款人、共同还款人、保证人、抵押人签署的所有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

让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三山街支行。

请借款人、共同还款人、保证人、抵押人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三山街支行履行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及其他已签署的法律文件所

约定的义务。 （若借款人、共同还款人、保证人、抵押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继承、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

关承债主体、继承人、清算主体等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借款人 共同还款人 借款合同编号 抵押人 借款本金 抵押担保合同编号 抵押物 不动产登记证明编号

A字工行直支行 A字工行直支行 2014年 详见《个人购房借款

1������刘森 李婷 2014年 245号 刘森 200万元 245号《个人购房借款 /担 /担保合同》、《南京 宁房他证秦字

刘兆发 《个人购房借款 李婷 保合同》，2014-010971号 市房地产抵押合同》 第 252066号

/担保合同》 《南京市房地产抵押合同》

04301005312018������������������������������������04301005312018二手

2������陈浩 吕红红 二手贷 0000934������陈浩 120万元 贷 0000934号《个人购 详见《个人购房借款 /�������苏（2018）宁玄

号《个人购房借 吕红红 房借款 /担保合同》，《南 担保合同》、《南京 不动产证明

款 /担保合同》 京市房地产抵押合同》 市房地产抵押合同》 第 0011869号

04301005312019�����������������������������������04301005312019二手

3������陈进想 李永会 二手贷 0000246����陈进想 96万元 贷 0000246号《个人购 详见《个人购房借款 /�������苏（2019）宁雨

（保证人） 号《个人购房借 房借款 /担保合同》，《南 担保合同》、《南京 不动产证明

款 /担保合同》 京市房地产抵押合同》 市房地产抵押合同》 第 0003437号

2019-A1054的 2019-A1054的《南京市 详见《南京市个人住

4������单可 陈晖 《南京市个人住 单可 69万元 个人住房公积金 /组合 房公积金 /组合性购 苏（2019）宁雨

房公积金 /组合 陈晖 性购房贷款合同》，《南 房贷款合同》、《南京 不动产证明

性购房贷款合同》 京市房地产抵押合同》 市房地产抵押合同》 第 0006538号

�����������������04301005312018����� 04301005312018二手

5�����李佳玉 二手贷 0001048�����李佳玉 86万元 贷 0001048号《个人购 详见《个人购房借款 /�������苏（2018）宁栖

号《个人购房借 房借款 /担保合同》，《南 担保合同》、《南京 不动产证明

款 /担保合同》 京市房地产抵押合同》 市房地产抵押合同》 第 0050312号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三山街支行

2022年 9月 27日

广东省三茂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19046901X5，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并拟向

工商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公司已成立清算组，清算组负

责人：欧阳兵，清算组成员：欧阳兵、黄敬权、舒晋、任琦、张智

敏， 望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者

交付财产。 清算组联系地址：广州市海珠区阅江西路 370号

15楼，电话：02081836088。

特此公告。

广东省三茂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

2022年 9月 27日

清算公告

保证人苏艳，身份证号：530111********4446，债务人云南中炬石化

集团有限公司未向我公司履行 KM0710720140072 号《委托贷款借款合

同》项下债务还本付息义务，借款已到期，你作为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还

款责任。我公司决定对你公告催收：截至 2022年 8月 3日，债务人云南中

炬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欠我公司借款本息合计人民币 359,846,666.67 元。

请你承担保证责任，立即履行还本付息义务。 特此公告

催收人：云南融智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 9月 22日

债权催收公告

保证人苏艳，身份证号：530111********4446，债务人云南中炬置地

集团有限公司未向我公司履行 RZ．TZB/HT［2014］借 003 号《借款合

同》项下债务还本付息义务，借款已到期，你作为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还

款责任。 我公司决定对你公告催收：截至 2022 年 8 月 3 日，债务人云南

中炬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欠我公司借款本息合计人民币 419,186,666.67

元。 请你承担保证责任，立即履行还本付息义务。 特此公告

催收人：云南融智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 9月 22日

债权催收公告

经上海东华凌云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裁定受理上海东萃科教器材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2022)沪 03 强清 289 号，

并于 2022年 9月 15日指定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上海东

萃科教器材有限公司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陈晨；联系电话：021-60613526，债权申报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金

中心二期 17 楼)，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 并提供相应联系方式。 上海东萃科教器材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特此公告

上海东萃科教器材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2年 9月 22日

强制清算债权申报公告

上海冀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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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海冀润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李晓杰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上海冀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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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转让给李晓杰。 上海冀润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李晓杰联合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各借款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该等债权转让的事实。

李晓杰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相应的担保

人或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李晓杰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判

决书等相关法律文件项抵押下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冀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32152272

���������李晓杰 联系电话：18513226666

上海冀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晓杰 2022年 9月 27日

序号 生效法律文书案号 债务人 担保人

1

（2021）冀 0982 民初 1502 号、

（2021）冀 09 民终 7549 号

任丘市华宇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刘得华、吕敏、任丘市中意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

山东政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与青岛万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山东政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与青岛万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 山东政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

保人享有的主债权、从权利和债权项下的其他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追索诉讼

费用、律师费的权利），以及由此转化的其他相关权益依法转让给青岛万屹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政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与青岛万屹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青岛万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青岛万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山东政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青岛万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9月 27日

青岛万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经理 联系电话：0546-6662277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中路 230号

基准日：2022 年 5 月 20 日 单位：元

序号 债务人 担保人 币种 本金 利息

1

山东华轮实

业有限公司

东营恩诚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尤学军

人民币

15,688,749.54 14,656,049.44

本人韩清凯（37083219860202091X），男，根据公司安排，本人于 2019 年

10月 25日被登记为金华市保

竑

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董事长、执

行董事； 于 2019年 12月 17日被登记为金华市保集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经理、执行董事以及金华市保信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于

2019 年 12 月 29 日被登记为金华市保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经理、董事长、执行董事；于 2020年 7月 10日被登记为兰溪保集置业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经理；于 2020年 7月 31日分别被登记为上海燮联实

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上海燮品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

行董事，以及上海宗燮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以上公司均为保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孙）公司或控（参）股关联

下属公司。 本人于 2022年 3月 25日正式离职，不再负责保集控股集团及其

下属公司的任何工作。 本人已多次要求保集控股集团及相关公司办理涤除

本人作为以上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董事长、执行董事的工商变更登记，但

公司一直未办理。

为此，本人郑重声明：本人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已辞去了保集控股集团

及其下属公司所担任的一切职务，此后上述公司所有事务，本人不再履行和

承担任何责任。 如上述企业股东或人员冒用本人法定代表人、经理、董事长

或执行董事身份代行签署或用本人印签章签署与上述公司相关的任何文

件，本人均不予认可，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相关方自行承担。

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经理董事长执行董事的声明

因不挥发酸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山西米汤泉酿造有限公司对该企业生

产日期为 2022 年 3 月 8 日至 2022 年 9

月 12 日， 生产的山西陈醋进行二级召

回。 召回起止时间为 2022年 9 月 22 日

至 2022年 9月 30日， 召回区域为甘肃

省。 声明：不挥发性酸指标不合格，不会

影响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特此公告

山西米汤泉酿造有限公司

2022年 9月 22日

召回公告

2015 年的 7 月 16 日在永

兴老气车南站内（皮卡车上）捡

到一女婴，大约 6 个月，身体状

况良好，现取名杨煜颖，望看到

此信息与我联系，杨国永 电话

19118387077， 即日起 7 日内无

人认领，将依法安置。

寻亲启事

李 思 （身 份 证 号

431023200106104820） 育下一

子，现一岁多，本人领养孩子

经多方联系不上父亲，望看到

此信息与速我联系， 即日起 7

日内无人认领， 将依法安置，

廖常华 18175507670。

寻人启事

蔡子华先生：

2022 年 7 月 25 日， 本人已将

（2019）深国仲裁 7164 号《裁决书》所

确定的对你享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

陈一帆先生，请你直接向陈一帆先生

还款。 附，陈一帆代理律师联系方式：

王安之律师，15815584688。特此通知。

债权转让人：林少伟

2022年 7月 25日

债权转让通知

蔡 俊 标 （身 份 证 号 :

441522196707080151）， 你欠林惠帆

（身份证号 44030119880630753X）

的脚手架租用款， 林惠帆多次催

讨，未能与你取得联系。 现通知，请

你在收到公告后， 支付上述欠款。

否则，林惠帆将会采取法律措施。

林惠帆

催款公告

2020 年 4 月 15 日在去沧州

的路上 捡到一女婴，取名为赵香

玉，身体状况正常，望其父母见报

后 7 天内携有关证件到赵健认

领，电话 18931750421 地址张官屯

乡赵家新房村逾期将作查找不到

生父母弃婴处理，由赵健收养。

寻找弃婴父母公告

2009 年 3 月份在路上 捡到一

女婴，取名为闫尚轲，身体状况正

常，望其父母见报后 7 天内携有关

证 件 到 闫 世 文 认 领 ， 电 话

17736969201 地址： 沧县张官屯乡

东砖河村，逾期将作查找不到生父

母弃婴处理，由闫世文收养。

寻找弃婴父母公告

何明光先生：

您自 2022 年 4 月 6 日至今

一直未请假未归。 公司多次电话

及短信联系未果，现根据《劳动合

同法》 和公司考勤管理制度。 请

您在发出通知 5天内来公司办理

离职手续， 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

理。 特此公告。

珠海市明雅企业有限公司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2012年 4月 29 日在沧县张官

屯乡银子旺村民在村南头坑边捡到

一男弃婴，取名邱文泽，出生大约几

天， 用一个蓝色花褥子包裹无其他

证明物件及用品。 望孩子其他亲属

或父母看到广告 7天内请持有效证

件与我联系， 邱旺 15226605421 逾

期着视为放弃处理！

寻亲公告

由于我法律意识淡薄， 违反

侵害了个人信息的法律法规，侵

犯了公民信息对社会公共利益造

成埙坏，我已意识到了错误。 在此

我向社会公众道歉， 承诺以后不

再发生类似的行为。

致歉人：吴旭东

2022年 9月 26号

致 歉 信

房屋所有权人马新如，身份证

号码：410327197806293565 不慎将

坐落于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锦屏

镇文兴水尚 1 号楼 1 单元 1702 的

房产所有证、购房发票、契税发票、

维修基金发票、贷款合同等材料在

2021年 1月份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于 1992年 9月 20日在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兴济镇小王官村路

边捡到一女婴用红被子褒着里面没有任何证件，没有残疾，希望孩子

的亲生父母或监护人认领。

联系人，赵志学，电话：15075760193

寻亲公告

昆山市财政局于 2022年 7

月 26 日在《中国商报》第 7658

期第 3版刊载的《行政决定履行

催告书》 中， 将落款日期“2022

年 7月 26日”更正为“2022 年 7

月 16日”，特此更正。

更正声明

尊敬的苏国成：

本人李一芒通知您，现我将要对上

海妙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10113MA1GLCCH68）所持

20%股权出售于第三人成都弘和好运

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出售价格为人民币

1 万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 1 天内支

付。根据相关规定您对我所持股权有优

先购买权，现征求您是否优先购买我所

持上海妙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份，请

您于公告后 5日内联系我进行答复，我

的联系电话为 18160034447。

李一芒

2022年 9月 27日

公 告

经宁波市江北区优科教育培训学校理事会决议，注销宁波市江北区优科教育

培训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办学许可证，涉及学校所有教职员工工资、学员学费等

债权债务问题，请在公告日起 6 个月内向区教育局和学校反映，并处理。 剥离学科

后的宁波市江北区优科教育培训学校仍将履行原学校的权利和义务。 区教育局联

系电话 0574-87668741，学校联系电话：15968971177。

宁波市江北区优科教育培训学校 2022 年 9 月 27 日

宁波市江北区优科教育培训学校注销学科类办学许可证公告

请丈夫肖德鹏，身份证号 522724197610203679，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前回遵

义配合我办理遵义市红花岗区银河西路棚户区改造项目还房结算安置事宜，逾期

视为你同意我严福梅自行办理该项目还房结算安置相关事宜无异议。 特此通知。

联系人：妻子严福梅；联系电话：18275561981。

2022 年 9 月 27 日

通 知

四川峻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 2022 年 9 月 5 日受理

郑福中的工伤认定申请， 因无法向你

公司送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

(涪人社伤险举字〔2022�〕206 号 )，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你公司

认为郑建中所受伤害不属于工伤，请

于本公告视为送达期满 15 日内书面

提交相关证据。 逾期视为没有提交证

据,本局将依法作出工伤认定。

重庆市涪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 9月 19日

工伤认定举证通知送达公告

北京罗克森重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中鼎时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东莞美时家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鄂尔多斯市锦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展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富安嘉万通

(

北京

)

商贸有限公司

神木市华益物资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神木市凯特电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神木市维海物资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神木市星宇物资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石嘴山市驿达升矿山物资有限公司

天津市安泰和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伍尔特

(

天津

)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市进驰激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伊金霍洛旗龙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迪乐空间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中港白云酒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沧州渤海防爆特种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恒煜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通运吊装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中普新光

(

北京

)

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罗密安全防护用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神木市大柳塔新希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辽宁瓦轴轴承销售有限公司沈阳销售中心

山东省南山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迁移用 ）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北京万泉河商场

浙江省东阳市中信红木有限公司世贸大道分公司

华阳新兴科技

(

天津

)

集团

山西兴和源环保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泰龙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贝发

(

上海

)

文具礼品有限公司

大连远航伟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梅森博格

(

北京

)

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绿色之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双和劳动防护装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洋王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必能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安徽省富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市宏幸皮业有限责任公司

宝鸡市恒安铁路物资有限公司

北京嘉德意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市七彩天成纺织装饰品厂

北京顺宝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星美联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昌祺工贸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捷联科技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通城商贸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政雄商贸有限公司

海沃氏家具

(

上海

)

有限公司

林州市大畅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诺希德实业

(

深圳

)

有限公司

陕西信达盛铁路设备有限公司

神木市创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神木市浩鹏物资机电有限公司

神木县荣盛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圣华盾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市东蓓皮件服饰有限公司

榆林市长丰物资机电有限公司

北京大有上吉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福晟致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海泰远东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六合源昌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北京阡陌万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鑫海鼎成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电拓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泰经源涂装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珠江白云酒店设备有限公司

新疆新格三石商贸有限公司

沈阳鑫源宇浩经贸有限公司

沈阳哲伟工业工具有限公司

天津华泰新业电器有限公司

天津市盛连缘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双安劳保橡胶有限公司

西安祥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通 知

各相关单位与神华天泓贸易有限公司存在未清款项， 我单位在清理

相关款项过程中多次与相关单位联系未果， 请各单位自本通告登报之日

起 20日截止，到我公司财务部门进行账务核对，办理相关手续。 请各单位

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为实际权利人及相关款项情况，如未在截止日期前

主动联系我单位，我单位将依法对相关款项进行处理。 联系人：李祥宇，地

址：北京丰台区奈伦大厦 17层，电话：13810945386，特此通知送达。

神华天泓贸易有限公司

2022年 9月 23日

附相关单位名称：

北京飞扬彤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华昌耀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九永盛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美丞松科技有限公司

沧州市名博科技有限公司

黄骅市龙鑫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鸿瑞晟贸易有限公司

南京美棉纺织品有限公司

南通海鹏纺织装饰配套厂

宁夏欣隆盛工贸有限公司

陕西博之源机电有限公司

陕西德泰生科贸有限公司

陕西福士莱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中资源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埃米顿工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尚为照明有限公司

神木市博硕商贸有限公司

神木市启宸科技有限公司

神木县都源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文光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唐盛建筑装饰工程部

扬州漆器厂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市铭阳科技有限公司

榆林市天利商贸有限公司

榆林市伟吉商贸有限公司

中纺国际服装有限公司

浙江振非贸易有限公司

中纺东方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华中神源物资有限公司

北京金宝华盛地毯有限公司

北京黎明文仪家具有限公司

北京力达塑料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利星恒通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隆盛泰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明月创造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圣奥汇雅家具有限公司

诚丰家具

(

中国

)

有限公司

抚顺俊达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抚顺荣源物资销售有限公司

杭州巨星钢盾工具有限公司

际华三五三九制鞋有限公司

江苏鹏源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辽阳斯佳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宁波德沃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银铁平汝实业有限公司

山西和珍兴业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金翼服装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麟州恒盛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荣骏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禄华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沈阳通用厨房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创意联杰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致弘贸易有限公司

邦威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同源铁路物资有限公司

保定市颐事达商贸有限公司

美国

CCI

公司

CCI AG

公司

汉高股份有限公司

固安捷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方仕工贸有限公司

河北博威建材有限公司

河北盛鼎商贸有限公司

鹤壁飞鹤股份有限公司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匡克防护有限公司

京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诚唯机械有限公司

宁夏兴运工贸有限公司

山西众煤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嘉华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金鹿服装有限公司

陕西久喆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全兴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神泰工贸有限公司

陕西盛华矿业有限公司

陕西祥瑞矿业有限公司

陕西旭能矿业有限公司

陕西正诺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百集鞋业有限公司

上海神模电气有限公司

太原国泰实业有限公司

西安康贝商贸有限公司

遗失正本提单一套 ， 提单抬头 ：

ETERNITY� INT'L� FREIGHT�����

FORWARDER(SHENZHEN)LTD.提

单号为：NGX60386442，声明作废.���瑞

安市戎拓汽车零部件 有 限 公 司

ROOTOO�AUTO�PARTS�CO.,LTD。

遗失声明

林 启 芬 不 慎 将 证 号 ：

113125201606000064 的龙岩学

院(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遗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珊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不慎遗失

身 份 证 ， 身 份 证 号 ：

110228199804085948，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赵其团， 历夫艳不慎遗失房屋征收

补偿安置协议，项目名称：池北区棚

户区改造及土地整理项目②号区域

一块地，编号：B-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贵州中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变更

为： 贵州中海石化迎宾东路加油站

有限公司，原公章 5201010022057 财

务章 5201010022058 未备案发票章，

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天津滨盛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市新港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1100078017401， 账 号 ：

03020904093002099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天津市和平区浩源小吃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20101MA81X9C54H，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聂葛祥于 2022年 9 月 8 日不慎遗失

身 份 证 ， 身 份 证 号 ：

340824199312130474，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上海市江苏镇江商会开具的上海市

社会团体会费统一票据， 编号：

1900088718， 金 额 ：1000， 编 号 ：

1900088733，金额：1000，两张票据因

收据联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诸暨市金莱运电器有限公司原始提

单 正 本 已 遗 失 ， 提 单 号 为 ：

SZNBUN2210934， 船名航次 为 ：

HOPE� ISLAND� E012， 箱 号 为 ：

WHLU7734711，开航日为：2022年 8

月 27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一帆遗失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专 科 毕 业 证 书 ， 证 书 号

1205812019060047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林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不慎遗失

身 份 证 ， 身 份 证 号 ：

371329199311253932，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叶海斌遗失中山市远旭卓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星锦苑 3 栋 2202

的收款收据，编号：#0004084，金额：

11095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绍兴市崧厦传统食品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00721007181G�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岳望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0105MA4PXHYR0Y 不慎遗失

湖南省岳望高速有限责任公司养护

工程部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新技术开发区程凯旋包子店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2420600MA4DEHYU0D， 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因经营问题，经公司研究决定，北京五葵町餐饮有限公司所

经营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北路（二段）78号院 1层 16号，“五

葵町烧鸟居酒屋大兴店” 将于 2022年 9月 29日正式永久停止营

业，如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联系方式：邮箱：wkingchao@sina.com�

��������电话：010-61237100

五葵町烧鸟居酒屋 - 大兴店停业通知

宁波高新区世杰教育培训学校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决

定注销。 清算组已成立， 望债权人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

内， 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

债权。 清算组电话：15306641166�

宁波高新区世杰教育培训学校 2022 年 9 月 27 日

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注销公告

(2021)内 02执 1099号

本院在执行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宏达信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成都鑫邺科技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于 2022 年 10

月 20日在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内

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对被执行人北京宏达信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持有的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64%的股份、 被执行人成都鑫邺

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新都桂城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6.77333%的股份

进行公开拍卖。 意向竞买人或其他权利人欲了解本次拍卖相关信息，请

登录上述网址进入上述标的的拍卖页面了解详情。 特此公告。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本人胡宝良名下车辆冀 BYK215，

2019 年 5 月 18 号在家中自燃，特

登报作灭失声明。 特此声明

2022年 9月 27日

车辆灭失声明

本人高英杰名下车辆冀 BY3452，于

2018年 7月停放在桥头，因被洪水冲

走，特登报作灭失声明。 特此声明

2022年 9月 27日

车辆灭失声明

本人王树东名下车辆冀 BTW449，

2021 年 3 月 9 号在家自燃，特登报作

灭失声明。 特此声明

2022年 9月 27日

车辆灭失声明

本人秦立君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闫家

店乡于家坎村人， 名下冀 BY6103 摩

托车于 2017 年 2 月 23 日在自家院内

自燃，已无车，特此声明。

2022年 9月 27日

车辆灭失声明

本人郎晓林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扣

庄乡郎庄村人， 名下冀 BTT421摩托

车于 2018年 6月 28日在自家院内自

燃，已无车，特此声明。

2022年 9月 27日

车辆灭失声明

本人王卫国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杨

各庄镇上场村人，名下冀 BYH346 摩

托车于 2019年 5月 16 日在自家院内

自燃，已无车，特此声明。

2022年 9月 27日

车辆灭失声明

本人虞学红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闫

家店乡闫二村人，名下冀 BY54276 摩

托车于 2018 年 7 月 9 日在自家院内

自燃，已无车，特此声明。

2022年 9月 27日

车辆灭失声明

本人李宽名下车辆冀 BY8749，2019

年 6 月 8 号在家中自燃，特登报作灭

失声明。 特此声明 2022年 9月 27日

车辆灭失声明

本人白春喜名下车辆冀 BY5694，于

2020年 7月停放在桥头，因被洪水冲

走， 特登报作灭失声明。 特此声明

2022年 9月 27日

车辆灭失声明

本人李洪洋名下车辆冀 BYL137，2021

年 3月 9号在家中自燃， 特登报作灭

失声明。 特此声明 2022年 9月 27日

车辆灭失声明

本人周振兴名下车辆冀 BTB238，于

2019年 7月停放在桥头，因被洪水冲

走， 特登报作灭失声明。 特此声明

2022年 9月 27日

车辆灭失声明

本人张学义名下车辆冀 BTD901，

2018 年 9 月 23 号在家中自燃， 特登

报作灭失声明。 特此声明

2022年 9月 27日

车辆灭失声明

本人刘鹏飞名下车辆冀 BY5963，于

2017年 8月停放在桥头，因被洪水冲

走， 特登报作灭失声明。 特此声明

2022年 9月 27日

车辆灭失声明

本人李小飞名下车辆冀 BTS504，2020

年 7月 12号在家中自燃，特登报作灭

失声明。 特此声明 2022年 9月 27日

车辆灭失声明

本人徐海亮河北省迁安市迁安镇杨

团堡村名下冀 BYC252 车于 2018 年

8月 25日在自家院内自燃， 已无车，

此声明。 2022年 9月 27日

车辆灭失声明

天津市东丽区凯天食品商行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许可证编

号：JY112001000261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隆德县宏利家庭牧场不慎遗失财务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汉寿红阳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汉寿农村商业银行（崔家桥分

行 ） 空 白 支 票 3 张 ， 号 码 :

3140432501766533， 号 码 ：

4020432508252803， 号 码 ：

40204325082528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市东罗园丽民食品店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10106MA00PEPJ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乌鲁木齐泰通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6MA78NJDX79

（注册号 650106029028468） 经股东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

原注册资本壹佰万元人民币减少至壹万

元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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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负责人联系电话：18101461126。 联系地

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

河区） 上海路浦东街 3 号众创空间

1-102-1731�送达函件请务必先电话联系

到负责人，由负责人授权的个人 /组织 /

单位 /机构查收，否则视为未送达。

减资公告

惠州仲恺高新区奥博职业培训学校（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52441302059933307M） 经理事会

决定停止经营并申请注销，请各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单位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 2022年 9月 26日

清算公告

遗失杭州品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0100599557189C) 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天津自贸试验区富良久川餐厅不慎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2001601889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张秀利名下车辆冀 BW7087 小型轿车，

2017 年 5 月 3 号在家自燃， 特登报作灭失声

明。 特此声明

2022年 9月 27日

车辆灭失声明

现公告通知青岛泰禾兴发置

业有限公司立即向湖北生义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履行 2018 年 10 月

19日签订的《土石方施工协议》项

下的土石方作业款 69340 元、利

息以及湖北生义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维护自身权益产生的费用。

催款通知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个人执业证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吴小刚

02000111000080002018246722

王 东

02000111000080002019031959

陈梦阳

00001811000000002019014612

张爱玲

02000111000080002018220303

王兴华

00001811000000002019037094

吕春喜

00001811000000002019046683

梁其霜

02000111000080002019021644

李彩云

02000111000080002019009535

冀程浩

00001811000000002019037051

王航析

00001811000000002019046423

潘 玲

00001811000000002019047196

邵 磊

00001811000000002019046984

石莉莉

00001811000000002019047555

阴继刚

00001811000000002019011290

殷雪娇

00001811000000002019026103

昝 静

00001811000000002019012741

焦翠兰

00001811000000002019016989

兰 月

00001811000000002019037834

脱慧玲

02000111000080002018221351

刘东东

00001811000000002019035218

刘佳欣

00001811000000002019028666

付 强

00001811000000002019026120

蔡凤沬

00001811000000002019018283

石莉莉

00001811000000002019047555

罗 敏

00001811000000002019046714

李晨阳

00001811000000002019046755

张爱娟

00001811000000002019047379

魏海坡

02000111000080002018197873

王茂林

00001811000000002019016786

钟华平

02000111000080002019022119

邹 伟

02000111000080002019053213

林禹志

02000111000080002019052501

马 月

00001811000000002019004048

宋达亮

00001811000000002019020081

李秀花

02000111000080002019017869

韩建成

02000111000080002017038471

陈攀吉

00001811000000002019077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