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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
爱上“白富男”

13 日，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确认获任
国务卿提名后，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内阁架构趋于清
晰。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认为，如果提名在参议院通过，
美国最重要的 4 个政府部门将全部由男性领导。 这是 1989 年
美国前总统乔治·H·W·布什（老布什）组阁以来的第一次。 特朗
普内阁的特点是什么？ 他的阁员挑选思路又是什么？ 这表明特朗
普未来怎样的施政设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刁大明
予以解读。

内阁架构趋于清晰 重要部长全选男性
用人取向

白人、富人、尚武

4个核心政府部门“掌门”的提
名人选分别是：雷克斯·蒂勒森（国
务卿）、史蒂文·努钦（财政部长）、詹
姆斯·马蒂斯（国防部长）和杰夫·塞
申斯（司法部长）。按 CNN说法，他
们是“纯一色的男性、白人”。
特朗普已提名 18名重要官员
人选。14名是白人，其中 12名是
男性，没有拉丁裔人选。相比之下，
现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第一任期
重要阁僚中，11人是白人，包括 7
名男性、4名女性，此外还有两名
拉美裔、3名非洲裔。
特朗普截至目前的提名中，唯
一非洲裔人选是拟任住房和城市

发展部长的本·卡森。4名女性提
名人中，有 3人为少数族裔。
国防和安全领域的提名人选
都是白人男性。除了马蒂斯，特朗
普提名退役四星将军约翰·凯利出
任国土安全部长、退役将军迈克
尔·弗林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众议员迈克·蓬佩奥出任中央
情报局局长。
法新社称，特朗普的内阁组成
“符合其用人取向：白人、富人、尚
武”。报道指出，
“亿万富翁、将军、少
量女性和纯粹强硬的保守主义者，
特朗普正在打造一支超级富有、非
正统且大部分是白人的队伍”。

商人本色 用发家成功的人

无论“白富男”还是“白富武”，
对于媒体针对特朗普组阁的种种
说法，他本人没有回避。
法新社援引特朗普的话说：
“一家报纸指责我不任命那些身家
平凡之人。为什么？因为我想要那
些已发家成功的人！”
刁大明认为，尽管“白富男”和
“白富武”有些调侃意味，却是实
情，也是正常情况。
“一定程度上看，在自己华盛
顿经验有限的情况下，特朗普比较
多地任用他在商界、财经界较熟悉
的人，而且以其成长经历，选用他
较青睐的军事将领出任内阁成
员，”刁大明说。
刁大明认为，在重要职务人选
上，特朗普对共和党以往组阁思路
有一定延续，也有一定超越。
延续性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
对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的任用。乔
治·W·布什（小布什）当年也选用
财经界知名人士，以代表大财团、
大企业利益。对军人和富人的重点
选用，更是共和党传统。
比较特殊的是，一般情况下，
教育部长、劳工部长通常会选用较
熟悉相关政策的人，较少任用富商

执掌这两个部门。现在的教育部长
人选、密歇根州共和党领袖贝齐·
德沃斯身世显赫，她丈夫迪克·德
沃斯是美国安利公司继承人，家族
财富超过 50亿美元（344亿元人
民币）。劳工部长人选安迪·普兹德
尔也是餐饮业巨头首席执行官。这
两人的任命提名算是“例外”。
再一个“例外”是马蒂斯就任
国防部长，这打破了文人治军的传
统。刁大明说，军人出身的国防部
长和军队将领未来会不会出现矛
盾，需要观察。
刁大明认为，对特朗普的组阁
计划，共和党主流派比较满意。重
要阁员人选主要分三部分：一是富
商，二是军事鹰派，三是共和党保
守派人士，这是自前总统里根以来
惯常的三种阁员面孔，“ 所以国务
卿提名后，共和党建制派基本反馈
较好”。在国家安全和军事方面，特
朗普起用了一些鹰派。刁大明认为
这些人对奥巴马政府素有不满，新
的提名人选多持新保守主义，具有
较强的意识形态和军事介入观念，
所以不排除新政府在外交和安全
上对奥巴马中东和亚太政策进行
较大调整可能性。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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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施政的“
五难五易”

■新闻分析

首先，他的内阁人选能否全部
获得参议院批准不得而知。特
别是，国会参众两院正着手调
查俄罗斯黑客干预美大选的
指控，而国务卿人选蒂勒森与
俄罗斯“交情”颇深，这增加了
特朗普组阁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特朗普入主白
宫后，很可能面临施政遭遇国
会掣肘的现实。虽然共和党占
据国会参众两院多数议席，但
在参议院中共和党未占据三分
之二多数，不能为所欲为。美国
两党“为了反对而反对”已成积
习，在 2016年这场美国史上
“最丑陋、最分裂”的选举之后，
这种风气只会更盛。不仅如此，
尽管以众议长瑞安为代表的国
会山共和党建制派在特朗普胜

《纽约时报》预测，特朗普
内阁的执政目标有“五难五
易”。五大困难目标是阻止美
国公司向海外转移工作岗位；
重振美国钢铁和煤矿产业；使
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速超过 4%；
投资基础设施以创造就业机
会；在美墨边境造隔离墙。五
大相对容易的目标是：退出
TPP；废除奥巴马政府保护未
成年时入境美国的非法移民
计划；允许继续建设遭印第安
人强烈抗议的美加石油管道；
任命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
降低联邦企业所得税和联邦
个人收入所得税。
此间观察家认为，即便选
对了人，但特朗普执政之路也
并非坦途，很可能步步荆棘。

选后与其和解，但双方心里的
“疙瘩”很难很快消除。
还有，特朗普要减税，要强
军，要加强贸易保护，要为美国
公司提供优惠政策以阻止工
作机会流失，还要斥巨资重建
基础设施和加大力度打击“伊
斯兰国”，这些全都需要钱，而
钱从哪里来，还是未知数。不
仅如此，不乏经济学家警告，特
朗普政府的减税方案最大受
益者将是超富人群，因而会助
长社会不平等现象，导致贫富
分化加剧。
目前，特朗普内阁在宣传
造势上，颇有大干一场的架势，
但理念清晰而路径不明，美国
媒体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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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声明作废。
告或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此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告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
13559，声明作废
展银行北京电子城支行，声明作废 位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作废
盛 声明 北京微普联合文
北京吉路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注
北京阔安商务有限公司 声明 北京盛永京华咨 声明 北京市中盾律师事 声明 北京锦宇建筑装饰工程有 声明北京中科众一科技有限 声明北京市昌晟鸟饭庄不慎将 作 北京京顺雄五金 作北京天创华宇装饰有限 遗北京惠每家连锁商业 更北京透明鱼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注北京闽京腾科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北京联馨嘉业会议服务 声明 （税号：
张馨予 2016年 10 北京城建道桥建设 声明 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减
110114009451614），经股东会决议 注册号：110105015961479，经股东会 注
1101056950198
务所不慎遗失地税 限公司（注册号：11011301 公司不慎遗失有效期 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开户 废 建材批发站（注册 废公 司 （ 注 册 号 ：失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正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80800
询有限公司不慎
化传播有限公司 声明 月 18日遗失身份 声明 集团有限公司：王 正本（注册号：1101110107838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74）不慎遗失北京市服务业、娱
601A
）于2016年8月17日、18
世 周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
资
发票，发票号码：0721043 8147869）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2014年 10月 10日至 2018年 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号：11011360043 110105016842801）作废 用代码：91110112MA0 日、19日在北京晨报刊出注销公 销清算组负责人：庄春林，清算组成 销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张彦彬、苏强、张勇 销
乐业、文化体育业专用票（壹万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 2～07210450
证，证号：4304041989030 涛，机械员，证书编号：考
10月 09日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司昌平支行红旗路分理处，账号：06 声 6158）作废公章一 声公章、合同专用章各一 声05TYXXP）不慎遗失公 公告，现清算组成员、组长更正为，公员：庄春林、崔云珍。请债权债务人 公组成，清算组组长：张勇，请债权人
（19张），发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110113318
公
圆版）空白票，
发票代码：
211001
公
广 二 120438，声明作废
本，注册号：110000011 11063，自登报日起如有冒 026-0002768，岗位证书 05）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务登
册号：11010101582527
记证号：11011167170632X）特 172480，发票号码：00161848-0
票 代 码 ：211001272490172208）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本（代码号：31796830-0）特此声 03060103000002515，核准号：J100明
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 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
清算组成员：阮天福、清算组组
告北京勤力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注册
明
明
枚，特此声明
章一枚，声明作废。
0，声明作废
丢失，声明作废。
用概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告
告
告
告
0050740901，特此声明作废
明作废。
枚，
特此声明
此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作废
号：31817220-8，声明作废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0161850，声明作废
长：阮天福。特此公告
告 声明 建研地基基础工程有限
中电投（北京）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注北京元素无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注
北京思倍思广告有限公 声明 北京康达信咨询有限公司， 声明 北京千程投资 声明 北京顺顺九田 声明北京飞杨鲁泰餐 声明北京大曾餐饮有限公 声明 北京鑫睿盛世建筑设备 作北京福贝斯五金有限公 作北京立巍投资基金管理 注（注册号：110105008019702）经股
北京波尔迪科技有限 声明 北京兴亚酒店管理有限 声明 北京希格蒙教育科 声明 司（税号：110106580804
注
注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声明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
A
0052J
租赁有限公司
（税号：
责任公司王学彬不慎将
责任公司不慎将北京 公司不慎将建筑工程施 技发展中心遗失税 848）不慎遗失（国标壹万圆版折 不慎将银行开户许可证丢 管理有限公司 饭庄（注册号： 饮管理有限公司 司不慎将营业执照副 110116563696929）不慎遗失北京 废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废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销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销B0M），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销
有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造师注
销
销号：110105019169347），经股东会
市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工许可证正本、副本、附件各遗 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票）《北京市服务业、娱乐业、文化 失，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安定门支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 110113600673467） 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丢 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市服务业、娱乐业、文化体育业专 91110106590691429 代码：911101013552960 注销，清算组成员：中电投工程研究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鄂
记，清算组负责人：王士娥，清算组
14张和卡丢失，发票代码：失一份，施工许可证编号：[2015]110108567460075）以及 体育业专用发票》33张，发票代 行，核准号：J1000014242002，账号：副本，税号：1101143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失，注册号：110113014991110105MA00565Y0C，特 用发票（壹万圆版），发票代码：声N）作废公章一枚，特此 声154）公章、财务专用章、公检测评定中心，负责人：寇应霞，请 公威，清算组成员：鄂威、冯超。请债权 公
限 四 册证书遗失，资格证书编号：
成员：王士娥、王帮英，请债权债务
0380337，注册编号：京 1111314 211001560010，发票号码：26
公
公人自见报之日起
施[朝]装字0212号 ，110105201
009 44295156，声明作废。本，特此声明作废。 87352，特此声明作废。 此声明作废。
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 告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我 告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告
211001172480， 发 票 号 码 ：
00338936，特
45日内向本公司
码：211001172480，发票号码：0070108014170013239，编号1000明
告
告
08078171、08078172，声明作废。 明声明。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此声明作废
876087-26876100。声明作废 511170103，特此声明。 统计证，特此声明作废 56768声明作废。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00756800，特此声明作废。20632，特此声明作废。
公 27152，证书编号：
北京乾源盛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衡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减
北京东方舟科技有限公 北京康达信咨询有限 声明 北京海林阁广告有限 声明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 声明北京惠佳凯利商贸有限公 声明北京普佑宏发汽车 声明 北京市镇东金属 作香知堂（北京）文化发展 遗北京永盈鹏达商贸有 注（注册号：110108013187121）经股
文 龙 ， 身 份 证 号 声明 北京红杉银基商贸有限公 声明 北京乾正达商贸有 声明 （北京市马驹桥易家餐厅
注
注
声明 许130684197402032074，
号：110102016168389，经股东会决
司 五 2015年11月28日由北京万古
税 务 登 记 证 号 ： 声明 司不慎遗失北京保盛航 声明 公司，不慎将机构信
限公司王健不慎将中华 司（税号：1101046705891 销售有限公司不慎 门窗厂不慎将营 废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失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销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限公司不慎遗失食 110112491204427）遗失北京市
公
司
不
慎
遗
失
于
销
销
空服务有限公司已填开的增值
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5X）不慎遗失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通 将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 代码：911101053181045 代码：9111011258443 注销，清算组成员：李伟宁、陈田、沈 清算组成员：袁方臣、杨龙平组成，清 资
证，（核准号：J1000088390102，开户
独 六 恒信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一万
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壹万圆 税专用发票 1份，发票代码：用代码证丢失，机构信用代 2011年3月29日办理的组织 遗失，资格证书编号：0295231，注
用机打发票30张，发票代码：1110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品流通许可证，证号：
算组组长：袁方臣，请债权人自见报
公
公
号：1102221597744，特 声明98F）作废公章一枚，特此 声8013P）不慎遗失财务 公光辉，负责人：李伟宁，请债权人自
京琉璃厂支行，账号：02000080092 SP1101061410198833 版），发票代码：211001460130，发 1100162160， 发 票 号 码 ：码证号：G10110101014242 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号：79 册编号：京 111111119305，证书 01271011，发票号码：05427251至 本丢失，代码号：3302898此声明作废。
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我公司清算 公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公
家 刊 五千元（15000）押金不慎遗失，
告
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告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明
告
告
告
声明
特此声明原押金条作废。 00066341，特此声明作废。 （1-1），特此声明作废 票号码：54831334，特此声明作废 00723199，特此声明作废。 00B，特此声明作废。 671936-X，特此声明作废。 编号：00227620，特此声明作废。 05427280，特此声明作废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71，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瀚睿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注
北京辉腾兴业科技有限 声明 金航数码科技有限责 声明 北京华彩印象舞台设备 声明 北京前海联动云汽车 声明北京爱依瑞斯家居用品有 声明北京香草山文化传媒有 声明 北京翠祥彩虹海鲜酒楼 作北京化工四厂机器修 作北京首臻投资管理有限公 注
北京丰平源科技发展有限 声明 中国科学院大学不慎遗 声明 因不慎，遗失标志流 声明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代 出 声明 北京聆风文化传播
注
注
注
声明
110114014807712，经股东会决议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不慎
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限公司不慎遗失北京一控 照正副本（注册号：110101019261
失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北京
责任公司（京税证字：1101
任公司遗失安全生产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租赁有限公司不慎遗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
码：911101166963880308
）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
注册号：
科技有限公司发票
1份，发票代码：
销
废理厂（注册号：110111废9111010635832127C）公 销
销
销
销算组成员：师晓宁、张涛、卢强强、何
有限公司遗失税务 记证正本，发证日期：2010年07月
水号为：OC5100021 发票二十张，发票代码21100107 许可证副本，编号：（京）JZ副本（税号：110105597726022
09556806325号）不慎遗失税务登 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增值税普通
理 登记证副本，税号110108
110105014960674）、税务登记证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1100154130，发票号码：02675769；731）、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市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国
发票2张，发票代码：11001623 60100146638，146636，1466 遗失北京市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
）、信用代码：91110105MA009 遗失北京普邦利合文化发展有限公 11010134436588X）、组织机构代 标卷票），发票代码：2110009700
奔组成，清算组组长：卢强强，请债 公
007600820） 作废公 声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 公
公
公
公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02日，发证机关：北京市国家税务 20，发票号：69330343和69329
2490，发 票 号 码 03581731至 安许证字[2011]236117-2，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号：LWU
码 证 正 副 本 （ 代 码 号 ：10，发票号码：19735201-19735 声
45日内向本公
司1份，发票代码：1100154130，发 34436588章一枚，特此声明 。 明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告
明
26，声明作废
02，
1
46596特此声明作废。
076632813，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作废
告
告
告
03581750，声明作废。
59772602-2），特此声明作废。
X），特此声明作废 300。特此声明作废
局，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声明作废 818在此声明。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
票号码：02675768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鲲鹏天宇网络科技有限责任 北京赛里木粮油有限公司（统一社
北京香草山文化传媒有限
北京阔达尚居装饰有 北京创奇特贸易有限公 北京帕尼尔高新科技有限公 北京时尚风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注
北京素妍伊美健康咨 声明 北京南塑正发商贸 声明北京奥顺祥商贸中心（税
赵娟（1101111
声明 北京蓝鲸鱼网络技术有限公
声明 北京尚翼舞道文化传
册号：110105018665764）经股东会 注公司（注册号：1101062953844）经 注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3NDF 注
司不慎丢失北京市服务业、 声明 北京顺通宏达货
公告 9931114X
播有限公司不慎将营 声明 北京鲲鹏天宇网络科 声明 建研地基基础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王学彬不 声明
运代理中心不慎 声明 询中心（统一社会信
中心（税号：11011 号：1102221963091927 声明公司不慎将银行开户许可 声明 限责任公司不慎遗失 作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作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1H）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
娱乐业、文化体育业专用发票（壹万圆
XX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1101 技有限责任公司不慎 慎将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
版）发票35张，发票代码21100127248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用代码：9111010558085617 5660533259）不慎遗失税 28）不慎丢失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证遗失，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四份装修装饰合同，合同号：废91110105693215468U） 废 91110105MA004D020X）作 销记，清算组成员：何纬略、李冠杰、田 销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赵彬彬，清 销关申请注销，清算组成员：王良军，销
、

北京福华东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
册号：1101050134197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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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龙、吴建忠、四
川省乐山市福华农科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清算组组长：吴晓龙，请债
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王保全不慎遗失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发票第一联和第四
联） 厂 牌 型 号 ： 五 菱 牌
LZW6446BTVY，发动机号：1CGA221116
1，车辆识别代号：LZWADAGA6GE43282
6发票代码：111001522011，发票号码：
00845520，销货单位名称：北京利福聚源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特此声明作废。
王保全（身份证号码：1326261
96505161518）不慎遗失五菱
牌 LZW6446BTVY车辆合格
证（车架号：LZWADAGA6GE432826、发
动 机 号 ：1CGA2211161、 合 格 证 号 ：
（WDS07GE00470526）、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发票代码：111001522011，发票号
码：00845520），特此声明作废

、

、

·

沙发翻新

、

、

北京万福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20147183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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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然、魏克宏，清算组负责人：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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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010-57754234

因不慎，遗失已用交强险保
单第二联和第三联流水号
为 ：PCC510001150101007299，7194

北京峰力兴达科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110109010252054）因未参加企业年检
吊销营业执照，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营业执照正
副本经管理不善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清算组成员：陈亮、马兰洪，负责人：陈
亮，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北京栖居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53483467745）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清算组由田铁成、田晓平组
成，田铁成任清算组组长，请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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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金方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717724 北京市海淀区京通木器加工厂，注册号：
575R）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110108600088874，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陈
洋、孟少一、张明生、陈勇军、邓晓辉，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变更后的
清算组负责人：陈勇军，请债权债务 企业名称为：北京佳林诺信信息咨询服务有
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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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签名：陶俊
2016年12月15日
北京福恩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4841 北京牛桂英商店，注册号：1101166041452
4570A）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71，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式，变更后的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本人承诺变更
员：宋福建、刘奕、李恩训，清算组 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未结清的
负责人：宋福建，请债权债务人自 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个体工商户签名：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2016年 12月 15日
北京秀鹂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110105017776077）经 北京新川香居小吃店，注册号：11011460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4440468，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式，变
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薛绍
雄、黄璞，清算组负责人：薛绍雄，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本人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个体工商户签名：张平花 2016年12月15日
债务，特此公告。
北京金石联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北京指焰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 会信用代码：91110107M
A003WR2
司（注册号：11010101762050 99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9）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300
员：冯贺，清算组负责人：冯贺， 民币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北京豫王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其进承道投资咨询有限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 司（注册号：11010501550834
005EFT5M）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7）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成员：杨帆、艾雪莲，清算组组长： 员：戚本建、马庆林，清算组负责
杨帆，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人：戚本建，请债权债务人自见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
债务，特此公告。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易联（北京）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北京京钓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枫润翔鹏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8545114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M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577145
G）经股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A008NGX5Q）经股东会决议，拟 58D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 23000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清算组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万元减少至 12000万元，请有关债权 成员：李恒、张新忠，郝家宾，负责 员：王秀秀、孙雅鹏，清算组负责
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人：刘京书，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 人：孙雅鹏，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
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 起45日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权。特此公告
北京博信创世科技有限公司（注
北京长信速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册号：110104012717702）经股
（注册号：110106012332003），经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高胜男、
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张耀
徐慧军，清算组负责人：徐慧军，请
平、刘许童，清算组负责人：刘许
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
童，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特此公告。
权债务，特此公告。
北京栖居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108018779854）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田
铁成组成，田铁成任清算组组
负责人：王良军，请债权人自见报之 长，
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起 45日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报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权。特此公告
债务，特此公告

C51000115010090
8300，908194营业税发票客户联流水 0，发票 号 码 01952313-01952319、
05013768607）、税务登记证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遗 标志流水号为：O
公司北京青年路支行，账号：
浩、甄涛，清算组负责人：何纬略，请 公算组负责人：赵彬彬，请债权人自 公
公债权人自见报之日45日内向本公司
公
X），女，自2015年 4
7158 01952323-01952350，北京市地方税务 号：110105601614075），0Q
作废财务专用章一枚，特 声 废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务登记证正本、副本，特此 通用手工发票，发票代码：11100
1275011，发票号码：04889901、110917200710501，核准号：J10001 2016466、216431、2016455、 声
正本（证号：11010557321276 1101062953844，声明作废
失，证书编号：京建安B（2014）号为：21100163343000071724，
C0
声明作废。
明 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章（赵
告见报之日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告
告
声明作废
4）丢失，声明作废
04889932，特此声明作废。 58801301。特此声明作废
本，声明作废。
2016464。特此声明作废 明此声明。
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0104082，特此声明作废 7，商业险保单第二联流水号为：PC
灵杰）各一枚，特此声明 告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月1日起连续旷工，严
10006150100060503特此声明作废。 局用户卡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因不慎，遗失已用交强险保
中农众和投资基金（北京） 北京鑫融丽勤科贸有限公
北京宏全垂钓园（税号：
北京南塑正发商贸中心
北京万国永达商贸
北京资源亚太饲料科技
北京巧阁家庭劳务服务中
北京创奇特贸易有限
巴库（北京）贸易有
北京黄村快乐益
北京宏通设备租
北京市美鑫美理发店
通知员工上班公告
北京长宽电信服
减资公告
声明
北京企星通力机械设备
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作
作
声明
声明
声明
声明
单第二联和第三联流水号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司（税号：1101086819653
110222196204192027） 赁有限公司不慎 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不 （京税证字：1101023 废有限公司（税号：11011 废 心（注册号：11010160028 有限公司胜龙聚美 务有限公司 2016黄强（身份证号：42082219890208北京中大华堂信息工程有 和国劳动法》、《中华人
康商店不慎遗失 不慎遗失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通
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为：PCC510003160100218751标志
照正、副本（注册号：1100000194760 92）不慎遗失通用机打平推式发
慎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正、副
证，核准号：J1000065931901，账
C5100021601002522意
XXXX）先生：自 2016年 12月 1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4），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票两联，发票代码：11100117101 业执照副本（2-1），统一 流水号为：O
险 流 水 号 第 三 联 流 水 号 为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用 手 工 发 票 ， 发 票 代 码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号：0910000103020004667，开户 代码：91110105693215468 本（京工法证字第01110001347 40111152000号）不慎将税 声1668437333）作废发票 声 8169）作废公章、财务专 食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0105357953875），组织机构代码 1，发票号码：18805901、1880590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 T外P000118160100027846商业险
，原 年 10月 14日不慎将出 日起至本公告之日，在未按公司
保 110115604003067， 声 111001075021， 发 票 号 码 ：本，代码：56953187-7，银行：北京农商银行玫瑰城支行，U
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特此 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91110114684372306A
规定办理任何请假手续的情况 91110102669123117W）经
）不慎将营业执照正本丢
证正、副本（代码号：35795387-5），2、18805903、18805904，特此声
单第二联流水号为：PC
C
0100111601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税号：110114684372306）具给北京文辉永业管理 满下，无正当理由擅自离岗连续已
明
明
明作废
号：59768615-5），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18509501-18509509，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失，特此声明作废。 ）、组织机构代码正、副本（代码
特此声明作废。
397915056N
，声明作废
明作废
特此声明作废
00141689特此声明作废。
15天，您的行为已严重违反了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 和展鹏中心的各项规
不慎遗失北京市地方税务
咨询有限公司的增值税
北京资源亚太饲料科技有
本人朱兴不慎将北京市顺
北京统领百年国际贸易有
北京亚绮亚丽高贸有限公
北京沁诺展览有限公司，
公司《考勤管理制度》的规定，扰乱
北京中桥天际园林绿化有
原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
北京呼铁大厦不慎
北京雅创文化发
北京嘉美迪科技有
北京同顺兴展览服务有
北京远通运维科技有限
北京采育好迪五金劳保
登
作
声明
声明
局通用机打发票
3份（空白
北京市海淀区朝昭双
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不慎遗
义区仁和镇顺沙路南侧住
司第一分公司不慎将中国
税号：110114692348357，
限公司（税号11010567962
限公司不慎将北京市服务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 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限公司（税号：91110105 展有限公司不慎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开户行：中国农 公司不慎将北京增值税 废用品经营部（注册号：报 语婴幼园（京海民民政 发 票 ）， 发 票 代 码 ：普通发票1张遗失（发票 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在
60万元人民币，章制度，经中心研究决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麦子店 不慎将北京市服务业、娱乐业、文化 6930）不慎遗失2008年的（国标折 宅楼（自住房）购房发票遗失。发票代
无法确定您家庭住址的情况下，币减少至
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支行开户许可证丢失，账号：020020 体育业专用（空白）发票丢失，发票 票）北京市服务业、娱乐业、文化体育 码：211001560010，发票号码：16271 业，娱乐业，文化体育业专用发票遗 本（京税证字：110106102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7655483262）于2016年12月10日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业银行北京市大兴区支行，账号：
11110801040194381、 核 准 号 ：普通发票遗失，发票代码：11001 声110115604170774）作 声 字第 0730121号）公 211001260130，发票号码：代码：1100162320，发票 特此公告送达，请接到本通知后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
8509200006291，核准号：J1000119 代码：211001170050、发票号码：业专用发票，发票代码：2110011700 314（金额：1000000元）发票号码：16 失四份，发票代码：211001272490，
立即到岗上班，特此通知。
J1000117253001
）、银行机构信用
号：
25260775，金额：
3300
正、副本，代码号：68195
51320，发票号码1322835113
不慎将税控盘（编号：4999119965
247098），发证时间：2012
用代码：91110302M
A
002
15207098、15207099、152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并做档案转移。
582401，编号：1000-01911840，特 14952547-14952550（4份），特此 50，发票号码：02001519-02001528，02 271315（金额：605758元）；开票单位：发票号码：02783328，02783329，027 年9月6日。声明作废 FJ34F，特此声明作废。 61，TCG-01）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893-4，特此声明作废。 代码（代码：Q9911011511725300S 228353，特此声明作废。 明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明 章，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07100，声明作废。 元）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码高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此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001530-02001539，共20张，声明作废 北京北辰当代置业有限公司，声明作废。 83331，02783332，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作废
2016年12月15日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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