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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人胖子多 总统号召减肥
数以百万计墨西哥人因为肥胖面临生命危险
几个月前，体重近 600公斤、
有世界最胖之称的墨西哥男子胡
安·佩德罗·佛朗哥刚完成缩胃手
术、迈出减肥第一步；现在，10个月
大的小路易斯又在遭受肥胖折磨，
出生时仅 3.5公斤的他，体重已经
飙升至 28公斤……从儿童到成年
人，究竟是什么“养胖”了墨西哥人？
从喂孩子可乐说起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新近发布的报告显示，墨
西哥 15岁以上人口肥胖率 达
33.3%，即每 3个成年人中就有一
人有肥胖问题。与此同时，墨西哥
糖尿病成人发病率在经合组织成
员中最高，达 15.8%，为平均水平
7%的两倍多。
从饮食习惯看，不少墨西哥人
喜欢高热量、高糖分的食品，包括
快餐和碳酸饮料。这些食物富含
脂肪、糖、盐及化学物质，易于填饱
肚子且价格经济实惠。有的父母
甚至把可乐放在奶瓶里喂孩子。
根据市场调查机构欧睿国际提供
的数据，墨西哥人平均每人每年消
耗约 163公升碳酸饮料。
伴随肥胖问题而来的不仅有
糖尿病，还有高血压和营养不均衡
导致的慢性病。墨西哥竞争力研究
所发布报告称，墨西哥民众罹患的
数十种疾病都和肥胖脱不了关系。

11月 14日是世界糖尿病日。
墨西哥卫生部长何塞·纳罗介绍，墨
西哥国内糖尿病患者 2016年增至
10.5万，较前一年增长了 7000人。
祸起北美自贸协定？

1994年，美国、加拿大、墨西
哥三国缔结的北美自贸协定生效，
降低或消除了相当一部分商品关
税。墨西哥媒体《宇宙报》指出，随
着协定的生效，墨西哥迅速沦为
“垃圾食品”天堂。
墨西哥媒体援引民间组织“消
费者力量”负责人亚历杭德罗·卡尔
维约的话报道，墨西哥当局未能及
时出台政策保护民众饮食结构，放
任市场自由，造成市场上一时间低
质量食品泛滥、垃圾食品广告横行。
墨西哥传统食品羊肉、玉米饼
和仙人掌等，多为低脂肪、高纤维。市
场放开后，墨西哥民众对加工速食食
品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谷物蔬菜水
果摄入减少，造成许多墨西哥人不要
“玉米饼”而要“汉堡包”的现象。
不过，墨西哥伊比利亚美洲大
学外贸专家阿里贝尔·孔特雷拉斯
认为，北美自贸协定并非墨西哥肥
胖问题的决定因素。在当今社会，
肥胖和超重已经成为“世界现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新技术不
断发展，深刻影响了民众生活和饮
食方式，包括把人“养胖”。

行病面前，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培
尼亚说，“数以百万计墨西哥人的
墨西哥政府已经意识到肥胖 生命面临危险。”
问题的严重性，发起全国“减肥革
相关举措初显成效。2014年，
命”，号召全民减肥。
墨西哥将含糖饮料关税提高至
2013年，墨西哥总统培尼亚发 10%后，这类饮料销量随即下降一
布行动方案，呼吁民众多散步，多走 成。墨西哥政府希望通过关税政
楼梯，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生活。 策，在 2024年前减少 2.5%的肥胖
培尼亚提倡推广更健康饮食， 率，并在 2030年前预防 13.4万起
鼓励食品企业改良配方，生产低卡 糖尿病病例。
路里或高纤维食品。他还决定对每
另一方面，墨西哥政府也在积
百克卡路里含量超过 275的高热 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呼吁，加强
食品收税 8%，同时对软饮征税。 控制垃圾食品广告投放，尤其是面
“在一场真正的超重和肥胖流 向未成年人的投放。 据新华社
总统号召全民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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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巢互娱（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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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特此声明。
特此声明作废。
告
110108009825245，声明作废
告
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声明作废。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签名：孙青霞 2017年11月15日
590690987，特此声明作废。
6154995689，声明作废 3一2，特此声明作废。 04，声明作废
707838，声明作废。
北京迷丝爱纱服装有限公司（统一 注北京安康综医肿瘤研究所（统一社 注北京恒驰优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神州嘉华（北京）教育咨
北京融商融智管理 声明 北京阳光环美物业服务有
北京福源达商贸有 作鉴藏天下（北京）文化发展 注7L社会信用代码：
北京威尔思帝教育 声明北京京创鑫空调设备有限
北京顺康新玲家 声明北京富强面食店 声明 北京长虹佳华智能系统
北京元洲装饰有限责任 声明 科技有限公司（
9111010539710634 会信用代码：91110102740053466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344 北京福才顺通汽车配件商店，统一社会信用
声明
声明
声明
声明 北京万博恒睿幕墙
询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 声明 北京百嘉财智教育科
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 声明 限责任公司不慎遗
限公司不慎遗失基本存款 户许可证，开户行：中国建设银
咨询有限公司（统 账户银行开户许可证，账号：0200022
公司（税号：91110105802 声明具店不慎将营业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销249897Y）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代码：92110111MA00TP1C8U现拟变更为企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不慎遗失营业执
注册
技有限公司（纳税人
号：
91110117563632538D
）不慎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91110114M
销
销
公司第六分公司不慎遗
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309006837570，核准号：J100005986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华支行，识别号：110108690046304）
）不慎将北京增值税普通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孙 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李延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清算组由苏钐、业组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遗失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 1份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声有限公司（注册号：11010
号 ：110115012875146）3665229
清算组成员：李延卫、李燕、张建 苗江涛组成，组长：苏钐。请债权人 公司。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
宁、李美慧，清算组负责人：李美慧，公卫，
A0073142U）2303，编号：1000-01539672，开户银 账号：11001149600052502613，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不慎丢失营业执照正本，
发票遗失，发票代码：1100162350，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注册号：1101170082649不慎将营业执照正本丢
1013368706）作废发票专 公告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周。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公自见报之日起
特此 110112600864554，声明（发票联和抵扣联），发票代码：
发票号码：07336688-07336690（共 110113604140859，
45日内到我公司清 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核准号：J1000131132101特此 特此声明作废
1100171130， 发 票 号 码 ：号：1101052457029，特此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告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作废。
85）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失，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110106006817071，声明作废
明
告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务。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签名：代福才 2017年11月15日
务。特此公告
3张）。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六铺炕支行。特此声明作废
08537974，特此声明。
中世领袖（北京）国际文化传播有限
北京博克宏达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同晟绿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掌上微联科技有限公司（纳
北京三谷科技发展有限 声明 北京元洲装饰有限责任 声明 北京瑞联慧达文化艺术
北京华威文源信息咨 声明 张璋，于 2017年 11月 声明 上海悠游堂投资发展股
河西学院不慎遗失平 声明 税人识别号：91110302348 声明 卡易嘉（北京）信息技术有
北京祺翔福信息咨询服 减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 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573 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北京黄村中威美 声明北京市岳路园建 声明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91110116592 北 京 宏 伟 建 华 运 输 队 ， 注 册 号 ：
声明
声明
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分 作 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限公司（税号：1101056675 声明 北京慧美绮彩种植
交流中心有限公司不慎 声明容院不慎将营业
14日不慎将第二代身 公司遗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
公司（税号：110109102
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441624P）不慎将抚顺友谊宾馆开具 43337）不慎遗失北京市商业企业专
562107344Q）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销65027K，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销334118W）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专业合作社不慎遗
筑工程处不慎遗
110111600484313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
资
公司第四分公司不慎遗
废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 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110108份 证 丢 失 ， 身 份 证 号 ：局丰台分局 2016年 01月 08日 用代码：9111010159766 资本由人民币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本
369909）不慎遗失未开具的北京
公司北京分公司开具的北京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遗失1份，
代码：21
25份，发票
1亿元减至人民币 员：安鸿伟、孙向阳；清算组负责人：公员：金培福、姚毅君、庞立立，清算组 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
09786995；杭州牧 用发票（万元版）空白票
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 00162130，号码：
号：1102291196378）、组织机构 号：110115604035721，号：110115x004080220 015500486）、组织机构代码证 110103199004040642，自见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声 0836R）作废发票专用章 公100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代码：111000821111，发票号码： 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代码证正本、副本
45 负责人：姚毅君，请债权债务人自见
代码：1100171320，发票号：晨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
（代码：
05921299-9） 之日起不承担被他人冒用而引 信用代码：91110106082874579 明（税号：11010159766083 告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券债务或提 公告孙向阳。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告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1份，代码：33001631300903526-00903550，声明作废。由 110117015016043，特此 1100131140，发票号码040436
00），特此声明作废。 ，正副本（代码号：
110105008390082，声明作废
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E，声明作废。
01737277特此声明。 专用发票遗失
84，声明作废。
72268613-9），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作废。
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特此声明作废。
务，特此公告。
6）一枚，特此声明
0，号码：08487471。特此声明！ 此造成的损失由本公司承担。 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签名：王建华 2017年11月15日
北京华光锅炉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永泰金和国际咨询（北京）有限责任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北京斯特龙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快乐嘟教育投资管
北京旷智信息科技有限 声明 北京信而泰科技股份有
北京天地发房地产经纪 声明北京第五季节餐饮有限公 声明北京顺德易汽车 声明北京非格络绎文化有限 声明 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 声明 北京冠瑞宝科技开 作北京劲乐园中园酒店有限公 减（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493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北京宝德隆餐饮有限 声明 第北京天惠隆发商贸中心
声明
9
1
1
1
0
1
1
7
7
0
0 注公司（注册号：110105013953717）北京安京盛达金属门窗经销部，统一社会信
北京元洲装饰有限责任
声明
声明
声明
限公司不慎遗失中国国 声明 北京朗姿服饰有限公司
一
分
店
（注
册
号
：
公司（纳税人识别号：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子信息行
中心不慎遗失银行基本
发有限公司（注册 废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资936946）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销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
责任公司不慎将营业 110106006152763）不慎遗失营业
公司（税号：110105576 110115013604079）不慎遗失营
07246X3）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经股东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司（税号：91110106795110 租赁有限公司不
西城第一分公司（注册
911101050648885639）不慎将
用代码：92110111MA00E2Y724，现拟变更为
销
公司第七分公司不慎遗
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1000 739C）不慎丢失北京增值税普通发 慎将税务登记证正本丢 879011）不慎遗失北京增值税普（税号：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责人：梁和平，清算组成员：梁和平、 请注销，清算组成员：魏兵兵、魏晓 企业组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
执照正本（注册号：1101050 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业执照正本，税务登记证正本 号：110115017196276）不 91110112684391072F）作废 由人民币600万元减至人民币50万
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底联）2 业分会（税号：11010840000947 号：110000450225337）不慎遗 12269210
1
1
0
1
1
5
5
6
9
4
5
5
0
0
X
，
发证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税 声公章、发票专用章、财务专用 公元，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公徐梦达、
）、税务登记证正 110106755275053），组织机构代 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003030901，账号：0106014190 票3份，发票代码：1100172320，发 失，税号：110105676617通发票，发票代码：1100171320，日期：2011年 3月 15日，发证 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赵文艳、北京北电华明物业 公霞，组长：魏兵兵，请债权人自见报 任公司。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
份，发票代码：1100172320，发票 7）开具的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 1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京税证字：本（证号：110105695002028
110
）码证正本，代码号：75527505-3，110105002968391，声明作废 000777，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 票 号 码 ：08453561、08453562、131号，特此声明作废。 发票号码：31518408，特此声明
之日起 45日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 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号码 ：27510870-27510871，声 份，发票代码：1100171320，发票
向本公司提出债券债务或提供相应 告管理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自见
机关：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北京 115099777468），声明作废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告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明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告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作废。
明作废。
工体北路支行，声明作废。 08453563，特此声明作废。
号码：13868444，声明作废 110113061326514）声明作废 丢失，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签名：万进礼 2017年11月15日
市地方税务局），声明作废
北京北电华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虫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北京志永艺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
北京瓯北财务咨询有限 声明 北京任和光正国 声明 北京悦而行生物技术发
金球通（北京）信息 声明 北京金祥雅阁建筑装饰工
汇金中庆（北京）资产 声明 北京市梨园虹信 声明 北京元洲世纪商贸有限 声明 中宇华友（北京）实业 声明魔触（北京）科技有限公 声明北京淑迦建商贸有 声明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注
1110102101注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MA002FE北京市多利新商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作
北京大中原科技发展有限公
（注册号：
110106015873636
），经
声明
声明
声明 北京利源吉辉商贸
程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银行
展有限公司（注册号：
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1969625）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R
司（
纳税人识别号：
1
10114
94）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92110114L21458056R，现拟变更为企业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际医学研究院不
百货商店不慎将
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开户许可证，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
限公司不慎将食品
有限公司不慎将税 一 社 科技有限公司（统
110115015291138
）不慎遗失营
正副本（注册号：
11010801555466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
销
销
销
会 信 用 代 码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通州区中仓
《内蒙古巴音塔拉油气开发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公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 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MA055551387）不慎遗失北京市国家 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许 7）、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业执照正本，税务登记证正本 废司电脑销售部 （注册号： 清算组成员：
清算组成员：衡 组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
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组长：马志永， 责人：戚雷鸣，清算组成员：戚雷鸣、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务登记证副本丢失，税号：91110106M
剑、
薛建军、
孙景泉、
李伟亚，
清算组
马志永、秦玲芳
，请债
支行，账户性质：基本存款账户，
账
A0072YR8 号：100658755160010002，核准号：J1 项目二期出借咨询服务协 注册号：110112600200证副本，税号：11010976848931 0095DX26）不慎遗失营业执 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2张，发票代 可证编号：JY2110115020110108067284255）、组织机构代 本，税号：11010657909（税号：110115055618748），组 声1101041637715）作废公章一 公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公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请债权债
李林琳、张玉华、孙金伟、北京华商 公组长：衡剑，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 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
110105685116347，特此 Y）不慎遗失公司营业执
码 ：111001371011，发 票 号 码 ：4613，特此声明作废。 码 证 正 副 本 （ 代 码 号 ：9571，声明作废
1套，一式三份，合
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号：明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 告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告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编号：1000-016972 议》合同
告公告。
声明作废
067284255），特此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签名：聂霞 2017年11月15日
声明作废中融通（北京）投资有限 照正本，特此声明作废。 000106917601，
照副本（2-2），声明作废。 23226776、23226777，
同编号：25270，特此声明作废。 675，特此声明作废。 7，声明作废
枚，特此声明
05561874-8，声明作废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64，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方圆混凝土外加剂有限公司 注北京瑞琳吉儿娱乐有限公司（注册 注 北京红纲鑫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现在开始广告（北京）有 声明 北京清水生态环境工 声明 北京永丰同鑫汽车配件 声明 北京宝华环球国际建 声明 北京华阳市政建筑工 声明北京长江树人教育信息 声明北京湘凡商贸有限公 声明司北京修源铭诚经贸有限公
北京联合雅信企业
北京盛汉唐信息技
九龙宝典传媒集团有限公
注
作
（注册号：
110111007743427
），经
（注册号：110103012403960）经股 北京明海逸城美容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声明
声明
声明
声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号：110111604165343），经股东会
限公司不慎将营业执照
公司不慎将银行基本户 声明 北京云天创源科技
咨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程有限公司第五分公
商店不慎遗失基本存款（注册号：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司不慎将营业执照正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管理研究中心不慎
术有限公司（统一
有限公司不慎将营
程股份有限公司（税
911101080695515645、
税
号
：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正 本 （ 注 册 号 ：
开户许可证遗失，开户行：中国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
销
司北京分公司（注册号：
销 注销登记，
废
11010601858194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0108007518355，组织机构代码 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110108069551564
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黄首建、销
清算组成员：陈志国、陈 92110108L63139985U，现拟变更为企业组
）不慎遗失北京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德 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社会 110106014699465）、于 2012年 号：110105761402223）不慎 账户银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黄光伟，清算组负责人：黄首建，请 公登记，清算组由王春雪、薛亚华组
吴士成，清算组负责人：陈志 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本人
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 丢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声110105014378670）作废 公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组 司911101058018688383
）不慎 证正副本代码号：76752674-5税 码：91110101MA005CDE47代码：
核 准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27日办理的组织机构代 失 报 税 盘 ， 编 号 ：0806000103000011610，
胜门支行，账号：013301417001 信用代码：91110108M
45日 成，清算组组长：王春雪，请债权人 公 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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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结
111001371011，发票号码：6336017384）不慎遗失营 税号：11010875872723
A0 07月
号：J1000069503601，开户行：北 号：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声 526745，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110108767 ，特此声明作废。
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码 证 正 本 （ 代 码 号 ：遗B64111688，声明作废
1873，核准号：J1000060584503，05YDT74，特此声明作废。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告于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申请 告 国，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0254620102546213、
025462390
告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8，特此声明作废。
明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330231864，
声明作废
公章特此声明作废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明作废。
京农商银行南法信支行，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签名：马店银2017年11月15日
务，特此公告。
2546250，特此声明作废
59239094-5）丢失，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北京中咨保险公估有限公司 （注册 北京联合华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北京京岭酒店有限公司 声明 北京紫睿阁科技 声明 紫宇国际贸易（北京）声明 北京鼎晟泰达科 声明 北京凯润德嘉业家具有 声明 北京华阳市政建筑工程有 声明北京萝米印象文化传播 声明北京瑞跃丰信息 声明北京申安铸造有 声明 北京唐观科技有限公司 声明 北京京华鲁海商贸 作北京四海联谊商贸有限公 注北京长江树人教育信息咨询有限
号：91110108782539560B）经股东 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
公司（注册号：110108007518355）减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声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声明 中融通（北京）投资
A北京艺米阳光童艺美术工作室，统一社会信
限 公 司 （ 税 号 ： 限公司第五分公司不慎遗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不慎将基本存款银行开
文化传播有限责
有限公司不慎丢失平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有限公司不慎将食
贸有限公司不慎
咨询中心不慎将
限公司不慎将税
有限公司（注册号：9111010870014622X
司（注册号：11010601130
00A
FM
A
4N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
110112786873304
）不慎遗失通用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基本存款账
T）遗失已 任公司不慎遗失税务登
执照正本（注册号：
110228015026
用代码：92110114MA00BRRF5K，现拟变更
销
废
1000万元减 销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为企业组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
台使用费发票一本，发票代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机打平推式发票（二联无金额限制 户），开户银行：北京市朝阳区金盏 728）、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务登记证正本遗失，京 户许可证遗失，账号：3337571594
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张达 资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
品流通许可证副本丢失，
110111010135909）不慎 填开已作废的北京增值税普通
5191）作废公章、财务专
少至
200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
仁、贺理雄清算组负责人：张达仁，
24，核准号：J1000100688601，开 许可证编号：SP1101141 声
员：金铂，清算组组长：金铂，请债权 公司，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
1份（全联），发票代码：记证副本，京税证字：码 3200161350，发票号码 京税证字：1101136691 版）50份空白票，发票代码：农村信用合作社，账号：01070001 110228599680857）、组织机构代 注册号：1102232524779税证字：1102247003589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公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 公人自见报之日起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 公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
将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 发票
45日内向本公司 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码证正本（代码号：59968085-7），，特此声明作废。
1100172320， 发 票 号 码 ：110102688364493号。00751159，金额：8880元，特 23061号。声明作废
111001271011， 发 票 号 码 ：03000002647，核准号：J1000016 特此声明作废
告北京开元博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9号。特此声明作废。 京逸园支行，特此声明作废。 410169335，特此声明作废 明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
告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告北京志合捷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明作废。
特此声明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签名：于学博 2017年11月15日
特此声明作废
39493500，特此声明。
13000051-13000100，声明作废 714001，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此声明作废。
统 中安迪（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北京智宸天宇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减一社会信用代码：
本人张宝龙 2017年 11 声明 北京中金天下投资基 声明北京福刚保温材料厂不 声明白鹿科技（北京）声明北京皇都机电设 声明 天佑（北京）文化传媒有 作 北京华欧同盛国际贸易有 作北京诺贝依皮革皮草有限 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
北京市建雄建筑集 声明 东视在线影视文化传媒 声明 北京世纪骏丰频谱 声明 北京鸿翔久英汽配经 声明 北京学知堂教育文化
注
911101087855144注号：110105017941590），经股东决
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
A
00E
G
声明
声明
A
0
月
9号不慎丢失二代身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咨询有限公司海淀分
（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不
金管理有限公司不慎
科技有限公司顺义
慎将银行开户许可证丢
团有限公司八分公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81R
，
经股东会决议向本公司登记机
X
23A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有限公司不慎遗
备公司不慎遗失
公
司
（
注
册
号
：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0C
T
431L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份证，
证号：
2111221983070619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资
营部不慎遗失税务登
公司（注册号：11010800731 1X。自登报之日起所有与本身份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 失，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顺义支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京税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码：91110108693233631T）不慎 废 码：91110107562062246废110106016350360）作废 销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陈 销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张
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 销记，清算组成员：马骥，清算组负责
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 号：110105009416266）、组织机 石园经销部不慎将营业执
2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500万元人
玮、
李永智、
陈镇，清算组负责人：李
5243）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 证使用的相关事情或有他人冒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行木林分理处，账号：081301010 证字：110108306613934（代码 号：10140517-0）遗失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 声 9）作废发票专用章一枚，声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 公红霞、王凤玲组成，组长为陈红霞，公永智，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公民币，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 公人：马骥，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记证正本，税号：410105196 正副本（京税证字：
1101087 用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概与本 91110105MA003KBU33，特 3000012443，核准号：J1000059 号），特此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作废。
IC卡（代码 照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
码：1100154320，发票号码：26090
用代码：
9111011375872
91110229780996653J， 构代码证正、副本及
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告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明
告
告
告
明
特此声明
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债务，
824001，特此声明作废。
428-26090450，特此声明作废
号：78689496-5），特此声明作废。 8193D，特此声明作废。 81030055X，声明作废 65011422），声明作废 人无关。特此声明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此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作废。
金晟枢（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北京柏瑞莱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中投融创（北京）咨询有限公司（注
北京）展览服务
冉旭于2017年11月 11
北京竹园居商贸中心不 声明 北京优品安泰商贸有限
北京福源达商贸有限责任 注617
北京梦公园文化 声明北京欧润科技有限公
作 公司（注册号：110105245
北京汤山大越钟表店 北京雅广视科技 声明 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1L2 注会信用代码：91110105306503102 注册号：110108016022417），经股东
声明半岛空间（
公 司 （ 税 号 ：
声明 北京星五优电子产
剑运动管理中心 （纳税 声明 中国贫困地区文化 声明艺术有限公司不
品中心不慎遗失营 声明 慎将银行基本存款账户
有限公司不慎将基本存款 声明 天佑（北京）文化传媒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H）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销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110106585845243）遗失北京国 声明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声明 有限公司不慎丢 人识别号：12100000400008220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声明 日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 作废 北京金粮满仓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将营业执照正 账户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开户行：
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开户许可证遗失，开户行：中国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
1
销
废
促进会不慎遗失税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刘 销申请注销，清算组成员：沈毛，清算
11份，
4）不慎遗失北京增值税普通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 信用代码：91110108693233 证（身份证号码：15020219910702
销登记，清算组成员：白哲、秦大钧，
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110108001430604）和 公 工商银行北京公主坟支行，账 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7029）作废公章、财务专用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
冬冬，
杨晓文，
张博
，
清算组组长：
发票代码
1
1
1
0
0
1
1
7
1
0
1
1
，发票
2419），声明作废.自见报之日起所 声 110113339681861R）作废 声 章、人名章、合同专用章、发 公张博，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 公组负责人：沈毛，请债权人自见报之 公清算组负责人：白珂，请债权人债务
1张，发票号码：04640432，发 务登记证正本，税号：110（注册号：110228006135码 ：91110108768496437F，新桥支行，账号：020000430902018 631T）不慎遗失税控盘，盘 有冒用我身份证的各类法律纠纷
章、财务专用章、人名章、 ：0200004609200146839 核 号 码 ：13853251-13853261，遗 本（注册号：1101146047011 本，代码：78861680-3，票票代码：
0000000021100156003 101500004884，声明作废 228），特此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作废。
1157，核准号：J1000102639403，编
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号准号：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日起 45日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报 告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IC卡一张，卡号：
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票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告睡眠加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
明
告
明
特此声明作废。
J1000091963402声明作废 失防伪税控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0，声明作废
权债务。特此公告
080000298381，特此声明作废。 20）声明作废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号：1000-02459436，特此声明作废 号：499912683971，声明作废 责任与本人无关。
各一枚，声明作废
拟
北京百合渡会议服务有限责任公
马力互联（北京）文化传 声明 北京航天运通科技有限 声明 北京欢乐旺星兴超市 声明 北京汇峰建设工程 声明 北京唐重中兴环保科 声明 北京巴洛克爱乐乐 声明北京梦公园文化艺 声明北京盛昌隆辉食 声明北京筑美设计装饰工 声明 北京世纪鼎源广告有 作北京瑞跃丰信息咨询 作北京清龙北凤国际教育投 遗北京宝明欢水产经营 注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5 申北京市石景山区金帆艺术培训学校 注司（注册号：
声明 媒有限公司
110106010329041），
声明 北京花雨容美容有
税号：
（税号：
公 司 （税 号 ：
团有限公司（注册
ULE4G），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请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程有限责任公司不慎 1101085限56公825司534（）不慎遗
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号：110108012451828
术有限公司不慎遗 品店（统一社会信 将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
）不慎遗失北 110108768478888）不慎遗失通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张 注
限公司（注册号：110114327120688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 有限责任公司段新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不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陈永
金晟枢（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 销青、
18 用机打平推式发票 19份，发票
失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废中心（注册号：110223废资有限公司（注册号：失部遗失公章财务章法 销博，
用代码：92110108MA00 号：110102005065873，特此 票代码：
宋冬桓、陈海霞，清算组负责人：
客基地科技孵化器（北京）有限公 销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税（代码号：75469196登 自2017年11月15日起90日内向 公宋冬桓，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
份，发票代码，1100151320，发 代码：111001471011，发票起 本，注册号：1101156043382 蕾不慎遗失专职安全员证
人章税务章各一枚，
2524779
）作废公章一
1
1
0
0
1
5
3
3
2
0
，发票
声
声
110108014309815）公章
公
110105003564238）遗失 京增值税普通发票空白票
声
司，
清算组组长：
张博，
请债权人债
记
用代码：9111010858765972
0
），
书，
编号：京建安
C
（2014
）
A
E
C
819
）遗失公章一枚，
务登记证正本，税号：110
16575358--16575375，码 ：13966631， 发 票 止 号 ：66，特此声明作废。
号码：12905659-12905675，明枚，特此声明。
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公 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告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声明作废。
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票号码：
明作废，特此声明。 明现声明作废。 告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0179543，声明作废。 7J，特此声明作废
108697689900，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13966649，特此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告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金廷天枢（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 北京艺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北京国网飞鸿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北京航科时代电子有限 声明北京鸿运吉府粮油商 声明北京博瑞思悦教 声明北京富特纳投资顾问有限 声明 北京世纪鼎源广告 作北京万企众盈管理咨询 作 北京中天宏达物业服 作北京顺香楼餐饮有限公司（统 注 一社会信用代码：
北京聚麒餐饮有限公司 声明 北京华建联造价工程 声明 北京瑞丰华盈建材 声明 博奕品联（北京）文化传 声明 公司（税号：
91110108MA004 注
北京宝顺金瑞房地产咨 声明 （税号：91110102M
注7R社会信用代码：
声明
91110106MA009J
声明 北京花雨容咖啡厅
110108553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师事务所不慎遗失营
A
00
WFCXY），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272711
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3
贸有限责任公司不慎
有限公司（税号：
30），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供应中心，不慎将
育咨询有限公司
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096655
）不慎于
2014年
6月
1
91110108723951862C
）不慎遗失北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1XG）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废
废
销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 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组 发票遗失（60张），发票代码：
媒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税
废
23T51L）不慎将北京增值税普通 业执照副本 4-1、4-3、4-4，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丢
清算组成员：
员：郭宇，林都迪，王 ，王元元，魏 销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薛 销唐世峰、胡俊涛，清算组负责人：唐
京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
将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
日不慎遗失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代码：
91110108M
A
0080
35454792X
）作废财务专用
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丢
信用代码：911101057
110108556825534
）不慎
乔，杨勋宇，张博，清算组组长：张 公俊华，清算组成员：薛俊华。请债权债 公世峰，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失，代码证号：L4111630 务登记证正本（京税证字：通用机打发票 29份，发票代码：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8 失，注册号：1101120158票代码：111001073051，发票号码：遗 失 税 控 盘 ， 盘 号 ：声801Q）作废公章一枚。特 声 88962917B）作废财务 声章、发票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公 博，
本，税号：1101050573442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号：1100164320，发票号码：415597 91110108102074107D
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特
01553502、01553503，特
111001271011， 发 票 号 码 ：0523273M，特此声明作废。 70688，特此声明作废。 01553501、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告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告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明（1）各一枚，特此声明 告 债务。特此公告
18声明作废。
110105306629629号）
声
明作废
672842091，声明作废
明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权债务。特此公告。
499913718821，声明作废 明此声明。
06-41559765，声明作废。 此声明作废。
-1，特此声明作废
此声明作废。
06003601-06003629，声明作废
北京欣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 北京创趣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北京新都会建筑装饰 声明 北京京泉宏源水技术 作北京龙安汇丰商贸有限 遗 北京红容星装饰工程 作北京晟京腾辉国际贸易 注北京永鑫佳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独角瑞兽（北京）文 北京银通安泰房地
北京新生代人力资源 声明 工程有限公司一分公
北京京耀华电器 声明 北京镔锋宏达科技有限
英俪美祺（北京）教育咨 声明北京六合众鑫企业管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8N
声明 有限责任公司遗
91110106MA004682注号：110105019457756） 经股东决 注3F57
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声明 北京中人和力文化
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110106019 有限公司 （注册号：废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销社会信用代码：
理咨询有限公司不慎 声明有限责任公司不慎将 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传媒有限责任公 声明 化传播有限公司不 声明 产评估有限公司不 声明北京龙安汇丰商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贸有限公司不慎 声明 询有限公司（注册号：
2D）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 销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销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6 废公司（注册号：
清算组成员：
关申请注销，清算组成员：郑祥永， 记，清算组负责人：张文波，清算组 郑哈利、乐悦，清算组负责人：
将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税号：
）作废合同专用 失
110112018648328）不 声代码：91110106MA002X公清算组负责人：郑祥永，请债权人自
慎将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慎遗失临时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遗失，
将组织机构代码证正、110108017556827）不慎将营业
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91110114593844021G）不慎遗
乐悦，
1张，发 司，注册号：11010501423
110108096764303）、组 1575899P）不慎将税控盘遗 声364308
成员：张文波。请债权债务人自见
公
公
声
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5M
会信用代码：
911101066976
代码号：
3484
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
D
51G
）作废报关章一枚，
慎遗失公章一枚。特此
1348
，
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
副
本
遗
失
，
代
码
号
：
号 ：110103700246618失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
本（京税证字：110108733
票号码：67599172，发票代码：
失，
税控盘号：
49993454044
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号：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45
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我公司清算
A
001E
B
35C
，
特此声明作废
81298E
，
特此声明作废。
明
明
告
声明作废
明
告
特此声明
特此声明
声明作废。
1100162320，声明作废 （2-2）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08050258-7，声明作废。 449198号），声明作废 2916-6。特此声明作废 执照副本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09676430-3），特此声明作废 4，特此声明作废。
务。特此公告。
北京世嘉和容文化有限公司 （统一 注拉法基（北京）建材技术服务有限公 北京大地方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
北京中广联艺广告有限公 声明 北京清龙北凤国际 声明北京才智邦讯国际广 声明 北京北大未名诊 声明北京鑫浩顺为餐饮 声明北京郑桂兰面食店不 声明 北京金朗博家具有限 声明 北京晋麦香刀削面馆第 作北京金日蹴局汇餐饮管 作 闻重（北京）商贸有限 作北京回龙观斌霞日用品 注社会信用代码：
北京市于涛昌商店 声明 北京洛美轩面包店不慎 声明 北京张坊晓林华美纯水
注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
91110105M
A
009R
2
册号：1101081319173
），经股东会决
声明
声明
机经销部不慎将银行基
司（纳税人识别号：110109
一分店不慎将银行基本
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
管理有限公司（统 慎将营业执照副本丢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户开户许可证遗失，开户行：
拟向公司登 销6662519220），经股东决定拟向公 销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统一社会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销售中心（注册号：11011 458）经股东会议决议，清算组成员：
告传媒有限公司不慎 断试剂有限公司 一社会信用代码：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本户开户许可证遗失，开户银
760102560000）不慎遗失北京市服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记，清算组成员：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
码 ：911101080573825640、税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招 废理有限公司
证 正 本 （ 京 税 证 字 ：（京税证字：3625291977092840
9111010
账 务业、娱乐业、文化体育业专用发票 不慎将税务登记证副本遗
91110105MA0废 码：91110105MA003B废4604241847）作废公章、销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张春、张金田，清算组组长：张金田，公成员：拉法基金融有限公司，清算组 公份有限公司、北京京威药业有限公司，
， 证 号 ： 京 税 证 字 将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
号：110105057382564）不慎将 路支行，
372423197305144317）， 19），发证日期：二OO九年十月 行：北京农商银行张坊支行，
） 不慎将营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号 ：1018000103020005101，核 （税控机打折票）
账号：11092165691050 声信用代码：
（有奖）50份，发票 失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 负责人：李恩，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清算组负责人：霍拉庭，请债权债务人
92110111MA00ALD52L，特 报税盘丢失，报税盘编号：
04YXD8H）作废公章一 声 R80U）作废公章、财务专 声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 公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税号：11019210152490 13067246424
110108584469565号，特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8
发证日期：2011年 06月 二十日，声明作废
业执照正本遗失，特此声
准号：J1000065578501，编号：代码：211000572140，发票号码：此声明作废。
1，核准号：
J1000173276001，声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告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此声明作废。
2598064U
。特此声明作废
明
明
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各一枚，特此声明 告特此公告。
告
明
枚，特此声明
3。声明作废。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100000992612，特此声明作废。 02140801-02140850，声明作废
B62140400，特此声明作废。 明作废。
27日，声明作废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明作废。
北京回龙观斌霞日用品销 声明 北京东方艺甲科 声明 北京金四环酒店管 声明 合众立仁教育科技 声明 北京天瑞祥文商贸有限公 声明 北京博视得广告有限公 作北京瓯北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作 北京瑞联慧达文化艺术 作北京云昊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注北京明创华贸国际科技有限公司 注北京世纪智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北京金草堂大药房有限公司（注册
北京金芝麻营销管理咨 声明北京昆仑盛地商贸有 声明 北京东方明星数字影视
北京零下科技有限公 声明 北京华夏凌云包装
声明询有限公司，法人：张超
声明售中心不慎将基本存款账
中 心 （ 税 号 ：声明 司（税号：110105074
（注册号：110106019141075），经股 号：110108008525803），经股东会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 （注册号：110114018610960），经
制品有限公司（统 户银行开户许可证丢失，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技有限公司（注册 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北京）有限公司不慎 911101125731543491
），不慎将
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销登记，清算组成员：王练，清算组
）不慎遗失北 579825Y司（税号：91310000780
开户行：中 号：110105017159062
废
废
交流中心有限公司
（注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回龙
16590646142Y）作废财务专 销销登记，清算组组长：祁建明，清算
）不慎遗失北京增值税 废（注册号：110108015554667）
力，不慎遗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 代码：91110114MA0072UC 911101081020173562
）不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
作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
将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
登记，清算组成员：张玉红、刘畅，清
京增值专用发票
4份，发票代码：
179357）不慎遗失北京市国
会信用代码：91110106067
理局朝阳分局 2008年 06月 10X4）不慎将金税盘丢失，金税 票 遗 失 1张 ， 发 票 代 码 ：家税务局金税盘，金税盘号：6 12062796198K） 不慎将 观支行，账号：11081401040021554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税 2925624）不慎将营业执照 号：110107015276649，特此 1100164130，发票号码：00141947、专用发票抵扣联和发票联 1份，声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 声 册号：1102291196378）声用章（防伪码：11011600276 公组成员：祁建明、侯岩芳，请债权债 公负责人：王练，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 公算组负责人：张玉红，请债权人债务
报税盘遗失，报税盘号： J1000129616601，特此声 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盘号：44-66161887573，特此 211001260010， 发 票 号 码 ：
65）、法人人名章（李云鹏）各 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00141948、00141949、00141950，特 发票代码：1100172130，发票号 明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明 公章声明作废。
明
正本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告
B63017221，特此声明作废。，核准号：
110105011099420，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61505502961。特此声明作废。
码：09224341，特此声明。
24142367，声明作废！
一枚，特此声明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告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此声明。
明作废。
11010509919668X
；合同
北京盛堂广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注北京中航润天仪器有限公司（注册
金瑞龙惠泽信用管理 声明 北京黄村浪漫如诗化妆 声明北京畅杰科技有 章（编号1101050628113）、声明北京塞尼福辰化 声明 北京苏阳管业有限公 声明北京宏元法泰文
北京安泰世纪投资管理合伙企 作北京中投信达投资担保有 作北京学培教育科技发展有 作北京良一正达商贸有限公 注社会信用代码：
北京古茗源茶叶有限公 声明 冯建吉不慎将普通话水
北京市奕登峰 作废业（有限合伙）
91110114MA007E 号：110101011560520），经股东会
声明 北京中教全纳教育科技
声明 （北京）有限公司不慎遗
有限公司不慎将银行开 声明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品 经 营 部 （ 税 号 ： 限公司不慎将组 财 务 章 （ 编 号 工用品有限公司
平测试等级证书遗失，失基本存款账户银行开户许可
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5U0K），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销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化交流有限公司 商贸有限责任
户许可证遗失，开户行：中国建
码：91110108097714498L）遗失 废911101085996669913） 公 废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废司（注册号：11011101216销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不慎遗
1101050628111）、 法 人 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丢 正、副本（注册号：
清算组成员：
1101150073 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丢
设银行北京西永乐支行，账号：（注册号：110108010043190）、证件号：622901199107153036，
证，账号：110010794000530219 230805197809010423
常举斌、李桂芳、彭晶、申红欣，清算 公登记，清算组成员：汪海波、杨光，清
失北京市商业企业专用发票（万 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丢
公章、合同章、发票专用章、财务 声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 声码：91110109061325466 声6552）作废发票专用章一 公组负责人：
章（王玲）、发票章（编号
22805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11001018100059000421，核准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税 号 ：证书编号：1116002000499，等
68，核准号：
J1000162964601，
声
公司不慎将基本存
常举斌，
请债权债务人自 算组负责人：杨光，请债权人债务人
失，
注册号：
1101050134
失，
注册号：
1101080101
失，
代码号：
318090923
元 版 ）25份 ， 发 票 号 码 ：，特此声明作废。
专用章、执行合伙人人名章（蔺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
110224765022711）特 81916，特此声明作废。
1101050628112） 各 一 48853，特此声明作废。 （税号：
号 ：J1000041101803，账户性 110108799985508）。声明作废 级：二级甲等，考试时间：
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
明
明
3）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明枚，特此声明
明
告
19654826-19654850，声明作废
2016.01.09，特此声明作废。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光华支
声明作废。
建琪）特此声明。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质：基本户，特此声明作废
此声明作废。
款账户银行开户许
枚，特此声明作废
行，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上地金辉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盘古泰斗线缆有限公司（注册 注（注册号：
北京隆瑞伟业商贸中心 声明 北京中协诚信息 遗失声明 声明 北京博瑞吉棋牌 声明北京龙安汇丰商贸有限公 声明 北京玉蓝亭酒家（统 可证丢失，开户行：作华信幸福（北京）金融服务外
110108004952504），经股
声明 不慎将银行开户许可证
声明 北京反邪教协会不
），经股东决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作 北京继华堂中医研究院 作 北京港城一品餐饮管理有 作羽贝卡服装服饰（北
会信用代码：
司不慎将银行开户许可证 21101一社
京）有限公司（统一社 注销号：110112013297909
咨询有限公司不 三和迅洁（北京）信息技术 俱乐部不慎遗失（基本户）遗失，核准号：J100016061
清算组成员：北京金五星
08MA00W2517H）不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 废 91110105MA009FKN2R）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废 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统一
慎遗失税务登记证 遗失，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记，清算组组长：王利，清算组成员：销注销登记，
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金五星投
9111010 公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 废声会信用代码：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9301，账号：02000805090002785719遗失，
慎将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 市怀柔区支行，账 声码：
作废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李
王利，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声
声
91110105318232581
正本（京税证字：1101035 公司北京延庆支行，账号：328557
公
91110106M
A
003L
A
P9H
）
63579239758
）作废公
MA002KBY05，作废公司发 明
110017132
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特此
191881核准号：J100010112090 （注册号：110223273811 不慎遗失北京市丰台区国 1101051197193）、 税务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0， 发发票代码：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桂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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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明
章一枚，特此声明 告债务，特此公告。
4）公章声明作废。
00312289）声明作废
票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司北京四元桥支行。特此声明作废 218097票94，号 码发 ：票218代097码84、：号：150101040030 明声明
1。声明作废
告
权债务。特此公告。
1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登记证正本、副本（税务
家税务局代开的北京增值
北京瑞科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注（北京创悦空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梦幻在线上网服务有限 作北京智清科技发展有 作 北京盛汉唐信息技术有限 作北京兴华茂源建筑工程有 注（注册号：110101015486216
（证号：京税证字 110112 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 登 记 证 号 ：声明限北京龙安汇丰商贸有
995，核准号：J1000作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用代码：
声明 公北京久石互动广告有限
·
），经 911统101一057社475会4752信22），经股东会
司 （ 注 册 号 ： 声明 诺华（中国）生物医
公 司 （ 注 册 号 ：12190705157733312、209，75发57票54、号08码664：035800402，编号：
110105801736843）、 组 110106019364308
学研究有限公司北 765520200000号）、组织 联）1份
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110105013510572）不慎遗失营业
， 发 票 代 码 ：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
销组负责人：王玲，请债权人债务人自
废911101126631220848
） 遗 废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废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慎将营 496、08664655，发票代码：
911101146336017384） 废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王玲，清算 销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京分公司不慎将《外商驻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及 IC1100162160，发票号码：
登记，清算组成员：杨锋、极冰文化
代码：
9111010555142
码：91110115802862534
失公章、财务章、人名章、合
业执照正本及税务登记证副
作废公章、
合同专用章、财
清算组负责
1
1
0
0
1
7
2
3
2
0
，
发
票
号
码
：
100001120878，
（税号：
110105567431725
），组织
公
声
声
声
公
声
卡（代码号：76552020-0），02874199，已盖发票专用（代码号：80173684-3），本，税号：110106348429166。09378369、09378367、0937 特此声明作废 明同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特 5080B） 作废公章一 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 明0）作废财务专用章一枚，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人：
杨锋，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
、 、 、 、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号：京机构、三资企业备案登
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本版广告为信息资讯，不作为签订合同及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56743172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明枚、特此声明。 明一枚，特此声明
特此声明作废。
记薄》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作废。
8769。特此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此声明。
章，特此声明。
5，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作废 。

沙发翻新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美体中心不慎将营
商店不慎将组织机 有限公司不慎将组 开户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永定支 照 正 、 副 本 （ 注 册 号 ： 美体有限公司不慎 业执照正本、
份有限公司不慎将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将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遗失，
码：91110229MA0019EF9G）不慎 91110108M
专业定做办公 、民用沙发 、换皮面 、
A00BE5K0L）不慎遗 不慎将税务登记证正本遗 构代码证正副本丢失，代
统
发票
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丢失，行，账号：0504001003020011239，110106014671672）、税务登记证 将税务登记证副本丢失， 社 会 信副本丢失，
布面 、沙发套 、椅套及布艺制品 码：91110229MA0019EF9G）不慎 代码：
用 代 码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
1100153320，发票号码：失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
北京市明利沙发厂
将税控盘遗失，税控盘编号：04862279号：110000018018099，特
码
：1100172130，
发 票 号 码 ：失，税务登记证号：110112 码号：L16804305，特此声 代码号：69326550-2，特 核准号：J1000064797101，编号：正本（税号：110106590629035），税号：110105688366018，一911101066750876188，
04862303（共 25张）。

北京万鑫亿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MA007BTU52）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清算组成员：高玉苓、高大龙、张真
真，组长：张真真，请债权人自见报
之日起 45日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

。

声明

。

本版广告由北京宏远盛世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声明每周二公告登报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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