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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警确认前间谍神经毒剂中毒
英首相警告或抵制俄世界杯
英国警方 7 日认定，受英国庇护的前俄罗斯“双面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女儿
遭神经毒剂袭击，警方将以蓄意谋杀为方向推进调查。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同一天确认，
如果发现俄罗斯牵涉其中，英国政府可能考虑在官方层面抵制今年俄罗斯主办的世界杯
足球赛。

韩拟加重刑罚职场性骚扰

“蓄意谋杀”

韩国政府 8日宣布一系列新措施，
加重对职业场所性骚扰的刑事处罚。近
来，韩国政界、文化界和商界频繁曝出职
场性骚扰和性侵害事件，惩治呼声高涨。
韩联社报道，根据新方案，职场性侵
的最高量刑将从 5年上调为 10年，法
定追诉期从 7年延长至 10年；职场性
骚扰的最高量刑将从 2年上调为 5年，
法定追诉期从 5年延长至 7年。
韩国政府还打算对包庇、忽视或教
唆职场性骚扰的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例
如，私营企业总裁如果对员工递交的职
场性骚扰投诉视而不见，今后可能面临
牢狱之灾。法务部正考虑把最高处罚措
施从 500万韩元（约合 3万元人民币）
罚款提升至监禁。
韩国近来曝出多桩职场性骚扰丑

斯克里帕尔 66岁，与 33岁女儿尤利 “状况危急”。除一些参与紧急救治斯克里
娅 4日被发现在英国威尔特郡索尔兹伯 帕尔父女的工作人员需要就医外，英国
里市街头长椅上昏迷不醒，警方反恐部门 《太阳报》报道，两名警察出现眼睛痒、气
随后介入调查。初步诊断显示，两人“疑似 喘和起皮疹症状。
神经毒剂是有毒化学物质，可破坏人
接触不明物质”，生命垂危。
警方反恐部门主管马克·罗利 7日晚 体神经系统正常传导功能，引发呕吐、呼
确认有人蓄意用神经毒剂袭击斯克里帕 吸急促、神经麻痹等症状，能迅速致人死
尔父女，“（我们）确认一种神经毒剂是引 亡。最具代表性的 4种神经毒剂分别是塔
发（两人）症状的原因，正以蓄意谋杀（为 崩、沙林、梭曼和 VX。
消息人士 7日告诉英国天空新闻频
调查方向）加以应对。同样确认的是，我们
道，斯克里帕尔父女和一名最早赴现场处
认定这两人遭到有针对性袭击。”
罗利没有说明神经毒剂种类，拒绝猜 置的警官均已陷入昏迷。就这则报道，伦
测幕后主使，只说一名赴现场处置的警察 敦警方发言人拒绝予以证实。
拓展调查

英国警方的说法与医学专家先前判
断不谋而合。
依据目击者描述，斯克里帕尔父女遇袭
当天先在附近一家餐厅吃午饭，随后步行前
往购物中心，两人那时看似“精神恍惚”。医学
专家推断，从当时环境看，斯克里帕尔父女不
大可能像前俄罗斯特工亚历山大·利特维年
科 12年前在英国遇害那样，受到放射性物
质毒害。
“接触含放射性物质的毒害物后，（受
害人）可能几十个小时或数天后才出现症

状，”英国医学物理学专家马尔科姆·斯佩
林说，而“这可能是化学（物质）。”
英国卫生部首席医疗官达姆·萨莉·
戴维斯说，这起事件带给公众的安全“风
险不高”。警方和法医 7日继续封锁事发
地附近一间意大利餐厅、一家酒吧和一座
公园的部分区域，搜寻线索。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警方还将调查斯
克里帕尔妻儿之死。斯克里帕尔的妻子2012
年去世，直接死因为癌症；他儿子去年在俄罗
斯圣彼得堡过世，据信死于肝脏疾病。

煽动仇恨 英极右头目获刑

英国极右翼反移民团体“英国优先”
头目保罗·戈尔丁和副头目杰达·弗兰森
7日因针对伊斯兰教徒的仇恨犯罪而受
到刑事处罚。
戈尔丁现年 36岁，弗兰森 31岁。
去年，肯特郡坎特伯雷市刑事法院审理
一起轮奸案，被告包括三名伊斯兰教徒。
戈尔丁和弗兰森在案发地区分发歧视性
宣传单。弗兰森到被告家门外辱骂，他们
还在“英国优先”网站发布记录那些行为
的视频。
两人去年 5月被捕，受到非法侵扰
他人等 7项仇恨犯罪指控；他们拒绝认
罪。
肯特郡福克斯通镇地方法院 7日裁
定，戈尔丁犯有其中一项罪名，判处 18
周监禁；弗兰森犯有三项罪名，判处 36
周监禁。

威胁抵制

斯克里帕尔父女事件让英俄外交关
系再起波澜。
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先前警
告，一旦查出斯克里帕尔受害为俄方幕后操
纵，英方将予以“强有力”反应；俄方否认牵
涉斯克里帕尔受害案，指责英方未经调查就
发表指向俄方的推断，是一种反俄宣传。
英国内政大臣安伯·拉德 7日呼吁保
声明

持头脑冷静，说调查人员会回应“证据而
不是传言”。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同样关注这一事
件。她同一天确认，如果事件背后发现俄罗
斯的影子，英国政府可能考虑抵制在俄举
办的世界杯足球赛，
“取决于调查结果……
政府可能会看看是否派（内阁）大臣和其他
高官参加俄罗斯世界杯”。 据新华社

声明

闻，引发公众愤慨。
韩国统一部 8日说，韩民族语大辞
典韩朝共同编撰事业会理事长、著名诗
人高银涉性骚扰丑闻被免职。高银被视
为代表韩国文坛的诗人之一，是诺贝尔
文学奖热门候选人，但不少人揭露他性
侵文坛晚辈。
韩国 MBC电视台“PD手册”栏目 6
日晚揭露知名导演金基德常年性侵女演
员，多名受害者现身这档节目，控诉他的
罪行。金基德随后与外界断绝联系，拒绝
回应媒体质询。下届总统热门人选、忠清
南道知事安熙正 5日被曝多次性侵女秘
书，次日辞职。执政党共同民主党随后开
除他的党籍。韩国话剧知名导演李润泽被
曝性骚扰多名演员，上月 19日召开新闻
发布会向受害者致歉。
据新华社
英国《卫报》援引法官贾斯廷·巴伦
的话报道，戈尔丁和弗兰森的言行并非
行使言论自由权，而是展示并引燃针对
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徒的“敌意”。
巴伦说：
“毋庸置疑，他们意图利用
坎特伯雷发生的案件满足自身政治目
的，引起人们对被告种族、宗教和移民背
景的关注。”
“英国优先”2011年创建，宣扬白人
至上主义，反对文化多元化。这一政治团
体在英国任何级别的议会都没有席位。
去年 11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转发弗兰森所发布三段含有煽动仇恨
内容的视频，遭致英国政府和民众不满。
至少三个与“英国优先”相关的社交媒体
账户随后被关闭。特朗普今年 1月澄清，
他的转发并非认可弗兰森的行为，也无
意在英国诱发仇恨犯罪。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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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不慎将银行开户许可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752E
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 北京万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
格 证 书 （ 编 码 ； 贸易有限公司（税号： 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许可证，开户行：中信银行北京崇
务所有限公司不慎遗 证遗失，开户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 一 社（北京）有限公司（统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销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许 销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92110111MA00C9YX31），现拟变更为企业
失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销杨玢，
废
会 信 用 代 码 ：失营业执照副本（220101322013013319850406036
证 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
2），统 股份有限公司海淀支行，账号：04010
清算组成员：许凤英、符强、符 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段迪，清 组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本
文支行；账号：71122101826000347 艳，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
） 不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
4），医 师 执 业 证 书 （编 码 ：110105580816769）不慎遗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清算组负责人：杨玢，请债权人债 公凤英，
书编号：bj0063379，专业：建筑 09LB
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未
00103000009946，核准号：J1000005 声码：91110105551374279
声代码：911101055674857公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
正副本，税号：43082219730 91110101096443665G
家琛。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公算组成员：段迪、王春杨。请债权债
码 ：91110112571237300D，03；核准号：J1000045286802，开
2XT）不慎遗失营业执 3112776，声明作废
E
）作废合同专用章一枚，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20101322013013319850406036 失报税盘，报税盘编号：
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工程，
考试年份：
2013年，遗失，
963501，编号：100000465037，账户
明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告债务。特此公告
告
告北京金鼎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统
声明作废。
户性质：基本存款账户，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照副本，特此声明作废
31N）声明作废
B
63038483，声明作废
（2-1）、（2-2），声明作废。 757700092X。声明作废。 性质：基本存款账户，特此声明作废 明特此声明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签名：王春艳 2018年3月9日
4）。声明作废
北京华坤广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北京华晟洋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本人刘鸿庆 （身份证
北京市东城区杏花餐馆（社
北京市房山区豆店宏宾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中视融通（北京）投资顾问
金运宝多媒体技术（北京）
岳海峰遗失了
2013
卢育娟不慎遗失中国传
华信建业投资管理
（
北京）
有
北京市通州大中印 声明 北京酷裤秀服装店 声明 会信用代码：1101031957** 声明 北京创界视觉文化发 声明 小卖部（税号：11022554 声明 年参加考试取得的金 声明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银行开 声明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 媒大学毕业证书，证书编 作 北京福豪科技有限公司 作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减（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减532J）经股东会决议，现拟向公司登
911101146843注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34312 北京马池口龙华种植基地（统一社会信
230206198805281638）
95049U）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 1101032200018）经股东会决议，拟
用代码：92110114L154206929），现拟
刷厂不慎遗失印刷
展有限公司（统一社 0904164L0）不慎遗失通用手工发 融经济专业中级经济师职 行：
不慎将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
110108553115246）不慎遗失北京 号：100331201005001416，入学 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废 9111010833552835XL） 公 资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资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1224）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户许可证（基本存款账户），开户 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二联
注册资本由 销 算组负责人：刘洋，清算组成员：刘
由原注册 变更为企业组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
书丢失，证书编号：BJ0068759，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 （注册号：1101086 丢失，许可证编号：JY211010709959 会信用代码：911101056857 票（三联百元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人民币 1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5 洋、周璐。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
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00型为有限公司，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
称 ， 证 书 编 号 为 ：京北新桥支行，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 公万元，
无 金 额 ）100份 ， 发 票 代 码 时间：二零零八年九月，毕业时间：
专业：建筑，批准日期：2014年 5（京）印证字 CBQZTT198 00551006）不慎遗失营业 11，发证机关：北京市东城区食品药 84089G）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50份，发票代码：111001375011，）2013001110012013110620
核准号：J1000138 111001271011，
声
91110106M
A
017M
2M
公
公
声
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
万元人民币，
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
二零一零年六月，专业：新闻学（媒
章、发票专用章、法人（赵旭
发
票
号
码
350302，
账号：
020000430902025
月 25日，签发日期：2014年 1000092，声明作废
品监督管理局，发证日期：2017年
3
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
发票号码：
0511900105119050，
务，仍由本人承担。
明
9T
）公章声明作废。
明 冬）人名章作废，特此声明。 告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告象思科技（
告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签名：邓连荣2018年3月9日
执照正本、副本，声明作废。
18182651-18182750，声明作废。 体管理方向），声明作废。
副本，声明作废。
8986，声明作废。
000471，声明作废
月 24日 声明作废
月10日，声明作废
权债务。特此公告
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注北京雨凌伟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注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北京金网格广告有限公
北京巨益隆餐饮管理有 声明 本人不慎遗失二级建造 声明 北京京泰佰特厨房
北京山骄市政工程有限公
北京通达利建建筑材料厂 作 金运宝多媒体技术（北 遗黄晓雷不慎遗失 2013年 减德润天宇国际体育运动管理（北京）
本人黄德鹏系北京市亿 声明 北京市东城区杏
北京全程通信息技术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北京中岛眼镜有限 声明 嘉律师事务所律师，执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信用代码：
9111010806133336XF） 册号：110108010563074）经股东会 北京香豆儿食品店（注册号：110108604
司（注册号：1101070063
司不慎遗失银行客户许可
第二厂（统一社会信用代
师执业资格证书，姓名： 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31792）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91110111551418921Y）经股东会决 经股东会决议，
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遗失北京市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
责任公司不慎遗失
花餐馆不慎遗失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销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474694），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式，变
证，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通
码：91110111330304437X）不慎 陈保同，出生年月：
码：91110108762195852L） 不慎于 废 京）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失考取的北京市二级建造 资议，
销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1988年9月，
记，清算组负责人：侯庆玲，清算组成 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本人承诺
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负责人：
王小城，
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州区支行，账户性质：基本存款账户，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业证不慎遗失，执业证号：
2015年10月
10日遗失北京市工业
师执业资格证书，机电工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副 110107757742620），组织机构代 企业专用发票（空白票）25份，发票 声 信用代码：9111010109声程专业，编号：BJ006090 公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600万元减
电 话 ：税务登记证正本（京税 00E8UR79不慎丢失营业执A发票5份，发票代码：2110015601 专业：市政公用工程，编号：本，
账号：11001009100053021838，核准 信用代码：91110107L85011101200010192604，
少至人民币 50万元，请债权人自见 公清算组成员：王小城、李雪莲。请债权 公员：侯庆玲、范春华。请债权债务人自 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未结
）公章、发票
13910391567，特声明作废。证字：11010157031212 照副本，特此声明作废
J0049386，发证单位：北京市人 税号：110114593865 码证正副本，
号：J1000006572703，编号：1000-02 236847，声明作废
代码号：75774262-0，代码：111000811011，发票号码：明 6443665G
30，发票号：10669654-10669658，B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 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告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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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声明作废
专用章声明作废。 明4，特此声明。
2018年3月8日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特此声明！ 682，声明作废。
127315，特此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签名：宛玲玲2018年3月9日
0078476-0078500，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东南浩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北琴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 北京博瑞丰视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北京百创文化创意有限 声明 微软（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艾丝秀美容美发中 声明 北京派森百橘园饮品有限
北京叁石影视文化传媒 作北京硬壳商贸有限公司 作北京昭明麦思科技有限公 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李海涛不慎将北京市 北京迦美商贸有限公 声明 北京莲花山蜂产品专 声明 北京京融和泰投资 北京叁石影视文化传 有限公司不慎将银行基
91110101718
91110105MA00BT4 注（注册号：110105006491160）经股东 北京青龙湖郑晨饭店 （注册号：补
公司北京分公司不慎将银 声明 公司不慎将银行基本开
员 工 LINYING女
7862413），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减社会信用代码：
心不慎将银行基本存款 行基本户开户许可证遗失，开户银
U
78）
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
2007年度二级建造
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
媒有限公司（统一社
咨询有限公司不慎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注册号：1101050184219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110111600338095），现拟变更为企业组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销
资
销
废
废
士，美国国籍，护照号码
户许可证遗失，开户行：中国银
账户开户许可证遗失，开户行：行：中国工商银行管庄支行，账号：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姚家园路 486768669，不慎遗失劳动局 师（市政公用工程）执业资格 码 ：911102293065900822）用代码：93110229665634876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副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 本户开户许可证遗失，开户行：中 30）丢失公章、财务专用
余模清、梁海、何朝晖、陈陶阳、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 登记，清算组负责人：何雁，清算组成 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 声章、法人人名章、发票专用 声110108080499453X）作废 公员：
北京农商银行西北旺支行，账
杨玉欣、张凝、姚吉松、颜涛，清算组 500万元减少至20万元，请有关债权45公员：何雁、冯士俊。请债权债务人自见 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
08CDQ92）不慎遗失营业执 四支行，账号：151178817，核准
负责人：姚吉松，请债权人债务人自 公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
颁 发 的 就 业 证 （号 码 ：证 书 遗 失 ， 证 书 编 号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特此 X），不慎将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本，税号：110101584461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号 ：0415000103000001890，核 0200006809006860367，核准号：J10
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00079108401，编号：1000-0121645 支行，账号：340265567132，核
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
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特此声明作废。
告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告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签名：郑晨
2018年3月9日
准号J1000179407901声明作废 A13042177），特此声明作废 BJ0009141，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782，声明作废。
号：J1000184098301，声明作废。 明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明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告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准号：J1000083103601声明作废 9，声明作废。
北京动感家族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北京利德智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注北京泛美世界国际体育文化发展有限 注社会信用代码：
（身份证
北京博诚盛唐文化传播有限有限公司 作北京金帅商贸有限公司 作北京奇点东方教育咨询有 注北京合创纵横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微软（中国）有限公司 声明 张永超遗失二级建造
北京嘉帆建材有限公 北京金源兴隆商贸有 声明 北京马坡顺祥农副产 声明 北京京融和泰投资 北京博诚盛唐文化 作（注册号：110105017226684）作废公章
北京艾莉迪娜健身服 本人刘红刚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4831415 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669
91110114MA002M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3 032G）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132325197304225417） 声明 员工郑书仁先生，香
83），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 销145738W）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 销99562872B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品市场中心不慎遗失 咨询有限公司不慎 传播有限有限公司 废（编码：1101050635697）、财务专用章
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不慎将一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
师执业资格证，考试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 销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组长：
销
港
地
区
，
回
乡
证
证
号
：
废
废
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刘东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于
丢失，
证书编号：
0264960，
专业：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建筑工程，批准日期 2009年 9H0031181702，不慎遗失劳 年度：2012年，级别：二级，专 码 ：91110108055604565Y）用代码：91110229MA006TD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声（编码：1101050635698）、合同专用章
91110101101219239U） 码：91110108318116871 公洋、
鲍 、马宝国、黄莹，清算组负责 公责人：
邓连荣，清算组成员：邓连荣、张宝
李记功，清算组成员：李记功。请债 公小 ，清算组成员：于小 。请债权债 公娟，
刘东洋，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信用代码：91110112MA003 月 6日，签发日期 2010年 3月 动局颁发的就业证（号码：业：建筑工程，证书编号：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特 K54）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 代码：91110113762960761 本 、 副 本 ， 代 码 ：本（注册号：11010501722 （编码：1101050635700）、地税章（编
A）作废财务专用章、公章 告人：
作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各 声明各一枚，特此声明
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码：05343336）、法人人名章、发票专用 声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告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告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A7U06，声明作废
G15060693），特此声明作废。BJ0052697，声明作废 此声明作废
明
明
告
本，特此声明作废。
1日，声明作废
D，声明作废
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58446178-2，声明作废。6684）声明作废
一枚，特此声明
务，特此公告。
北京金泰富地金星园生态
北京共享生辉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北京万源兴京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北京推客邦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社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
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员
中天智行（北京）国际会
北京辉腾轩业仪器设备有
本人周政伟不慎将信
海外国际旅游集团有
北京博诚盛唐文化
北京金帅商贸有限
北京缘木建筑设
高李咨询（北京）有限公司（统一
北京欧亚捷运国际货运代
声明
注
声明
注
注
注
声明
作
北京洋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
作
作
声明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
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
A
001FJC
2
号：110106017720845），经股东会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
A
00
会信用代码：91110114690015444N
）
工
T
SEN
GY
EN
H
SI
议展览有限公司不慎将（曾元曦）先生，美国国籍，护照号
息系统监理师证书丢
限公司北京庆祥南路
限公司（税号：1101057999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开户行：上海浦
公司（统一社会信 计有限公司不慎 传播有限有限公司 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废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 废理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销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8UG988）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U）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销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 门市部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用代码：9111010110121
失，考试年度：2011年度，级 银行基本开户许可证遗失，开户
记，清算组成员：赵林，王志刚，清算 销记机关申请注销，清算组成员：刘佳、销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邓燕、龙
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组长：李玉琴，清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声9111022831807793XR）作废财 声G5BG9R）作废公章、财务专用 声会信用代码：9111010267 公组负责人：赵林，请债权人债务人自
园支行，账号：91310154740004844，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行：北京银行石园支行账号：码 505883522，不慎遗失劳动局 9040）不慎遗失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
别：中级，专业：信息系统监 01091248900120108007316，核
49份，发票代码：111001171011，发
卫国，清算组组长：龙卫国，请债权人
韦丹，
清算组负责人：
刘佳，请债权人
算组成员：李玉琴、李素琴，请债权债
公
公
公
核准号：
J1000174297801，
编
号
：
副本（京税证字：1101050
本，代码：
080479479，
章、法人人名章、合同专用章各一
6647154G
）作废合同专用
9239U
）不慎遗失营业执
发 的 就 业 证 （ 号 码 ：票号码：04514315-04514350，04514 1000-02734455，账户性质：基本存 91110115MA00B4XX8U，特
理，证书编号：11144110057，准号：J1000127638301。声明作废 A颁09115543
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清算 告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明章一枚。特此声明 告见报之日起
99821801），声明作废 明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明枚。特此声明
告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特此声明作废 301-04514313，声明作废
照正副本，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款账户，特此声明作废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特此声明作废。
此声明作废
恒居（北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北京精诚众网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注 减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
北京双鑫汇科技股份有
北京博诚盛唐文化 作 北京鑫亮皮毛商贸中心 作艺彩飞扬（北京）国际广告 作 亿企创业（北京）企业管理 减北京建有医药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北京洋恒网络科技有限 声明 北京远宏洋制冷设备安装
华信建业投资管理
北京奇点东方教育 声明 北京海龙盛世广告有
北京臻品堂文化发展 北京杨学华运输 公司不慎将银行开户许
信用代码：9111010567992258XC）注北京腾越州经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A002G3Y
会信用代码：91110114344276772 注册号：110105015501909
有限公司，不慎将银行开户 声明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经股东会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限公司不慎遗失基本 声明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传播有限有限公司
（北京）有限公司不慎
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U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咨询有限公司不慎
许可证遗失，开户行：北京农村商业
部
（
注
册
号
：
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资 9Y
资
销
销
废
废
废
码：91110108M
A
007N
A
G
2Y
）不
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将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核存款账户银行开户许可证，
可证遗失，开户行：中信银行北京
不慎遗失
2014年
5月
20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
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房山支行大石窝
准 号 ：J1000011499502，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110113604252076） 不 东大桥支行，账号：711161018260 分理处，账号 101700010300001172 慎遗失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日办理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9111010109869189X3） 信用代码：911101090741 代码：91110105MA017G 1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万元，请 家旺，清算组成员：胡家旺、杨明伦、 记，清算组成员：姜证严、雷振、孙鹏， 民币
8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0万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 账号：
清算组组长：姜证严，请债权人债务
13707151601001478 代码：91110108080524583 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0134285，核准号：J100014798940 8，核准号 J1000176263901，编号 份，发票代码：1100174130，发票 正、副本及 IC卡（代码号：声 作废公章、人名章各一 声33623R）作废公章一枚，声 6D47）作废公章一枚，特 公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公江陈超、郑维彦。请债权债务人自见 公
公
元，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9111010833552835XL， 特 08318116871A，声明作废 0，开户行：
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广发银行北京西 Y，声明作废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告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告求.特此公告
明 此声明
明特此声明
特此声明作废
告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号码：06462986，声明作废。 09982180-1）声明作废 明 枚，特此声明
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三环支行，声明作废
此声明作废。
1，账户性质：基本户，特此声明作废 100002826925，账户性质：基本存款
账户，特此声明作废
统一社
北京千山明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 北京易乐享生活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北京鑫锐通达土石方机
北京大华伯爵国际家具
中鲜网（北京）咨询服务 声明 北京九鼎星光家具有 作 中优联创（北京）文化交流 遗 持证人姓名：刘建波，考试 作北京东聚源贸易有限公司 注北京梯菱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雨凌伟业文化 声明 公北京华晟洋商贸有限
北京著鸣文化发展有 械租赁有限公司不慎遗
刘昊丢失二级建造师 有限公司（税号：
声明
会信用代码 91110105330401720F）注北京赫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注册
会 信 用 代 码 ：
号：110114018486158） 经股东决 注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9B注社91110106M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声明 职业资格证书，级别：
911101
司 （ 注 册 号 ：声明 北京万祥百利百
年度：
2
005年，
丢失证书名
中
心
（
注
册
号
：
经股东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限公司遗失：北京市
A0014DA8Y）经股东会决
货商店不慎遗失
发展有限公司不慎 1101032200018
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3U
0F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机构信用代码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1101050151
08597724377A
）
，于2017年12月
）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证（代码：G1011011105074390C），88253），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二级，专业：建筑工程，证书 04日不慎遗失北京增值税专用发 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 废 1101082754006）作废公 失 称：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 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销注销登记，
清算组成员：北京黑岩资 销记，清算组负责人：周伊娇，清算组 销机关申请注销，清算组成员：彭培钊，销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营业执照正本，税务登记证
本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组长：滕洁，公成员：周伊娇、马宏瑞。请债权债务
记，清算组成员：王其昌、王瀚骏，清
章、
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
书，
级别：
二
级，
专业：
机
电安
彭培钊为清算组组长，请债权人自见
开户行：
北京农商银行长阳支行，
账
号：
110105051363717
），
组织机构
票1份（第二联第三联），发票代
公
声
911101053064751640）作
公
声
声
公
2012年
11月
01日核发的营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
算组负责人：
请债权债务人自
编号：B
J0014535，考试年
110106605034960，声
册号：110108010563074，副本（京税证字：110103796
代码：91110108318385019
章、
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
装，
证书编号：
B
J0008803，
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 见报之日起 王瀚骏，
号：
1010000103000003147，核准
代码证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
码：
1100171130，
发票号码：
12177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告北京顺北供水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声明作废
明北京宏泰鑫升科贸有限公司（注册
告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K，声明作废
告申报债权债务，
735909号），声明作废 明作废
号：J1000050743903，特此声明作废 号：05136371-7）特此声明作废。 度：2007年，特此声明作废 064，金额5880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110112009282797；税务登记 明 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明 特此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东元兴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中智通远矿业投资咨询（
北京）有限
北京本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北京首设方圆机电设 声明 中亚凯达（北京）招标咨 声明 北京城建亚泰建设集团 声明 北京富丽惠美容有限公司
北京汐丹之光文化传媒有
北京奕通宏达建筑安装
北京雨凌伟业文化 声明 备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北京洪运通天美容
北京思创永辉科技有
北京鑫龙华威电力设备
声明 限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注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证正、副本，税号：1101127848作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遗工程有限公司韩继明一 注号：110106012811762
不慎将银行开户许可证遗
）经股东决 注信用代码：91110113MA018RDE25），注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GC 注（91110108318378273G
）经股东决 销911101087351137949）经股东会决
发展有限公司不慎 开户许可证，
限公司天北路店不慎 26977，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中心（统一社会信 北京市通用机打发票
询有限公司不慎将营业 有限公司，魏娜不慎丢失 失，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KY21）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开户银行：北京
）不慎遗失
失级建造师注册证书（证书 销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废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责任公司北京丰台区方庄支行，账 用代码：9111011458446 码：911101075923068115
农商银行石景山支行营业 执照正、副本损毁，统一社会信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与《资格
记，清算组成员：张洪兵、宋成娟，清 销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杨宝山，销记机关申请注销，清算组成员：张大 销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8份，发票代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本，代码：784826977；公章、法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部。帐号：
110111012815279）作废
记，清算组负责人：杨海燕，清算组
记，清算组负责人：孟表柱，清算组
考试登记表》，考试年度：2006年，
030100010300000用代码：91110115688380522U。级别：二级，专业：机电，证书编号 号：100678631980010001，核准号：J1 17157）不慎遗失营业执 码 ：111001271011， 发 票 号 码 ：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 人章（桂众印）、财务章 各一 声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 声编号：京111060701546）公算组组长：张洪兵，请债权债务人自 公清算组负责人：杨宝山，请债权人债 公伟，清算组负责人：张大伟，请债权 公成员：杨海燕。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公成员：孟表柱、苏灵芝。请债权债务
税号：110108668421155，7970。核准号：
03 0CF9T8H，特此声明作废
j1000030321
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我公司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明各一枚，特此声明 明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告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告北京凤新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号：
声明作废
BJ0010851。特此声明作废 000093859902，账户性质：基本存款
告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照副本，特此声明作废 03508462、03508463、03508466枚，声明作废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508471，特此声明作废
账户，特此声明作废。
503。特此声明做废。 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景鸿视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傅亿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统 北京山泉湖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110108017651883
我司天津哈你科技发展 声明 本人周亮（身份证号： 声明 北京兴达广源商贸 遗失声明 作微鸽（北京）信息技术有限 注北京茶懿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声明
）经股东决定，拟 注（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注110105012278069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注会信用代码：91110101MA007TE70减向公司登记机关减少注册资本，由原
）经股东决定，拟
23012119840316045
有限公司北京第六分公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北京融通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崔
9111010579997629X
W）经股东会
91110105M
A
004U
2T
07
）经股东决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X
）
，
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司与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有 2）不慎将 2014年度考取的一级 信用代码：911101126684 云松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证 废码：91110105MA001YC销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销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王锡春、资注册资本人民币5800万元减少至人 销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销算组负责人：赵旭峰，清算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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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时缴纳 建造师资格证书和 2016年度考
记，清算组成员：庞亮，清算组负责 公孙浜，清算组负责人：孙浜，请债权人债 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
60R
）作废公章、
财务专用
声
公
书编号：京
211121332305）及
人：庞亮，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
成员：
何刚、
徐雷。请债权债务人自
履约保证金人民币 204，399.00取的一级建造师增项合格证明 32858D）不慎遗失北京增 刘伟伟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 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元（大写：人民币贰拾万零肆仟 丢失，一级建造师资格证书专业
告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告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权债务。特此公告
权债务，特此公告。
叁佰玖拾玖元整）。因我司财务 为：建筑工程专业，证书编号：JZ值税专用发票 8份，发票代（证书编号：京211131436674）；明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告优德（中国）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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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秉合通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北京净空洁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北京雨枫偶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交接工作失误，造成我司商铺履 00416698，管理号：2014034110 码：130017313，发票号码：李媛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证 作北京相上影视文化传媒有 注信用代码：91110105MA003H0P45）经 注北京伟怡宏富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07C8 注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0C4 注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BGBG1 注（注册号：110101018611097），经股
约保证金收据丢失（收据号：342014110802001022，一级建 07939761-07939764； 发 书编号：京 211151652714）与 废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销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F1W），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WB78）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5）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清算组成员：卫安德（Andreas 销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销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曹 销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马艳 销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姚永强、北
0193438），现声明原履约保证金 造师增项合格证明专业为：市政 票代码：1300172130，发票 曹丽娟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码：91110105MA008J4G 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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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组负责人：卫安德（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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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霞、
余斌洲，清算组负责人：李霞，
收据作废。我司承诺如因此产生 公用工程专业，证书编号：16015 号码：08005770、0800577（证书编号：京211131545647）等 声92）作废财务专用章一枚，公dreasWerner），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公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公保，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自 负责人：李胜平，请债权人债务人自
013，管理号：201603411034201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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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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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任何经济纠纷均与北京金源
告之日起
时代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无关。 6110710003939。特此声明作废 2-08005774，声明作废。 四人注册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明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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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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