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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频发非法转移倾倒固废
生态环境部启动“清废行动 2018”
“
非法倾倒未经处理污泥 3000 多吨”“
非法转移含铜废液约 1400 吨”“挖出化工
约 5000 立方米生活垃圾非法就地掩埋”……近期，生
废料和受污染土壤近 400 吨”“
态环境部连续通报多地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的案件，并对问题较为突
出的广州等 7 个市政府负责人进行了公开约谈。 据悉， 生态环境部从 5 月 9 日启动
“
清废行动 2018”，截至 13 日已经对 80 多个突出问题进行挂牌督办。

“招数”主要有三种

据“新华视点”记者了解，
企业非法处置固废危废的“招
数”主要有三种：
一埋了之。 督察组在江苏
盐城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厂区两处区域现场组织
挖掘，一处掘深仅 1.5米即发
现散发刺激性气味的黑色污
泥，经取样鉴定属危险废物。
掘深 3米后，渗出散发刺激性
气味的黄色污水，甲苯、乙苯
和二甲苯浓度严重超标。另一
处掘深 3米发现油泥，经取样
鉴定均属危险废物。为了逃避
监管，这家企业还在一些填埋
区域上面覆盖建筑垃圾，甚至

建生产车间。
此外，连云港、盐城等多家
企业也存在填埋化工废料等危
险废物违法行为。浙江温岭市
则将 5000立方米生活垃圾非
法就地掩埋，造成环境污染。
以邻为壑。 广东省这类问
题较为突出，生态环境部在约
谈中指出：广州南方碱业公司
将 1700多吨白泥非法运至
广西贵港市倾倒；广州市番禺
区一首饰厂将产生的危险废
物违规交由私人并非法转至
广西贺州市处置。东莞市
2016年 9月有 400吨生活垃
圾运往广西藤县浔江河段非

法倾倒，倾倒点位于藤县饮用
水源二级保护区内，导致水源
水质超标，不得不暂停供水。
非法贮存。 中央环保督察
组曾指出连云港灌云、灌南两
县化工园区危险废物贮存量
多、环境风险大的问题，江苏
省督察整改方案明确要求在
2017年年底前减少危险废物
库存。但督察发现，两县化工
园区危险废物贮存量不降反
增，2017年贮存量是 2015年
的 2倍。
还有一些化工企业将危
险废物露天堆放，污染物直排
环境。

地方监管不到位

记者注意到，进行非法转移、倾
倒固废危废的，有些是如汽车维修等
小门店，但也有不少是规模很大的企
业，如辉丰公司是农药行业的大型企
业，也是一家上市公司。
为什么这些企业明知危险废物
会严重污染环境，仍一意孤行？为什
么不论大小企业都能够将大量的危
险废物“成功”处理？
记者了解到，通过正规渠道处理
危险废物成本较高，非法处理成本则
要低得多，有些相差好几倍，导致一些
企业产生违法冲动。广东省环保厅副
厅长李晖表示，现在有些危废处置企
业的含汞危险废物处置价格已提高到
每吨 2万元，而非法处置要低很多。
生态环境部土壤环境管理司副
司长周志强说，随着环境保护税开
征，有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会想方
设法非法处置固废危废。
此外，地方监管不到位是非法处
置固废危废多发的重要原因。据了解，
长期以来，各地对水环境和大气环境

很重视，但固废监管力量相对薄弱，一
些地方的市一级都没有专门的固废管
理机构，基层监管力量严重不足。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固废管理涉
及住建、卫生、工信等多个部门，一些
地方部门存在对法定职责不明晰、不
重视的问题。比如，上级部门对某地
一家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处置情况进
行调研时，当地住建部门本应参与调
研，但经过很大周折、长时间协调，住
建部门才最终同意参加。
同时，一些地方监管责任没有落
实。生态环境部介绍，东莞市对群众
多次举报的海滔环保公司非法转移
倾倒污泥问题重视不够，在没有深入
调查的情况下，即认定举报不实；群众
对辉丰公司的举报不断，还有群众通
过律师公开致函市委、市政府，但盐城
市始终没有开展深入调查，并多次以
举报不实了结案件。
调查还发现，非法倾倒固废危废多
发也暴露出一些地方危废处置能力不
足的问题。

疏堵结合找出路

固废监管正在进入环境执法主
战场。今年，生态环境部已经启动了
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
动，即“清废行动 2018”。自 5月 9日
开始至 6月底，从全国抽调执法骨干
力量组成 150个组，对长江经济带固
废倾倒情况进行全面摸排核实。
截至 13日，各督察组共摸排核
实 2097个固废堆存点，发现 1011个
堆存点存在问题。生态环境部已对 80
多个突出问题进行挂牌督办，并将问
题清单全面向社会公开，督促地方政
府限期整改，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要疏堵结合给固废危废找出
路。”周志强说，一方面，各地要对本

地区进行科学评估，加快固废危废处
置能力建设；另一方面，要充实地方监
管力量，把责任压实，形成监管合力。
同时，要通过信息化建设将点多面广
的危废产生企业纳入监管，实现危废
出厂转移等信息联网，实现来源可追
溯，保障危废得到合法处置。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建议，可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污染物排
放转移登记制度，尤其要对危险废物
处置或转移进行登记并向社会公开，
使危险废物去向明确，监管上形成闭
环，遏制企业随意倾倒、填埋危险废物
等问题。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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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本存款账户银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932），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销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销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销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92110111MA00R7TX80现拟变更为企业组
）、税务登记证 废911101060929278303，作 废 91110114592333481B）作废公 销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资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销关申请注销登记，
）不慎遗 副本（税号：11022719561204151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组织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110108633667286号，京地税字
记证正本（京国税海字正本：91110105MA004W9DXJ）不慎丢 91110105672830197B
清算组成员：马秀华、 登记，清算组成员：马玉龙，清算组 记，清算组负责人：续龙华，清算组 记，清算组负责人：王树明，清算组 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照正本和副本（统一社会信 0200291109200033984，核准号：J10 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号：
登记，清算组组长：马嫣遥，清算组 资本由人民币 1000万元减少至人 眭征西，清算组负责人：
失增值税普通类型发票1份，发票 失已作废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
6）、食品流通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声废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 声 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财务
眭征西，请债权人 公负责人：李树田，请债权人债务人自 公成员：续龙华、马宏文。请债权债务 公成员：王树明、刘梅芳。请债权债务 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
本，注册号：1101086014103 正本：110108633667286000号），
成员：马嫣遥、陈凯娜，请债权债务 公民币 200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之 公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用代码：91110116MA001R 00111854102，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
代码：1100154320，发票号码：抵 扣 联 1份 ， 发 票 号 码 ：明作废。
编号：SP1101161550086363），声 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 专用章、法人人名章（王海滨）各一 公人自见报之日起
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45日内向本公司 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
明
告
特此声明作废
HN2N）声明作废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双裕支行，声明作废 55480692-X，声明作废 52，声明作废
35017964，特此声明作废 06355372，发票代码：11001811
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明 枚，特此声明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告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签名：高景明2018年5月17日
30，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寰宇映画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统 北京宏茂顺心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北京恒义德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北京鹏翔宇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北京云上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
个体户李建华不慎将基 声明 北京东方博朗（北京） 声明 北京业锐医药科技有限 声明 北京洋洋宝贝宠物用品有 遗北京远泰安益科技发展 遗北京京源华盛文化发 注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注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CYAJ 注会信用代码：91110107399106383 注北京淳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北京东方卉景园林绿 声明 北京金荣顺鑫炊事机 声明 北京京康同利商行不 声明 本户银行开户许可证遗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注 册 号 ：减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620503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327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声明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
声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
限公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 失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失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销91110108306382179B）经股东会决 销4C），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销M），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销110105017513263
），经股东会决 25N）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2215509）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北京龙凤启程商贸中心，
镇田秀英百货商店不 化工程有限公司苗木 有限公司分公司不慎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失，开户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 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许可证（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行：
码：92110105MA00P9LNX1），现拟变更为企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何 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天津科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资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50销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艳波、魏海英，清算组负责人：魏海
代码：911101066605056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种植分公司不慎遗失税务登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京 本（注册号：1101056043069
副本（21）编号：103504927
（
统
思科技有限公司，郭秀清，清算组负
万美金减少至25万美金，
请有关债权 公责人：栗宏涛，清算组成员：李田茂、业组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
记，清算组成员：李沛、常畅、徐龙，
记，清算组组长：曹清伟，清算组成 公英，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公责人：郭秀清，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 公清算组负责人：李沛，请债权人债务 公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台湖支行，账
司北京亮马河支行，账号：404620
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
声
声
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
公
栗宏涛、赵燕明。请债权债务人自见
45
员：曹清伟、曹金玺，请债权债务人
024
）遗失公司原公章、
原财
册号：110108601545557，特 记证副本，税号：110105748 税证字：110106689226738），
91110108MA0 号：J01000067047202，声明作废。
715000103000009826，核准 明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明声明作废。
0001810100010157，核准号：J10 册号：91110105MA00G6GC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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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告天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 告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 告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告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0F9QT65）声明作废。 号：
个体工商户签名：胡必富2018年05月17日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109567000，声明作废 及分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83）声明作废
此声明作废。
债务。特此公告。
00061841101，特此声明原件作废 0D）特此声明作废
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北京中经博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懿诺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北京京楚生态种植有限公司（统一 北京硅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 泽通万润国际资产管理（北京）有限
北京集名贤管理咨询有 声明 北京市奥莲特美容美发
北京柏祺科技有限公司 注北京广源天下广告有限公司（注册
北京兴东北酒楼有 声明 焱椿（北京）餐饮管 作北京洪源利升商贸中心 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北京浩盛骑缘电动自 声明 北京京西自然商行不 声明 限公司不慎遗失银行开
北京佳雪芳颜商务咨 声明 行车店（统一社会信
注
声明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减用代码：91110105MA017T8B6Y）经 注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05926148减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FMDD减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声明 北京小熊写字文化传
声明
号：110106009382115），经股东会
厅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统一社会信用代
3G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86
），经股东大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91110106M
A
00693G
4T
），经股东决
097775303U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北京邦节晟达商贸中心，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限公司新东北老乡
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媒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用代码：92110113MA00D7K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户许可证，开户行：华夏银行股份 副本（注册号：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销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资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销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张 资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资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11010500218051
码：92110105MA00M75754），现拟变更为企
销
废
失
91110112M
A
00D
W6A
5
由原
记，清算组组长：王变红，清算组成 记，清算组成员：郭虎，清算组负责 1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20万元，请 为岩、张桐杰，清算组负责人：张桐 人民币1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200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业组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 92110114L221884654） X）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 公员：王变红、宁路芳。请债权债务人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71U）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1101056020356 有限公司北京怀柔支行，账号：4码：）、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10115314-5）、税务登记证 分公司不慎遗失税务登记
公
人：郭虎，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 公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公杰，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公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 公20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于见报之 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
证正本、副本，税号：11010 01AC355B）不慎遗失营业 声作废公章，财务章，人名章 声用章、法人人名章各一
用代码：91110105MA00EE4 信用代码：91110116MA018副本，声明作废。
10249000000328958，核准号：正副本（税号：
11010510115314
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告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 告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告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清偿或提供 告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
1000152870601，特此声明作废 5），特此声明作废
878897175X，声明作废。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明各一枚，特此声明 明枚。特此声明作废。 告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06）声明作废
L9P，特此声明作废。 CG302，声明作废
务。特此公告。
求.特此公告
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签名：陈邦节2018年05月17日
北京唐堂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减北京华电中创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 注中科德（北京）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北京联创壹家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北京集奥地质科技有限 声明 北京惠民文静商贸中心 声明 北京永乐鸣家提琴 作 北京鸿清源商贸有限公司 作四季（北京）高尔夫俱乐部 注北京华侨世家服装有限公司（统一
北京木辛汽车租赁有限 声明 公司（税号：9111010857
小鸟创想（北京）文化传 声明 馆三河市尚元足疗
A00951 会信用代码：91110108783235112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北京美熙绮裳国际贸易中心，（统一社会信用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注 册 号 ：注北京潼潼珠宝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注91110106M
声明 播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
声明 北京阿迪力文化发展有
声明
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7F1E7 注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
公司（税号：91110105M
（税号：91110108780976
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 声明 北京良乡金红双缘熟食
911101140977147460
） 经股东决 代码：92110105MA00X1KC5B），现拟变更为
N
41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7
），经股东大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A
0052H
24H
），经股东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
91110106589139362K
），经股东决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 注 册 号 证，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
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B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321206X
C
）不慎将北京市国家税
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 值税普通发票空白发票16份，发
A0042D82L）不慎丢失北京市增 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丢失，发票代 7321）不慎丢失北京市国家税务 信用代码：9111011267426废 106MA019RHQ1N）合同专 废信用代码：911101055603 销记，清算组组长：王华侨，清算组成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销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赵一 ，销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赵 资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 销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清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销记，清算组成员：王万雨，清算组负
）不慎 限公司北京丽都饭店支行，账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1011
利兵、孟宪其、陈沙沙，清算组负责 公民币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 公算组成员：张海亮，清算组负责人：企业组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
，请债权人债 公 人：孟宪其，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
码：111001173051，发票号码：局通用机打发票1份，；发票代码：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31082600257595
公
责人：王万雨 ，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 公清算组负责人：赵一
元，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张海亮，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司，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
60083）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声 用章、发票专用章、财务专用 声95397J）作废公章一枚，特 公员：王华侨。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票代码：1100171320，发票号码：26
号：800812218508091001，核准
111001071011，发票号码：00820
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1068770110687782
（
共
82份）。
日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清偿或提供相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明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明此声明
91110106592366283G，声明作废 失，特此声明作废
正本，声明作废。
告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告务。特此公告北京）信息技术有限责任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告北京维益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注册
告北京市御剑时代科技发展限公司
个体工商户签名：闫继红2018年05月17日
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403，特此声明作废
号：J1000004180702，声明作废 1MA00E02D2W）声明作废 583385-26583400，特此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作废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北京星光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
北京秦骥缘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注微时代驻（
北京东影时代文化传媒 声明 北京市市政六建设工 声明 北京万水之源广告有限 声明 亲看看（北京）文化科 声明 北京钧坤源商贸有限公 声明 北京维益技术咨询有限 声明 北京好成教育科技 作互联全程（北京）科技有限 遗北京德和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号：110302018798520），经股东会
注
注
北京朴视觉文化传播有 代码：91110112676631857X
（注册号：11010814368325），经股 注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9535487 注 北京思亚飞灵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注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北京飞龙泰达商贸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
声明 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声明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册号
110000410274685，经股东会
会信用代码：91110107M
A
01A
Y
FY
公
司
（
注
册
号
：
司（税号：
11010158086
（注册号：1102242647589
）不慎
1G），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销9L）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销91110108344233772H）经股东决 码：92110105MA00P9MU3B），现拟变更为企
程有限公司建材商店 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
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3637
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有限公司（注册号：废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失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不慎遗失通用机打平推式
）不慎遗失营
）不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业组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
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匡元堂，肖 销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深圳 销 记，
关申请注销，清算组成员：马跃、冀 记，清算组负责人：侯天绥，清算组
发票代码：11100117
000，税务登 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李丹妮、李振，清 销蓉，杨剑政，清算组负责人：匡元堂，
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110108003193728
A0 发票46份，
市铭兴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阿木古 清算组成员：思亚有限公司，清算 公斌，组长：冀斌，请债权人自见报之
发票号码：18378901-183 正本（注册号：11030201879852 110108017909553）不慎 911101087877720978） 声11022475870874X
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
本（税号：110108X00385721），会信用代码：91110105M
记证日期：2004年 02月 26公算组负责人：李丹妮，请债权人债务
打发票（21份），发票代码：11001（京税证字：1101058016667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慎遗失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
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公郎，清算组负责人：胡东科，请债权人 公 组负责人：李森智，请债权人自见报
03TGP9G）不慎遗失营业执 1011，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日起 45日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报 公成员：侯天绥。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公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78919；18378924-18378950，特 0）、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11019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声明 声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照正本，特此声明作废
73320，发票号码：22681325-226 69000）。声明作废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告 之日起
91110112589062967W，声明作废 81345，特此声明作废。
告
告
告
告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务。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签名：谢丽燕2018年05月17日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2335507161），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北京安凯惠远投资有限 明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明日，税务登记机关：北京市国地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此声明作废
号：X0038572-1，声明作废
税局，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安时顺电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注 注北京神 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注北京仪德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统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北京紫金山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减科交汇（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北京中北聚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统 注 册号：1101061633942），经股东会决议，
北京润诚鼎信商 作云南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 注（注册号：1102292047331），经股东
西部国安技术检测有 声明 北京市市政六建设工程 声明 北京刘宝华运输服务 声明 北京京石永明工贸有 声明 北京钧坤源商贸有限 声明 吐尔孙古丽·朝龙卡 声明 责任公司不慎将银行基 声明 贸有限公司（统一
注
信用代码：
91110302M
A
0098R
50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44298
声明 北京新起点照相馆不
声明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6932719
北 京 胡 必 富 商 店 ，（ 注 册 号 ：
有限公司建材商店不慎
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G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7447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A
002E
D
G
X
3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税号：1101015
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司北京办事处（统一社会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454），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本存款帐户开户许可证遗失，开户
110105601911037），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
销登记，清算组组长：张静波，清算组
资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销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宋建 销公司（委派李保宏参加）、陈恩显、蔡义
部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执照副本原件（统一社会信 80863637）不慎遗失税控器 （注册号：110105604街支行；帐号：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统91110105M
9111011废
组成员：北京安时顺电力科技发展有限 销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梁 销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行：招商银行有限公司北京建外大 社会信用代码：
清算组成员：梁帅、翟留锋、刘成 公李红霖，清算组成员：李红霖、何海 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本人承诺
10000万减少至 忠、高宁，清算组负责人：高宁，请债权
1562091768N） 不慎遗 声信用代码：91110102780
A00H5GY3R，不 1101051242182）及组织机构代
成员：张静波、张明吉。请债权债务 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860680080410001；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特
公清、李蓓琦，清算组负责人：宋红梅，请债
公帅，德。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698599）不慎将营业执照正、核准号：
本，注册号：1101066050748 慎将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特
45 成。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未结清的
1000万，请债权人自见报之 公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963413W）作废公章一枚，公人自见报之日起
码 证 正 副 本 （ 代 码 号 ：副本（注册号：11011460443 用代码：9111011267509692（机器编号：024550204151），
45日内向本公司 人民币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
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J1000062022305；编号 此声明作废
权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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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特此声明作废
副本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告
62，声明作废
8G
），特此声明作废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日起
801666769）。声明作废 6824）声明作废
务。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签名：胡必富2018年05月17日
10000223306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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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务。特此公告
此声明作废
北京乘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 北京中宇顺通仓储服务有限责任公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北京信合友诚国际科技有限公司（统
北京微时尚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北京诚拓易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北京五洲融智机电设备
北京莹盈顺意文化发展
北京宏兴盛业装饰工程
北京华丰通业科贸有
北京兴东北酒楼有
北京云小助信息
北京东方百年商贸有
北京市市政六建设工
武汉帅都环保科技有
北京市市政六建设工
91110106MA007H6 注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北 京 树 君 达 旭 百 货 商 店 ， 注 册 号 ：
91110105MA00BN注信用代码：911101085548323276），注社会信用代码：
声明
声明
有限公司不慎将银行开 声明 技术有限公司不 声明 限公司新东北老乡 声明 有限公司（税号：91110 作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遗程有限公司建材商店 注司（注册号：110106015581481）经 注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一般 声明 北京丰台区鸿喜族养 声明 程有限公司机械设备 声明 限公司不慎遗失执照 声明 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户许可证遗失，开户行：交通银行
L
18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9R8Q），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销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销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销91110113061339841M）经股东决 110112604115963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
存款账户银行开户许可证，账
生会所不慎遗失营业
1133065362467）不慎遗失北京 废 代码：9111010639757 失（注册号：1101051242 销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正本、副本（注册号：1102232
清算组成员：赵苗
赫连腾飞，清算组成员：赫连腾飞、 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北京世纪城支行交通银行北京分 慎遗失税务登记证副 分公司（注册号：11010829 增值税专用发票代开发票1份，
请注销，清算组成员：王友芝，清算 销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号 ：0200096409000028036，核
记，清算组负责人：马景纲，清算组 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本人承诺
苗、李建军、李海国、郭良才、张旭东、刘其 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任春雷、何
648526），税务登记证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
请债权人 霍尔果斯远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公成员：马景纲。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行，账号：1100606680180100229 本，税号：11010833979 58126）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发票代码：1100162160，发票号 声 63222）作废财务专用
准号：J1000088544502，开户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分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未结清的
声182）不慎遗失公章一 公组负责人：王友芝，请债权人自见报
丽，清算组负责人：张旭东，请债权人债 公晓玲；清算组组长：任春雷，
副本（注册号：11010513157 副本（税号：1101127596465
111MA019BWJ6G）不慎遗失 61，核准号：J1000050435102，账
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公（有限合伙）。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之日起 45日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 公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01063236674）声明作废 65）声明作废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告之日起
枚。特此声明作废
明
明
告
告
正本、副本，声明作废。
告
告
4145，声明作废
章一枚。特此声明
营业执照副本，特此声明作废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码：04733359，特此声明作废
户性质：基本户，特此声明作废
01），特此声明作废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签名：张旭日期：2018年05月17日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支行，声明作废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焱椿（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 注北京鉴赏空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统 注北京市朝阳团结湖贸易公司（注册号：注北京世纪建夫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注北京广电运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北京启煦咨询有限公司 作 恒同（中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作北京大拙创意科技有限公 注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
2018 声明 北京三唐轩国际医学 声明 北京智汇仙基商 声明 北京漫步天涯服装 声明 不慎将银行基本存款账
北京马池口上念头 声明 北京华晶伟业电子科 声明 北京益通腾达建筑工 声明 年本人梁海英于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30640282
A
01A
声明 北京云美佳商店不慎
声明
110105002011991
），经集体大会决
号：110104007329136）经股东决 XR）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北京金曦伟业管理咨询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335542
3月 20日，不慎 研究院（统一社会信 贸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户开户许可证遗失，开户行：兴业 废 用代码：91110000322176818C）废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销C355B）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 销522G
建东服装加工店不 技有限公司电子元器 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将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 销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销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机关申请注销，清算组成员：罗攀 码：92110114MA01ANQ6X4），现拟变更为企
销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
峰、
吕红、
邝建洲、
王叶军，
广州广电
记，清算组负责人：孔湘钧，清算组
清算组成员：
市东风工业公司，
清算组
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赵剑，
业组织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信用代码：9111011555140
用代码：91110106M
A
009T
件经营部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会信用代码：91110304MA0 司北京分公司尊享人生自助 T50P）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不慎遗失卫生许可证 0692G）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银行北京三元桥支行，账号：声 作废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 声91110105089670325C） 公人：张德成，清算组成员：张德成、赵
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清算 司。本人承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
公清算组负责人：赵剑，请债权人债务人 公负责人：王德正，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 公成员：孔湘钧。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本（注册号：1101056040825（注册号：1101146011564正副本，注册号：110108170 188EW4X
罗攀峰，请债权人自见报之
）不慎遗失营业执 卡 单 15538000000005丢
321160100100237012，核准号：J1 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 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乐、姚远，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公组组长：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告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告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日起 45日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报 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明
000144807201声明作废 明 枚。特此声明
告北京铭锐鸿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告技唯家电梯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正本，声明作废。
15）声明作废
告北京科迈隆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5836，声明作废
副本原件，特此声明作废 环正本（许可证号：昌卫
53），声明作废。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照副本，特此声明作废 失。特此声明作废！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权债务，特此公告。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签名：张孝然 2018年5月17日
监
字
（2017
）第
北京市邓特商贸公司
（注册号：
北京九州圣贤文化研究院（注册号：
北京爱依瑞斯家居用品
北京钰鑫亚伦洗衣服务
北京泰阳经贸有限公司 作 天元融信（北京）投资 作 北京市通州区殿广副食 注91110108774721370Y
北京科力通达科技发 声明 远洋装饰工程股份有限 声明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银行 声明 北京一桶水美容有限公 声明 北京华山美辰科
声明
A注（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会 信 用 代 码 ：注110108017236685），经股东会决 注110105002259608），经集体大会决议，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M
声明
声明 北京鑫天万通科技
声明
00107号）、食品经营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0194B240）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销91110105MA002YEP4T）经股东会 北京合信业城商贸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
）经股东会 销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销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销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司不慎遗失北京安全 开户许可证，开户行：中国银行 司不慎遗失卫生许可证 技有限公司（注册 许可证正本、副本（许 代码：911101127999605628）不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废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 废 商 店 （ 注 册 号 ：销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码：92110108MA00CT4J2F），现拟变更为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张晓燕、宋璐，清算 组成员：北京市东风农场东口村农工商 员：邹雪峰、马月超、张子龙，清算组 记，清算组成员：顾莹 、顾利恒，清算 企业形式，变更后的企业类型为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防范行业协会会员证书（正、副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账（证号：丰卫环监字（2017）第0383号：1101071624084）不 可证编号：JY2111419 慎遗失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发 （注册号：1101022082264）、税务 声 册号：1101080168729声 110112600070832）作废 公登记，
清算组负责人：钟刚，清算组 组负责人：张晓燕，请债权人债务人
北京合信业城有限公司。本人承
合作社，清算组负责人：王德正，请债权人 公负责人：张子龙，请债权债务人自见 公组负责人：顾利恒，请债权债务人自 新名称为：
公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成员 裴宪文、钟刚，请债权债务人 公自见报之日起
诺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未结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信用代码：911101050716用代码：9111011475672902本），证书编号：京安协证字第 号：332463125394，核准号：J10
票代码：1100174130，发票号码：登记证正、副本 （京税证字 64）作废公章一枚。特
45日内向本公司清
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明
明
告
告
告
告
特此声明作废
900459，声明作废 9C，声明作废
0910131），声明作废。 00447176，特此声明作废。 110102634375218）声明作废 此声明
1763号，特此声明作废 00146725901，特此声明作废 号），特此声明作废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签名：卞民 2018年5月17日
北京月桂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统 北京博业智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国华御苑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北京增元汇富麻核桃种植专业合作
北京爱情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注（注册号：
北京华科汇能化工 声明 北京海创贸易有限责任 遗失声明 作 北京万水之源广告有限 减北京金泰祥和国际文化传媒中心（统
声明 北京华府瑞驰教育咨询
社（注册号：110111014429985）经 注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MA017 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691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70026083 注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
110302015126143），经股东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A001RJL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北京迈拓威电子工程技术 废 公司（注册号：110108003资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MWA1G）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6950232）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1Q）经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决议，拟 销 9G），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有限公司（注册号：
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 声明 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正、副本（
请注销，清算组成员：李增元、隗淑 销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 销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110108
记，清算组成员：丁月霞、孟保国，清算组 销清、高祥瑞、高祥亮、任素兰，组长：
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朱海燕、销负责人：
注
册号：110102207112
号：110109634358303000，由于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责人：刘平，清算组成员：刘平、王璨 员：李政晔、宁鹏飞、朱玉春，清算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万元减少至人民 公 乔振中，清算组负责人：乔振中，请债权
丁月霞，
请债权人债务人自见报
2756842
）不慎遗失以下证
193728）作废公章、合同
公
公
公
声
公
李增元，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粲。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公组负责人：李政晔，请债权人于见报
3），税务登记证证、副本（京税证字 件：1、营业执照正、副本；明 专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起币2万元，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
保管不慎丢失《北京市服务业、用代码：91110304599607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日内到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告请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45日内向本企业提出债权债务或
告
告
告
务。特此公告
务。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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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权债务。特此公告。
娱乐业、文化体育业专用发票 385M，特此声明作废。 110102101445965）声明作废 2、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塔希尔（
北京）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
北京鼎晟旗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速7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北京奥润莎美容服务中心，注册号：
北京宏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注
号
：
11010876848249X
），
北京彩虹旅游管理有限公
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
北京海柱文化传媒有限
（税控机打卷票），发票代码为：声明 任公司北京办事处不 声明 司不慎将基本存款账户银 3、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信用代码：91110108MA00AH4H21）经 注 会信用代码：91110102306350935U），注（1101081572480），经股东会决议，注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MA008 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010601951 注北京金丰源裘皮制品有限公司
册号：110106016485472）经股东决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销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销AYJXA）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 销6515）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销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211000572120，发票号码为：慎遗失餐饮服务许可证，许可 行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100014代码号：76848249-X，4、公 失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梁 记，清算组成员：郎庆丰，清算组负
清算组成员：杨玉美、张守义，清算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负责人：
A00DTW00 销公销登记，清算组组长：孟祥国，清算组成
201205020205972667至20120证编号：（京食药） 餐证字 1979701，账号：10240001030000050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 声X91110228M
赵琼琼，清算组成员：赵琼琼、张占
员：天津悦享智信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公 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赵晋宁、季
立庆、边晟晖、傅晓良、李硕、孙宏
宝存，清算组负责人：季宝存，请债权 公组负责人：杨玉美，请债权人债务人
公责人：郎庆丰，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
45公
）不慎将营业执照副本 清融信控股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自
2015110101004568，特此声 54，开户银行：北京农商银行房山支 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名 明（2、 、 、 、
45日内向本公司清 公利。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告亮、周帆，清算组组长：梁立庆，请债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告 人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告自见报之日起
权人于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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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0205972700，共计34张，特
2）丢失，特此声明作废。告见报之日起
此声明作废。
明作废。
行十渡分理处，特此声明作废。 章，声明作废
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告权债务。特此公告。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告务。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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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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