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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杭州金米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注
销清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已决定解散本公司,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
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邦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销清算公告 本公司出资人已
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
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
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吴兴织里七鲜湾饭店遗失湖州
市吴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
年09月25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330502MA2B34DK4H营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韵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注
销清算公告
本公司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
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
提出要求陈星宇遗失浙江万国汽车有限公

司履约保证金协议书一份，车架
号 1FA6P8TH3H5355660，金 额
￥4000（肆仟圆整），特此声明作
废！

杭州尚佰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
江）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12月
28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8MA2B02DGXB的营业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

蒋荣良遗失浙江万国汽车有限公
司履约保证金协议书一份，车架
号1FM5K8FH8HGB10160，金额￥2
000（贰仟圆整），特此声明作废

杭州芭迪时装有限公司遗失杭
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1年3
月 16 日 核 发 注 册 号 为
330104000084050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330100691746548,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69174654-
8,组代管330100-593769-1,声
明作废。

绍兴市越城区剑胜建筑设计工作
室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2330602MA2BG-
KJQ6F，声明作废

杭州盾恩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
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3301080181944,声明作废

杭州新视界影视文化有限公
司 遗失公章（3301050094187）
、财务章、法人章（杜梦杰）各一
枚，声明作废

绍兴市越城区英林建筑图文工作室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330602MA2BGJCE09，
声明作废

杭州恩采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发票
章一枚，声明作废

南浔双林山货食品店遗失注册号
330504610066475个体营业执照
正副本各一份，声明作废。

杭州俊斌商贸有限公司注销清算
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已决定解散本公司,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
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胡婧遗失教师资格证，证书编号
20153300612000176 声明作废

杭州迈伽克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杭
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5
年02月12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33010632826363X0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公章（编号
3301060100356）、财务专用章、
法人章（江帆）各一枚，声明作

杭州余杭区径山镇密中平建筑设
备租赁站丢失浙江增值税专用发
票1份，发票代码3300163160，发
票号码，01554988，声明作废

杭州首华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注销
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会已决定解
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
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
要求

宁波点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编
号02347935,声明作废。

杭州期富盈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销清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已决定解散本公
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
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
出要求

宋巧挺遗失杭州互通留学收据120
张，编号 1704041- 1704080 .
1704001- 1704040 ，1701481-
1701520,共36万元 ，声明作废。徐子汐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N330079405,声明作废
杭州萨玛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法人章（许鑫怡）各一枚，
声明作废

安吉仪美家具有限公司遗失浙江安
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塘浦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363003
308601，帐号201000194302189；
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33052300330860K，声明作废

安吉星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浙
江增值税专用发票（第四联）1份，发
票代码 3300164160，发票号码
02747246，已填开，已盖发票专用
章，声明作废

湖州南浔善琏辉煌文具用品商店
代码92330503MA29JL4R6U拟转
型升级为有限公司原个体工商户
若有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
仍由丁琴芳承担

胡林遗失军官证,编号军字第
0432271号,声明作废

刘强遗失中华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保险发票，发票号 48000258，声
明作废

收据遗失声明：兹证明，持票人江南
星遗失已填开的上海宝龙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收款收据2
份，收费项目质量保证金收据编号：
PLDC2015 0215536 收据金额
3000元，收费项目履约保证金，收
据编号：PLDC2015 0216220，收据
金额8829.38元现声明该2张收据
作废，该收据导致的一切经济纠纷
与上海宝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
分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江南星
2018.1.7

南浔双林双明汽车修理部，统一码
92330503MA2B3KBG2P现拟转型升
级为有限公司原个体工商户若有经
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叶东
明承担

宁波宝特电气有限公司：本局受理请求人海
别得公司诉宁波宝特电气有限公司三个外观
专利侵权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专利
侵权纠纷处理请求受理通知书、答辩通知书、
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书及相关案件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三案
定于2019年4月2日下午2时在宁波市高新
区扬帆路999弄研发园B区3号楼6楼审理庭
进行口头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口审。

宁波市知识产权局

公 告 （2017）浙0213破4号

2017年2月15日，本院根据宁波以赛亚汽车空压机
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宁波以赛亚汽车空压机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至2018年12月20日，宁波以
赛亚汽车空压机有限公司资产总计6,493,745.41元，负债
总额为517,859,778.78元，净资产总额为-511,366,033.37
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
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2月27日
裁定宣告宁波以赛亚汽车空压机有限公司破产。

特此公告。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28日

公 告 （2017）浙0213破3号

2017年2月15日，本院根据宁波以赛亚汽车活塞有
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宁波以赛亚汽车活塞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查明，截至2018年12月20日，宁波以赛亚
汽车活塞有限公司资产总额0元，负债239,135,362.90元，
净资产总额为-239,135,362.9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之
规定，本院于2018年12月27日裁定宣告宁波以赛亚汽车
活塞有限公司破产。

特此公告。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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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瘦身”多个“新一线”将破千万
人口流动新动向透露城市发展全新信号

“东南飞”的孔雀如今要“开屏”

京沪迎人口拐点
多个省会城市将破千万

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北京常
住人口2170.7 万人，比2016年末减少2.2万
人，出现近20年来首次负增长。而另一座超
大城市上海，2017 年常住人口也比 2016 年
减少1.37万。京沪人口同时“瘦身”是近年来
首次出现。

与此同时，常住人口“千万级”城市即将
增加。被称为“新一线”城市的郑州、西安、杭
州等都有望加入人口“千万俱乐部”。根据“西
安发布”于2018年底公布的数据，全市户籍人
口数量接近1000万。

中国城市人口新变化，是宏观政策导向
与个体自觉选择共同作用形成的。

中央党校教授汪玉凯表示，过去是“孔雀
东南飞”——人才和劳动力涌向东部沿海和
发达地区，近年来开始出现“孔雀开屏”，很
多人愿意在省内以及中西部中心城市聚集、
扎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发布《中国流
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我国流动人
口规模在经历长期快速增长后开始进入
调整期。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国劳动
力，尤其是农民工有从东部沿海地
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现象。

近期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城

市人口版图正出现重要变化：北京

常住人口近 20 年首次负增长，上

海常住人口减少。与此同时，郑州、

西安等多个省会城市的常住人口

将突破千万。人口流动的新动向意

味着什么？透露出中国城市发展哪

些信号？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人口迁徙背后是产业转移
“新一线”城市吸引力提升

汪玉凯说，近年来，北京、上海两个超大
城市推动“大城市病”治理，收紧落户政策。与
此同时，高铁、互联网从实体和虚拟两个维度
缩小了城市之间的距离，“新一线”城市迎来
了“换道超车”的机会。

人口迁徙的背后是产业的转移。58英才
招聘研究院的研究显示，毕业生求职看重的
因素中，排名靠前的三个是经济发展快、产业
基础好和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在这几方面，

“新一线”城市近年来均进步明显。
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指出，2018届毕业

生就业首选“新一线”城市比例（37%），超越传
统一线城市（31%）。与此同时，麦可思发布的
2017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培养质量的跟踪评
价显示，2017届本科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工作的就业满意度分别为76%、74%、71%
和70%。而同届本科生在杭州工作的就业满
意度为75%，仅次于北京。

新兴产业的崛起，促使“新一线”城市不
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从武汉2017年初提出

“百万人才留汉计划”，到成都发布“人才新政
12条”，从郑州向全球发出“史上最强”招贤
令，到西安推出“史上最宽松”户籍政策并实
施“海底捞式”落户服务，“抢人大战”愈演愈
烈。以杭州、长沙、武汉为例，2017年新增常住
人口分别为28万、27.29万、12.67万。

大城市需聚焦精细化管理
避免简单“摊大饼”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要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形成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力。要推动城镇化发
展，抓好已经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的
落户工作，督促落实2020年1亿人落户目标，
提高大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我国很多省份的人口相当于一个欧洲
人口大国，省会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的首
都。”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
刚表示，这些省会城市做大做强，将有力地
辐射周边地区，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全
面发展。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米
红表示，城市新增人口尤其是中青年，是未来
消费的中坚力量，对于城市内涵式增长有很
大助推作用，同时有助于促进区域发展平衡。

专家指出，应对人口流动新变化，要关注
随之而来的公共管理新问题。“新一线”城市
不断增加的人口规模，将给城市精细化治理
提出更高要求。汪玉凯表示，从城市空间和
结构规划的顶层设计，到养老、医疗、教育甚
至垃圾处理等，都需要“像绣花一样精细”，
改变过去的粗放式发展，避免简单“摊大
饼”。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