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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杭州烜颐实业有限公司注销清算
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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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史蒂夫微微
安女装店遗失中国农业银行绍
兴万商支行基本户开户许可证1
份，核准号J3371002632601，编
号：331001339624；遗失财务专
用章、法人章各一枚;遗失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1 本 ，税 号
330621L36587205，声明作废。

杭州昊源建材有限公司 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詹佳葳遗失军官证，证号军字第
1062880号，声明作废

杭州方米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因遗
失机构信用代码证“G103
3010809835760E”现申明作废

杭州仙林苑农贸市场子文肉类
商行遗失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2016年09月23日核
发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301030773303667 的营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浙江邑道文化旅游有限公司遗失
招商银行杭州分行高新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331009938380
1；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33052309938380I，声明作废

杭州焱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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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翰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司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张
翰奇）各一枚，声明作废

临安旅游集散中心有限公司昌
化营业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 33012477928195X，声
明作废

张堃遗失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
格证，编号AG00203162，声明作废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史蒂夫微微安
女装店，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
别号）330621L36587205遗失发
票，发票代码133061760831，发票
起始号码00217201，发票终止号
码00217225。发票张数25份，声
明作废。

杭州余杭区五常街道包灵星工艺
品商行遗失2012年02月24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330184600496420,声明作废

杭州雷萨服饰有限公司 税号
91330110092031022E 遗 失
浙江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15份，发票代码133011420329，
发票号码01127573-01127587，
声明作废

杭州米未网络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杭州余杭区五常街道包灵星工艺
品商行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92330110MA2BK3FH27，声明作
废

杭州屋哩屋哩摄影有限公司减资
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注册
资本从350万元减至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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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
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杭州昱珩服饰有限公司清算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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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柯桥学德纺织有限公司解散清
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于2019年2月1日决
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联系人林学植 联系电
话18857551298地址绍兴市柯桥
区安昌镇大和村小西庄

杭州早食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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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泉泽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 税 号
330100060982923，声明作废

杭州笃初诚美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浙
江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一份，
发票代码：033001800104，发票号
码：62614283，已填用，已盖发票专
用章，声明作废

非网贷中介机构公告
我司（杭州润时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主营业务为受托企业资产管
理，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
务），相关业务合法合规，公司从未
开展过网络借贷以及相关业务，特
此公告。江干区金融办监督投诉
电话：0571-86974714。
公告时间：2019年2月13日

杭州锐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
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杭州振宗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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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余杭区五常街道包灵星工艺
品商行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MA2BK3FH-2，声明作废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史蒂夫微微安
女装店，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
别号）330621L36587205遗失发
票，发票代码133061760831，发票
起始号码00217201，发票终止号
码00217225。发票张数25份，声
明作废。

/广告

翟天临负面霸屏微博热搜

由直播时的一句“知网是什么东西”，2019
年春节期间，微博热搜有关翟天临的话题从“不
知知网”开始，贯穿始终。至 2 月 10 日早，“翟天
临同期19人论文”等话题再次登上微博话题榜，
合计阅读量达上亿次。被网友戏称是“得罪了全
国硕士博士”。

2月9日，有网友在网上曝光了其在知网上查翟
天临论文“查重率”的结果图片，这些图片显示翟天
临的论文《谈电视剧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总字数
2783的文章中重复字数1125。与该文相似的文献包
括《白孝文人物分析》和《一个有灵魂深度的人物
——〈白鹿原〉之白孝文论》

《一个有灵魂深度的人物——〈白鹿原〉之白
孝文论》出自于2006年 4月 20日的《黄山学院学
报》。作者黄立华教授2月9日在其微信朋友圈里
发出了“这个表演打假警察的人是要我起来打假
吗”以及“明星博士的工作室声明其没有学术不端
的问题，但我十几年前被其整段整段地抄袭，事实
胜于雄辩。”

网友质疑其论文抄袭

北京青年报记者总结目前网友对翟天临问题
质疑最集中的几个问题：一是疑似博士在读期间没
有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而北京电影学院规定博士
在读期间应公开发表至少两篇（其中1 篇为国内核
心刊物）由本人入学后独立撰写的学术论文；二是
目前能够检索到的翟天临唯一一篇有学术性质的
文章《谈电视剧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知网上文
字重复比为40.4%，而与此文有超高相似度的论文
作者是黄立华教授，已经在自己的朋友圈公开打
假；三是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聘用标准。

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翟天临的《谈电视剧
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一文2月10日凌晨还在知
网上能够查阅并下载，2月10日晚间在知网上已经
检索不到翟天临的任何学术性文章。

同时，黄立华教授的原文《一个有灵魂深度的
人物——〈白鹿原〉之白孝文论》仍能查阅到；而且，
北京电影学院和翟天临同期答辩的其他博士毕业
生的论文几乎都能在知网上查阅到。不过，上述论
文均非博士毕业论文。

北电成立调查组启动调查程序

北京青年报记者2月11日从北京电影学院了
解到，学校对此事件高度重视，已经成立调查组并
按照相关程序启动调查程序。学校表示高度重视学
术道德建设，对学术不端行为持零容忍态度。

昨日晚间，北青报记者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获悉，对于“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一事，该学院
高度重视，将根据其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调查结论
按规定处理。

同仁堂“蜂蜜事件”
处理结果公布：

罚款1408万余元
问责多名高管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北京同仁
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12日发
布公告，披露相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蜂
蜜事件”的处罚结果，并责成所属北京同仁
堂蜂业有限公司（下称同仁堂蜂业）立即对
涉事产品依法召回，对相关经销商按照合
同承担责任，并对事件相关责任人作出严
肃处理。

去年12月，同仁堂蜂业瓶装蜂蜜的受
托加工方盐城金蜂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盐城金蜂），被媒体曝光存在“回收
过期蜂蜜、涉嫌更改生产日期”问题。

经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市场监管局调
查认定，同仁堂蜂业部分经营管理人员在
盐城金蜂进行生产时，存在用回收蜂蜜作
为原料生产蜂蜜、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行
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对此处
以罚款人民币14,088,266.1元。

经北京市大兴区食药局调查认定，
同仁堂蜂业 2018 年 10 月起生产的涉事
蜂蜜中，有 2284 瓶流入市场，按照《食品
安全法》有关规定，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
111,740.88元，没收蜂蜜3300瓶。同时吊
销同仁堂蜂业食品经营许可证，自处罚
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申请食品生
产经营许可，有关涉事人员自处罚决定
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申请食品生产经
营许可，或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
作、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
理人员。

11日晚，同仁堂蜂业声明称，即日起
对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 41 批次 2284 瓶
蜂蜜产品实施三级召回，并公布了召回
产品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的退货和赔
偿内容。

北京同仁堂还通报了事件相关责任
人处理情况：责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
长梅群向北京市委作出深刻书面检查；给
予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北京同仁堂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振坤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给予公司总工程师田瑞华记大过
处分。

经公司党委研究决定，给予公司副
总中药师、科技质量部部长黄宁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并调离岗位。给予北京同仁
堂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同
仁堂蜂业董事刘向光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提请免职;给予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同仁堂蜂业董事长张建
勋开除党籍处分，提请免职;给予北京同
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卫清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提请降职;给予北京同仁
堂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部长蔡杰调
离岗位处分。

演员翟天临文章疑似抄袭？北电成立调查组：

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
演员翟天临近日被爆出北京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的一篇学术性质文章有疑

似抄袭行为。北京电影学院已经对这一事件成立调查组。2月11日晚间，北京大学也发布声明：对
近日媒体关注的“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一事，我院高度重视。将根据其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调
查结论按规定做出处理。

□据《北京青年报》

翟天临
1987 年 2 月 15 日出生于山东省青岛

市，曾因出演《心术》《白鹿原》《军师联盟》
等影视作品而被观众熟知。一向以戏痴、学
霸和高学历的人设行走娱乐圈。打开翟天
临华丽的学历，2006 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表演本科班，2010 年升入本校硕士研究生
班就读，并担任表演本科班助教老师。2014
年考取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专业博士研究
生。2019 年 1 月，又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录用为工商管理学博士后。

知网
知网是一个很大众的文献参考平台。

通过与期刊界、出版界及各内容提供商达
成合作，中国知网已经发展成为集期刊、博
士论文、硕士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工具
书、年鉴、专利、标准、国学、海外文献资源
为一体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网络出版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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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天临翟天临 据据《《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微博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