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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节已经走过整整

十一年，它由单纯的购物节演变成为全民消费

的狂欢盛宴，发展势头更是一年比一年强劲，已

然成为新消费业态流行趋势的风向标。

联合利华作为全球日化巨头、“双十一”

老将，不断挑战新消费业态，利用数据赋能，

推动全渠道整合营销策略落地开花，再创佳

绩。

全域直播，提升消费者互动体验，
推动渠道下沉

面对越来越个性化的人群，以图文、直

播、短视频等多样化营销内容输出成为了流

行趋势。今年，随着淘宝超头部主播的迅速崛

起，直播成为了阿里平台内“超强带货”集结

号。联合利华始终走在创新内容营销的前列，

淘宝直播平均转化率超过 20%。

为了充分挖掘直播潜力，联合利华同时

布局了淘宝直播、店铺直播和快手直播三个

直播渠道，不仅打造了淘系内从平台公域到

店铺私域的全域直播链路，形成流量闭环；还

通过跨平台直播开拓新客流量，获取下沉客

群。其中，淘宝直播是利用主播带货力，保证

平台销量的利器。今年“双十一”，联合利华与

各大淘系主播深度合作，锁定超头部主播薇

娅、李佳琦，网红主播雪梨、张大奕，明星主播

李湘、李响、林依伦等优质直播资源，创造了

骄人战绩。10 月 21 日，在与“淘宝一姐”薇娅

合作的直播中，仅用时 3 分钟，便创下了 10
万瓶力士的销量纪录，实现了传播声量和销

量的双丰收。

此外，为了开拓新客流量，并且下沉客

群，此次联合利华与快手头部主播辛巴合作，

进行了为期 1 小时的联合利华专场直播，在

11 月 1 日当天为店铺引入百万级三线城市访

客，并使联合利华在当日天猫洗发水、沐浴露

和洗衣液类目榜中名列前茅。

联合利华今年的店铺直播也不同以往，

除了邀请红人 KOL 作为主播，还组建了一支

来自公司内部品牌、销售、研发等不同部门的

“关键意见消费者”（以下简称 KOC）集结队，

凭借他们对品牌和产品的了解，对直播的热

情和用心，为消费者带来更优质的直播内容，

帮助提升直播销售转化的同时，培养品牌忠

实粉丝。

这支联合利华 KOC 集结队的成员，部分

来自今年年初创立的“联合利华红人学院”。

红人学院项目旨在通过内部“造血”，助力营

销内容高转化，同时加快布局私域社群。经过

一年不到的运营，该项目已探索出“红人”带

货变现新模型，未来将继续专注将全渠道粉

丝沉淀到私域社群，对粉丝进行再运营、再触

达、再转化，从而反哺全渠道平台销量。“双十

一”期间，红人学院全面支持内容生产和直播

带货。目前，1700 多名“红人”已生产 2000 余

篇图文、420 余条视频、逾 323 小时直播，总曝

光量近 10 亿。

全明星导流，引爆粉丝经济

借助明星效应，提前打响预售战是今年

“双十一”各大电商平台和品牌释放的另一显

性信号。而联合利华充分发挥其明星多样性

和集群的优势，在今年“双十一”，携手京东平

台，推出“明星一日一大牌”、粉丝社群互动等

活动，借助明星和 IP效应打造明星产品，圈粉

无数，成为今年“双十一”活动的另一大亮点。

在 10 月 18 日-10 月 31 日的京东预售期

间，“明星一日一大牌”活动闪亮登场。联合利

华旗下 14 个品牌齐发力，每日一款一爆发。

从花木星球杨紫，到旁氏仝卓、沁园吴尊、中

华孟美岐、多芬李子璇……再到到清扬硬核 C
罗，不论是顶级明星，还是流量小生，统统网

罗其中，共同打造品牌明星产品销量高峰。大

牌日活动不仅推出了明星代言同款产品、明

星周边，还有京东独家礼盒，为粉丝送上专属

福利。

值得一提的是，京东平台在 11 月 1 日到

11 月 10 日期间推出京东明星 24 小时营业计

划，邀请十大流量明星轮流担任“星店长”为

“双十一”活动造势。11 月 4 日，联合利华邀请

了清扬品牌代言人小 S 出任“星店长”为店铺

发声导流。“星店长”与“明星一日一大牌”两

大活动形成明星“共振”效应，引爆全民参与，

将联合利华在京东的“双十一”活动推向了高

潮。

同时，为进一步放大明星效应，让产品精

准触达粉丝人群，联合利华还通过品牌和明

星的联合发声，与粉丝社群深度互动，联合旗

下力士、花木星球、中华牙膏各自代言人杨

幂、杨紫、王源粉丝后援团，号召粉丝关注联

合利华京东“双十一”活动及明星产品，并在

社交平台晒图分享。双十一期间，明星粉丝团

纷纷自发分享传播，在粉丝圈引发了极大的

关注和参与，从而进一步促进了销售。

全渠道融合，打通新零售通路

随着“双十一”向纵深发展，线上线下融

合成为新零售时代的最大特征之一。今年“双

十一”，联合利华积极与阿里、京东及苏宁等

合作，为消费者带来了娱乐化、互动式的全渠

道购物体验。

联合利华通过与天猫超市事业群的深度

合作，在天猫超市、淘鲜达和大润发门店实现

“三端联动“，为消费者打造了一个线上线下

全场景需求的超市服务网。让消费者无论是

线上逛超市、线下逛超市还是躺在家里点单

上门，都能买到性价比最优的爆品和新品。同

时，联合利华还与天猫超市尝试“明星到店”

模式，明星主持人沈梦辰进入大润发现场以

及薇娅直播间，协同线上线下推荐金纺货品。

活动期间，大润发门店客流翻日常 10 倍，活

动成交创天猫大牌活动新高，活动品牌金纺

成交翻 618当天 3 倍。

同时，联合利华还被作为快消品的品牌

代表，邀请入驻首家京东电器超级体验店，共

同打造居家生活场景体验，致力立体化购物

体验业态。现场，通过个护家清长期体验区、

个护家清堆头以及商区海报、广告位合作宣

传，为消费者带去了场景式互动体验。在这

里，消费者可以提前体验到双十一爆品、京东

独家定制款，以及品牌的高端线新品，如花木

星球、力士、多芬、和路雪、奥妙等。消费者通

过线下体验店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品牌产

品，为品牌提升优质、高端的形象提供了良好

窗口。同时，消费者也可以扫描二维码获得网

上商城优惠券在线上购买使用。品牌因此也

可以将消费者引流至线上，实现无界零售消

费新体验。

此外，联合利华也携手苏宁，联动线上超

市、苏宁小店、家乐福、苏宁生鲜，首次开展全

渠道联动，推动实现全渠道销售齐增长，为

“双十一”强力造势。

大数据赋能，精准触达消费者

双十一是购物节奏非常紧凑的时期，在

这一分秒必争的“买买买”期间，如何提高效

率，精准触达有效人群，实现转化，至关重要。

联合利华携手阿里、京东、苏宁以及唯品会

等，利用自有数据中心以及电商平台大数据，

深入洞察各类消费人群的特征和需求，将“人

找货”的购物机制转变为“货找人”，有效提升

了品牌广告触达转化率，投资回报率相比去

年提升了 20%。

联合利华借助阿里丰富的数据资源和阿

里数据银行等工具，针对遍布站内外的图文、

短视频信息触点，进行实时大数据分析，触发

消费者购物意向，或者进一步刺激消费者持

续购买行为。以联合利华旗下凡士林品牌为

例，今年“双十一”，凡士林作为天猫身体护理

品类“舰长”，与天猫平台共建双 11 淘宝热搜

榜单、探索身体护理的新消费场景和单品趋

势。

同时，AHC 作为连续三年成为天猫国际

美妆渗透率最高，出售商品数最高的人气美

妆品牌，是联合利华数据赋能助力创新营销

的另一个案例。在“双十一”预热期间，AHC 通

过站内外精准营销及精细化运营，实现了品

牌认知人群 6 倍增长，品牌粉丝净增 28 万，

增粉量是 618同期的 2 倍。

而在京东平台，联合利华积极通过京耕

CRM 和京东云 CRM两种途径，针对不同人群

的消费需求，进行精准沟通。对于“老客”根据

其购买偏好及类目偏好，通过短信、消息盒子

等渠道，在不同的爆发节点推送满减、优惠等

信息，激发老客进行复购。而对于潜在的新客

以及相关类目消费群体，则通过发送新人大

礼包、免费体验装等信息，触发他们对品牌产

品产生兴趣，从而有效转化为新客户。整个

“双十一”期间，店铺粉丝增长 500 万，老客复

购率达 14%。

从全域直播到全明星导流，再到全域融

合，这个“双十一”，联合利华利用大数据，紧

贴时代脉搏，用最闪亮的姿势，为消费者带来

了有趣、便利的消费体验，也在今年的“双十

一”狂欢中，留下了一份骄人的战绩。

渊美通社冤

加速全渠道创新营销，联合利华“双十一”再创佳绩

“双 11”暂告段落，但“买买买”产生的大

量数据颇有看头。记者梳理来自不同平台的

数据发现，虽统计角度各有侧重，但背后体现

的消费新趋势是一致的。

用户注意力被渠道分散

“双 11”的带货能力有多强？天猫、京东、

苏宁、拼多多等平台已用成交额证明这一点。

从用户通过百度搜索“双 11”的数据和相关

资讯阅读热度也能看出，人造节日在拉动消

费上功不可没。

从百度数据看，今年以“双 11”为关键词

的“用户搜索+资讯阅读热度”增幅达 18%，

与去年基本持平，连续 6 年两位数增长。“双

11”搜索和阅读热度提升，还让“光棍节”这一

最初的人造节日逐渐淡出人们视线。

搜索数据还显示，“双 11”早已从独角戏

到群雄逐鹿，用户注意力被更多渠道和品牌

分散。具体来看，“双 11”诞生于 2009 年，当

时与“双 11”紧密相关的搜索关键词只有“淘

宝”；但今年，共有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

苏宁易购、小米商城、唯品会、当当网、小红

书、网易严选等 10 多个电商平台参战。

直播卖货粉丝经济变现

今年“双 11”，直播卖货刷屏。根据淘宝

直播数据，“双 11”期间直播带货成交额近

200 亿元，超过 50%品牌商家通过直播获得

新增长。

根据返利网数据，“双 11”期间，平台上

主播搜索量呈指数级增长，前五名依次是李

佳琦、薇娅、陈洁 kiki、水冰月 SailorMoon、烈
儿宝贝。李佳琦占据榜首，成为 2019 年度人

气最旺网红；薇娅虽排名第二，但其推荐商品

的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呈现爆发式增长。

百度数据也显示，以李佳琦为代表的直

播卖货引发广泛关注，仅其一人的话题热度

就超过天猫“双 11”晚会和苏宁易购“双 11”
晚会这两场主题活动，甚至比“马云”“双 11
攻略”等话题更热门。

在产品方面，不同主播带热的产品各有

特色。如，李佳琦不负“口红一哥”称号，带有

其推荐字样的口红，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20
倍；而薇娅的粉丝确实对生活用品情有独钟。

据联合利华统计，通过薇娅直播带货，旗下力

士洗发水仅用 3 分钟就卖出 10 万瓶。

相关人士认为，这些数据证明在新消费

时代需要新的营销方式。直播卖货的背后是

“粉丝经济”变现的过程。

细分市场见证消费升级

今年“双 11”热销产品中，有不少都引发

话题。比如有平台的实时销售截图显示，宠物

食品销售额增幅超过婴幼儿食品销售额。有

网友戏称“狗儿子”花销比“人儿子”多。

虽是个玩笑，但从数据看，宠物食品和用

品等销量迅速增长背后，是消费升级推动的

细分市场发展。返利网数据显示，“双 11”期
间，宠物用品类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37%；

而且人们养宠的理念逐渐升级———不仅满足

于让宠物吃饱穿暖，各种保健用品、智能用具

也被加入购物车。

在其他细分市场，保暖内衣的需求变化

也能看出消费升级。多个平台数据都显示，上

海等长江中下游城市消费者对保暖内衣的需

求，明显大于有供暖服务的北方地区和温度

适宜的南方地区。唯品会数据显示，消费者对

保暖内衣的科技含量越发关注。就科技含量

看，在保暖内衣的热销榜里，带高弹面料、恒

温、蓄热等关键词的产品位居前列。业内人士

认为，数据折射消费习惯，细分市场崛起真实

记录了近年来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发生的

变化，也体现了新的发展空间。

渊任翀冤

“呦，周站长，您这儿每天打扫得可真干

净，每次来都不好意思跺脚，怕给您添灰尘。”

“多谢您提醒加油，不然今天就要趴窝

了，最近天气变化大，您去收拾宝贝菜园可别

着凉。”

“您上次您送我的那咸菜，我们全家吃着

都说好，这不，还想厚着脸问问您的独家配

方。”

老客户走进杭州富阳顺达加油站，加油

间隙总是要和周站长闲聊几句，有些还会忍

不住张望一下周站长的“秘密基地”，对于站

里而言，他们不仅是熟悉多年的老客户，更是

相互关照的老朋友。

顺达加油站是一个真正的小站，作为一

个承包站，两个员工就包揽了这个小站的所

有经营管理工作。在周站长和另一位员工的

努力下，顺达站的销售与日常管理管理工作

却从未落后。

早年地区道路规划影响下，顺达站的区

位优势逐渐减弱，主干道的加油车辆进站加

油逐渐减少，油品销量受到严重影响。周站长

仔细了解了周边的车辆情况，决定改变营销

策略，适当放低主干道往来车辆的进站要求，

更重视周边居民的加油消费需求，将周边的

居民发展成为站里的忠实客户。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加强标准化的

营销与服务。小站也挂着“中国石化”的招牌，

代表着企业的形象，站里的服务与各项管理

都要紧跟市区大站要求。同时，为了克服小站

人手不足带来的管理缺陷，在加油间隙，站长

时刻关注站内卫生，总能见到他在擦拭加油

机，检查其他设施设备。

当然，小站要摸索自己独到的经营方式，

牢牢把握固定的客户群体。周站长合理利用

站里空地，种上了各种蔬菜，还别出心裁地将

新鲜的蔬菜制成各种风味独特的咸菜，送给

来到站里的客户，成功把握住客户的味蕾，

“冲着这美味我也得常来加油啊”，一位客户

抱着新制的小菜一脸笑意。

正是这样的用心，将这个小站与周边的

村民紧密联系起来，除了加油消费，得闲的时

候大家也乐意来站里转转，看看站里需要什

么，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杭州石油，

会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小站，虽然没有耀眼的

销售数据，却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始终努

力着，更好地服务周边的每一位车主客户，与

他们共同为美好生活加油！

渊邵夏楠冤

广西农机中心 17 日提供信息显示，广西

将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农机化技术交流合作，

引导农机企业走出去，扩大向东盟国家农机

具出口规模。

11 月 16—17 日，2019 中国-东盟农业机

械展·中国甘蔗机械化博览会在南宁举行。本

届展会以“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推进农业生产

机械化”为主题，由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中

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

会主办，吸引凯斯纽荷兰、久保田、中联重机

等国内外 180 多家海内外农机及农机零部件

生产、销售、流通等相关企业参展，国内及东

盟 10 国行业资深专家、知名学者、政府官员、

企业和用户代表，各农机农业合作社、种养大

户到会交流参观。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副司长王

甲云表示，此次博览会办展规模大，活动内涵

丰富，将进一步凝聚共识，促进国内外术交流

合作，推动研发成果推广应用，加块区域机械

化生产进程。

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会长刘宪介绍，近

年来中国农机出口量逐年增加，其中东盟市

场份额占农机出口总量的近 20%，广西作为

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在其中充

分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宪表示，此次博览会在广西举办，全面

展览展示甘蔗生产全程机械化设备和动力机

械、丘陵山区机械、果蔬茶特色机械、农副产

品加工机械、畜牧水产养殖机械、信息化设

备；同期举办 2019 中国—东盟现代农业装备

合作与发展论坛，邀请嘉宾研讨交流中国与

东盟各国农机产业发展情况、经贸往来态势、

合作交流方向及相关行业政策，促成了一批

合作项目，效果明显。

广西农机中心介绍，广西与东盟国家地

理位置相近，农业结构同质性高、农机装备需

求相同、农机市场紧密相连。近年来，坚持“小

农机、大作为”发展目标，广西农业综合机械

化水平进入了中级发展阶段，有力助推了农

业现代化。接下来，广西将加大扶持力度，促

进农机企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中国-东盟农

机交易大市场，促进农机产品、配件、培训等

方面的深度交流合作，更好地为东盟国家提

供优质农机。 渊林浩)

杭州石油：“小站与客户说来话长”

广西深化与东盟农机技术交流合作 扩大农机具出口规模

“双 11”暂告段落
新消费时代
有新的营销方式

●本人朱仕德不慎遗失上海红
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金
牛分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6 日
开具的收据，收据号：SK1902160
2039694，金 额 10000 元（大 写
壹万元整）。特此申明收据原
件作废，由此产生的任何经济
纠纷与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
理有限公司金牛分公司无关。
●李宁身份证，号码 51132419
9507121303，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不慎遗失，自遗失之日起非
本人使用与本人无关

注销公告
成都卓恒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注
册号 5101092006309）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公司，请债权债
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王朋(身份证:3708301986100
34796)本人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
和国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
证书，证书编号：S2143720650，特
此声明遗失。
●成都西子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10100396723618B）遗失
作废。

减资公告
四川尚通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708060
34417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将注
册资本由壹亿元人民币减少至
壹佰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往本公司申报相关债权
债务，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四川弘大兴物资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80525
26602Q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将注
册资本由 2050 万元人民币减少
至 100 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往本公司申报相关债
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成都市科配餐生物
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 51
0109000306646) 经股 东 会 决 定
注销公司，请公司债权债务人
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到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成都辉华电子元件厂（普通合
伙）原执行事务合伙人（法定
代表人）：方盛康法人章编号
510112007326、曾 天 华 法 人 章
编号 5101125006577 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成都优程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808668
2857U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将注
册资本由 2000 万元人民币减少
至 100 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往本公司申报相关债
权债务，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成都万嘉安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85902
27060T 经股东决定将注册资本
由 21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00
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前往本公司申报相关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四川房宏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755109
9051U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将注
册资本由 5030 万元人民币减少
至 100 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往本公司申报相关债
权债务，特此公告
●泓山物业收据212297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四川凯雷托铁路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
788109430J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将注册资本由 2050 万元人民币
减少至 100 万元人民币。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前往本公司申报相
关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成华区凤鑫广告设计制作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86
00257996 遗失作废
●成都市高新区仁和加油站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9000
271110 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成都雪之春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5M
A6CWUGR87 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将注册资本由 100 万元人民
币减少至 4 万元人民币。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前往本公司申报相关
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中海嘉泓（成都）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给成都中创莱恩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收据（租赁保
证金收据合计金额 22139.1 元）
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四川中易卓越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5
MA6B2HFL2M）经股东决定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
万元减少至 10 万元。请债权债
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四川鸿远嘉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10105MA6CBFK5
89）遗失作废。
●成华区家米乐室内装饰设计
服务部，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8MA6CB
JY15B）遗失作废。
●四川多格拉里建筑工程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29MA6A97RR8A）营业执
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艾尔多斯家居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10087146701，账 号 ：15194
3181，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羊支行)，
遗失作废
●高新区锦华歌厅（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2510100MA6D7FUN
8G）营业执照副本遗失作废

●姓名:杨志勇;李玮不慎遗失成
都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房款收
据，房号:A1-11-L19-101; 金额:
544877; 收据号; CDWD0036658;
交款 日期 : 2017-9-27; 金 额 :
30000; 交款日期: 2017-9-23;特
此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成都星耀艺术设计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DEPRH5R），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由
100 万元减少到 10 万元，请债权
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鑫兆尔商务信息咨询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6MA6CB5803C）股东决
定注销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
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到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蓉一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6
MA6CGGYB64）股东决定注销
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于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公
司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四川寰宇城乡通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
100MA61R3CA25）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
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减资公告:四川趣优尚科技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
10106MA61X99J6R），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减少到 100 万元，请债权债
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成都新鑫再生资源有限责任
公司第一零九分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22MA61W9Q
DXE)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志明会务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8MA
6CQFU7XR）股东决定注销公
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公司
申报债权债务。
●四川成松敏杰建筑工程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29MA62X23E97）营业执
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成都讯格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562029331W），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由
1080 万元减少到 200 万元，请债
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清算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四川一和九道广
告有限公司决定解散。清算组由
虞悦玲、周世隆等人组成。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前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
段 27 号 1 栋 2 单元 7 楼 9 号向
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联系人 ：虞悦玲
电话：18581877855

2019 年 11 月 19 日

●成都展翅康杰酒店用品有限
公 司 （统 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7MA6DFP35XP）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天地康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10121MA6AC3
MU66）遗失作废。
●成都王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2510107MA62MUF
T40）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郭盟辉仪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
61WM9515） 股东决定注销公
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公司
申报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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