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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重庆银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了一
份车辆合格证。合格证号:YL1120120093951，车架号:
LVRHDFAC5LN086257，发动机号:3497878，特此声明。●钟竹茂遗失与重庆唐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
订的装修合同，合同编号：1881680，声明作废●遗失巴南区吴廷贵餐馆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25001130005635声明作废●遗失秀山县玲玲早餐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编号：JY2500241005250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顺科制冷设备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JY15001180120980，声明作废●富力城天禧A4-10-3业主肖浩的装修押金条遗失作废

公告
因秦茂领（身份证号：500222

19850915****）履行2018年 2月签
订的编号HGJYD-210的《融资租
赁合同》严重违约，特此告知：见本公
告15日内请将全部合同款项及违约
金支付给弘高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公告
因陈勇（身份证号：500381

19860605****）履行2018年 2月签
订的编号HGJYD-256的《融资租
赁合同》严重违约，特此告知：见本公
告15日内请将全部合同款项及违约
金支付给弘高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公告
因刘天军（身份证号：50022219

860507****）履行2017年5月签订的编
号弘字二手车回租【2017】第004号的
《融资租赁合同》严重违约，特此告知：见
本公告15日内请将全部合同款项及违
约金支付给弘高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梁平县特驱食品有限公司商品鸡养殖场改建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根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梁平县特驱食品有
限公司商品鸡养殖场改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
息予以第二次公示。1、征求受项目建设的公众或单
位的意见或建议；2、公众可前往建设单位办公室查阅
纸质报告书，或通过网络https://pan.baidu.com/s/
1gkwatHCyJkaCUW-eyRnaTQ提取码：w8s7查
阅报告书。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项目影响
或关心项目的所有公众。4、公众可通过来电、发送电
子邮件（14115113@qq.com）等方式提出意见。建设
单位联系人：熊先生，联系电话：15826330212。环评
单位联系人：辜先生，联系电话：13896106104。5、在
您看到此公告起10个工作日内，可提交意见和建设。

企业工商注销公告
根据重庆茧丝绸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5202803506Y）董事会决议暨重庆绢纺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2030776308）主管部
门（出资人）决定，拟将重庆绢纺厂依法注销。为保护
各方债权人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重庆茧
丝绸集团有限公司及重庆绢纺厂特刊登此公告，债权
人可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到重庆绢纺厂清算组办理债
务清偿手续。债权人未行使上述权利的后果自行承
担，重庆绢纺厂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注销。特此公告
联系人：刘亚军、周虹；电话：023-65012029、60391072；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腾龙大道27号国际商务大厦B座23楼

重庆茧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绢纺厂
2020年10月15日

遗失声明：重庆协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失重庆
建筑高级技工学校开具质保金收据两份，分别
为：1、票据日期 2018 年 5 月 21 日，编号：
002653416，合同号18A1243质保金3167元；2、
票据日期2017年12月25日，编号：001524364，
合同号17A5944质保金1999元，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瑞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6576191591M）经股东会
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450万元减资到
5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16日

重庆市武隆区文复乡卫生院遗失门诊
医 药 费 专 用 收 据 5 张 ，票 号 ：
024528941、024529522、033199751、
033313109、033314847。声明作废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合阳城街道办事处合川区濮家
河黑臭水体整治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我公司委托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已编制完成
《合川区濮家河黑臭水体整治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参与填
写表全文公示链接：http://www.hc.gov.cn/bmjd/
jz/hycjd/zwgk_101010/fdzdgknr_101012/202010/
t20201015_7997348.html，纸质版存放于建设单位办
公室，公众可自行查阅。公众可自行上网下载公众意
见表填写意见后发送给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建设单
位联系人：林老师:42828412；环评单位联系人：夏老
师:15123075709；邮箱:1158899511@qq.com。真诚
征求项目所在地附近可能受影响区域内的居民、城镇、
企事业单位及关心工程实施的个人、团体、政府机构等
对本工程环评的意见和建议。本次公示征求公众意见
的时间为2020年10月15日至2020年10月28日。

公告人：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合阳城街道办事处

兹有我司（中核华泰建设有限公司）遗失重庆鑫鸥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一张，收据号：3259775，
开具时间：2017年9月11日；内容为：中核华泰建设
有限公司缴纳50万元（大写伍拾万元）作为新鸥鹏御
府北区高层总承包工程投标保证金，特此声明。

重 庆 市 渝 勤 汽 车 服 务 有 限 公 司（税 号 ：
915000003204693698）遗失重庆增值税普通发
票三张，发票代码：050001900104，发票号码：
46337095、46337094、46337676，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玖树守富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1MA60G8HN37 )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减少注册资
本300万元，即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到200万元。按
《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
公司申报债权。联系人:吴守军 电话: 15978910299

重庆玖树守富劳务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6日

黄连平，遗失位于重庆恒大滨河左岸项目10幢17-
5 房号收据客户联 4张，收据客户联编号为：bh
zan00031240,金额 244215 元，bhzan00031241,
金额17826.45元，bhzan00031242，金额6419元，
bhzan00031243，金额97.5元，声明作废。

声明：谭蕊（身份证:500241199612192726）
遗失护士执业证书：编号201550008270；
遗失护士资格证书：编号1527880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天生有饭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03MA607ADW8U）经股东会
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10月16日

声明：奉节星菲梵诊所管理连锁有限
公司夔门印象医疗美容诊所遗失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登记号
345886222500236D2162，声明作废

●金塘商店遗失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00106600024820，声明作废。

●重庆思乡之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失2012年9月7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000113116）声明作废

负债23亿 全国首家生鲜电商易果生鲜被爆破产重组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14日晚间，多家媒体爆出上海易果
电子商务、上海云象供应链管理和安鲜
达已经于 7 月 30 日进入自愿破产重
组。作为中国首家生鲜电商平台，易果
生鲜曾先后完成 7 轮融资，风光无限。
然而近年来生鲜电商竞争日趋激烈，易
果生鲜逐渐掉队。此外，近1年来还有
多家生鲜电商倒闭，行业继续上演淘汰
赛，进行洗牌重组。

易果生鲜被爆破产

外媒报道，新加坡上市公司膳盟食品的母
公司上海易果电子商务自愿破产重组，给膳盟
食品的经营带来重大影响。天眼查数据显示，
上海易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是中国首家生
鲜电商平台易果生鲜的关联公司。

上海易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
2月，注册资本约361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
张晔，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为其大股东，持
股16.56%，张晔为第二大股东，持股13.94%。

7月30日，上海易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新
增了一条破产重整信息，申请人为冯向东和倪
丽静。裁定文书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
上海易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账面总资产为
34.3 亿元（含对外投资21.03 亿元），总负债为

23亿元，净资产为11.26亿元，但主要资产均为
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和应收账款，且重要
子公司安鲜达巩乃斯（涉及对外投资 3.17 亿
元）、云象公司（涉及对外投资2.87亿元）均已
被申请破产重整，难以回收变现。

公开信息显示，易果生鲜、安鲜达以及上
海云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关联公司，合署
办公。

曾获7轮融资风光无限

早在今年年初，易果生鲜就被爆出运营危
机。其运营主体上海易果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就被上海长宁区
法院冻结价值1029.72万人民币
的股权和其它投资权益，执行法
院为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其
冻结期限为2020年1月14日至
2023年1月13日。

危机之前，易果生鲜风光无
限。作为中国首家生鲜电商平
台，易果生鲜成立于2005年，曾
先后完成7轮融资，一直处于生
鲜电商第一梯队。2013年获得
阿里数千万美元A轮战略投资，
2014年阿里巴巴联合云峰进行
B轮投资，后获得天猫生鲜区独
家运营权。不仅如此，易果生鲜
在2016年又获得由苏宁和私募
巨头KKR青睐，其中苏宁领投C

轮融资。
2017年 8月，易果生鲜再获得天猫3亿美

元D轮融资，此后便无融资消息。

易果生鲜遭遇转型阵痛

回顾易果生鲜发展历程，成立之初是一家
面向消费者提供新鲜食材的To C公司。随
着得到阿里投资，易果生鲜独家运营天猫生
鲜，订单量获得巨大增长，但却呈现出高度的
依赖性。

2018年，易果生鲜开始转型，将此前负责

的猫超生鲜运营转交给盒马鲜生，发力B端，
为包括天猫、淘宝、盒马在内的阿里系零售终
端，同时运营苏宁线上生鲜品牌“苏鲜生”，为
苏宁小店供货，成为一家专业的供应链公司。
然而转型不易。易果生鲜在B端供应链、冷链
物流方面未获得很大进展，仓配成本仍处于较
高水平，持续烧钱、亏损严重。

对此，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网络零售
部主任、高级分析师莫岱青表示，融资后持续
烧钱，这种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模式，无法
持久延续。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
磊则建议，加码冷链建设和供应链投资。

信捷电气：
董事长交出1/3持股

根据信捷电气公告显示，实控人、董事长李
新与刘婷莉签署离婚协议，李新应将其直接持有
的公司1686.72万股股份分割过户至刘婷莉名
下，自过户之日起上述股份归刘婷莉所有。李新
目前持有公司股份4933.52万股，应分割过户至
刘婷莉名下的股份占李新持股的34.19%。

刘婷莉分得的股份占信捷电气总股本的
12%，参照中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可排在第三大股东的位置。按照昨日收盘价
计算，其持股对应市值高达15.6 亿元，虽不及
康泰生物董事长杜伟民分给其前妻 200多亿
元市值股份的“分手费”，但在A股离婚案“分
手费”纪录排名中也不算低。

目前，信捷电气总股本为 1.41 亿股。待
股份分割过户后，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
李新将获得过志强持有的公司股份 255.26
万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李新将合计持有
3502.06 万股公司股票的表决权，占目前公
司总股本的 24.92%，仍为公司单一表决权比
例最大的股东。公开资料显示，过志强系信
捷电气副总经理，负责销售管理工作。

康泰生物：
294亿“分手费”刷新A股纪录

今年5月29日晚，中国乙肝疫苗龙头康泰

生物公告，公司董事长杜伟民与袁莉萍女士解
除婚姻关系并进行财产分割。杜伟民将其持
有的约1.61亿股公司股份分割予前妻，且签署
了《一致行动人与表决权委托协议》。按康泰
生物10月 14日收盘价182.8 元/股计算，此次
离婚杜伟民分割股份的市值达294亿元，创下
A股历史最高“分手费”。

分割过户之后，杜伟民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变为1.82亿股，占比27.27%。康泰生物称，
为了保持杜伟民对康泰生物的实际控制权，不
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袁莉萍将所持股份
的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委托给杜伟民，建立一致
行动关系，双方签署了《一致行动人与表决权
委托协议》。

昆仑万维：
超70亿元股份过户给前妻

在康泰生物老板离婚前，A股最贵分手费
的c位一直被昆仑万维所占。

2016 年，昆仑万维一则公告，震动了财
经圈。根据公司公告，大股东周亚辉将其直
接持有的昆仑万维 2.07 亿股股份分割过户
至李琼（女方）名下。同时周亚辉将其持有
的盈瑞世纪的实缴资本 94.64 万元分割过户
至李琼名下；而盈瑞世纪间接持有昆仑万维
2 亿股股份，所以离婚后，李琼还可以获得
昆仑万维 7054 万股。据李琼披露的权益变
动报告书，此前李琼通过盈瑞世纪间接持有

昆 仑 万 维 2004 万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1.7780%。

也就是说，此次离婚后，李琼总计拿走
约 2.78 亿股，加上其此前持有的，此次股权
分割过户完成后，李琼合计持有昆仑万维
2.98 亿股。根据当时昆仑万维的股价计算，
价值超过 70 亿元，创造了当时 A 股最贵分
手费。

据悉，本次权益变动后，周亚辉直接持有
昆仑万维1.88亿股，作为盈瑞世纪的普通合伙
人间接控制2亿股股份，因此周亚辉合计控制
昆 仑 万 维 3.88 亿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34.4745%，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昆仑万维实
际控制人变化。

沃尔核材：
“分手费”9亿还失去控股权

去年，沃尔核材股东周和平也离婚了，公
司公告显示其就离婚财产分割事宜作出相关
安排，将其持有的1.57亿股、深圳市沃尔达利
科技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 2494万股沃尔核
材，过户至前妻邱丽敏名下，合计 1.82 亿股。
按眼下沃尔核材的股价计算，这笔分手费高达
9亿元。

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生效后，公司股权结构
也发生巨变：周和平可实际支配的表决权下降
至15.06%，仍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邱丽敏
实际可支配的表决权将增加至14.47%，为公司

第二大股东。由于两人表决权接近，且不存在
一致行动人或表决权委托的安排，加之其他股
东持股比例均低于5%，导致公司处于无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周和平与邱丽敏的离婚案
发生在 10 年前。根据上市公司公告，早在
2009年 8月3日，周和平就与邱丽敏办理了离
婚登记，但当时二人未对股票进行实际分割过
户。

亚马逊：
创始人被分走巨款仍是首富

如果将目光放到全球，上市公司的天价
“分手费”No1，则是亚马逊的贝佐斯离婚案。
去年，全球首富、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
宣布离婚案。这个“史上最昂贵”离婚案一度
牵动了全球目光。财产分割之后，其前妻麦肯
锡拿到亚马逊股份总价值高达约 370 亿美
元。同时，麦肯锡将自己获得股份的投票权完
全留给贝佐斯，让贝佐斯保住了对亚马逊的控
制权。

尽管被分走了巨额股份，但是今年的世界
首富依然是贝佐斯。凭借今年疫情带来的巨
大机遇，贝佐斯财富高达1.3万亿，牢牢占据着
世界首富的位置。而离婚案的另一主角，麦肯
锡·贝索斯，在她与杰夫·贝佐斯离婚后，以3,
080亿人民币的财富排在第22位。这使得她
成为全球第四富有的女性。

10 月 14 日晚，信捷电气发
布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了实控
人、董事长李新的通知，根据李
新与刘婷莉签署的《自愿离婚协
议书》，李新应将其直接持有的
公司 1686.72 万股股份分割过
户至刘婷莉名下，自过户之日
起上述股份归刘婷莉所有，价
值超15亿元。过户完成后，李
新对刘婷莉持有的1686.72万
股公司的股份具有优先受让
权。

商报记者梳理发现，最近
几年，已经有超过 10 家上市
公司的老板或高管，与妻子离
婚，“分手费”从几亿元到几十
亿元不等。

信捷电气董事长离婚被分走15亿
看看老板们的天价“分手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