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东众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 (李春权

)一枚，现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登报热线：13416434253（微信同号）

遗失声明

广州市黄埔区丰惠网络科技服务中心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59LU

BN9P，编号 S1292017002153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祺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牌粤AD72746 道

路运输证，证号穗交 0067363，粤 AD10465 道路

运输证，证号穗交 00684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海畅新材料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章(张远民)各一枚，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海懿信通讯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

用章、法人私章（程光辉）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蒋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双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伦君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份，注册号：440105601

189230，编号 S0592016002991G，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泛尔维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

证，号码：J5810111458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百时通服饰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法人章（梁家福），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家贝日用品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WBMPG2U，

注册号：440106200518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州市浩天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将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减至 100 万元。 债权人自本

公告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广州

淟

纯伟商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现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宗齐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法定名称章、 发票专

用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 1枚;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广州鑫程投资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停止经营,

清理债权债务.请债权人 45天内申报债权债务,逾

期视为弃权.将向公司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遗失声明

广州歌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法人章（柳慧君）各 1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洛浦定巧沐足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MA9Y771WXW

，编号 GS26202106638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津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的支票 2

张，号码：10204430�82220069、10204430�822200

7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银健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5810034058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刘兴文身份证号码 362522198312142

522 不慎遗失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建设大

道 33 号万益广场 12 栋 05 层 508 室金额为

￥619418元的收据原件和《万益广场物业管理

服务协议》 本人现声明此上述收据和协议作废，

因此产生的一切纠纷均由本人承担，与贵公司无

关，日后如找到上述文件资料，不得向贵司主张

任何权利。并保证将上述文件资料无条件归还给

贵司。 特此声明！ 申请人刘兴文

清算组备案、债权人公告

广州天茂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101MA5D43LW3J)股东决议终止公

司经营,现拟向商事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负责人 KHOR�GHONG�HAI,清算组由 KHOR�

GHONG�HAI 组成, 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联系人:KHOR�

GHONG�HAI,电话 13538789922 地址:��广州市

天河区广棠西横路 5号 3255房。

遗失声明

A1-59-101 业主：叶知春，遗失珠海恒大海

泉 湾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收 据 拾 份 ， 号 码 ：

0034249，0001190，0001353，0001437，000150

9，0001932，0002115，0001980，0002317，0002

392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荔湾区赫绱源日用品经销处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144010302143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石井南北水果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工商注册号：440111304003224；现声明作废

水上分局协查通告

2022年 8月 5日,在海珠区沥

滘

水闸口水域,

发现死亡约 2 天男尸:约 35 岁,172cm,�身穿白色

短袖 T恤,迷彩短裤。 知情请电:83120608。

遗失声明

广州汉思照明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人章（赵丽均）各一枚；现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营者：冯阳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工商注册号：440104

601098988，编号：S0492016008590G；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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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柳静 ）

8月4日，珠江

钢琴集团在增城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举办了

珠江文创新品发布会暨文创月饼品鉴会， 首次

向外界展示了文创音乐礼盒、文创月饼、珠江匠

机器人系列盲盒等系列文创产品。 作为国内乐

器行业的“一哥”，珠江钢琴集团深耕乐器行业

66载，乐器产品可谓是家喻户晓。 而凭借多年来

在乐器制造、音乐文化领域拥有的独特优势，珠

江钢琴今年也将进军文创产业， 打造珠江文创

品牌，探索多元化发展。

记者在发布会现场获悉， 此次文创潮牌等

系列文创产品皆是首次亮相。 其中，珠江匠系列

文创产品大部分原料由钢琴零部件纯手工制

作， 将珠江钢琴的企业文化内涵和文化元素巧

妙地融入到产品当中。 据介绍，目前珠江文创已

获得外观专利20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 另外，文

创月饼则实现了视觉与味觉的“碰撞”：以蝴蝶

概念琴与经典乐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结合的月

饼礼盒，配以六味口感丰富的月饼。 独具匠心的

工艺与珠江钢琴文化特色融合，让“舌尖上的文

创”既有内涵又有颜值。

珠江钢琴集团文创负责人朱迪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本次文创发布会共推出了7个系列

产品，创作的思路是以“乐器+音乐”为主题，多元

化发展进行跨界合作。 文创销售则将会借助一些

直播平台、微商城及相关文化创意园等渠道。

据悉， 珠江钢琴集团深耕乐器行业66载，一

直在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目前已经构建了“三

大板块”。“第一个板块是传统的乐器，如钢琴，提

琴、吉他等等；第二个板块是电声方面，如数码钢

琴、音响、节拍器等等。 ”珠江钢琴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建宁表示，文创系列的定位则是珠江钢

琴集团发展的“第三个板块”。“文创系列作为一

个品牌的延伸会更接地气，也会让老品牌焕发出

新的活力，吸引更多年轻群体的关注。 ”

目前，“万物皆可文创”，一些以文创为主题

的产业园区和企业也越来越多。 那么，文创如何

才能实现真正的赋能？ 李建宁告诉记者，做文创

首先要有文化底蕴、情怀和耐心的培育过程。 其

次要有自己的根基，必须基于文化、艺术等产业

之上再去做创新，否则就会沦为“产品”，而非

“文创”。 下一步，李建宁表示，珠江钢琴将积极

整合企业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品牌特色，以文创

建设为抓手，结合“国潮”文化元素，打造具有珠

江钢琴特色的文化IP，实现老品牌新活力，引领

消费新趋势， 助力广州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和打造世界文化名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柳静）

近日， 深交所官网披露， 北京思维

造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思维造物”

） 申请撤回发行上市申

请文件， 这也意味着此前有望成为

“知识付费第一股” 的思维造物

IPO终止。 业内分析称， 目前知识

付费行业的竞争门槛太低， 而且盈

利预期不可确定， 所以不足以作为

上市公司的核心主业。

思维造物终止

IPO

深交所官网近日披露， “得

到” App母公司思维造物撤回了创

业板上市申请。 招股书显示， 思维

造物由罗振宇于2014年创立， 注册

资本3000万元， 旗下产品包括得到

App、 罗辑思维、 得到大学以及

“时间的朋友” 跨年演讲等。

作为知识付费领域的佼佼者，

思维造物的上市之路却一波三折。

记者梳理发现， 思维造物在2019年

就正式开启了上市征程， 最初选定

的是科创板。 但科创板对研发投

入、 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等都有更

严格的要求。 2020年， 思维造物转

战创业板， 于当年5月提交了由科

创板转创业板的辅导转板申请。

然而， 两年过去了， 思维造物还是

没有圆梦资本市场。

今年3月底， 深交所对思维造

物的IPO状态更新为“中止”， 原

因是IPO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财务资

料过期， 中止了其发行上市的审

核。 6月28日， 思维造物完成财务

资料更新， 深交所恢复了其发行上

市审核。 而在此之前的2021年4月1

日、 9月30日， 深交所都以同样的

原因中止其发行上市审核。

回顾闯关创业板的过程， 思维

造物曾被三次中止发行上市审核，

并经历了三轮审核问询， 共披露了

七版招股说明书。

新增付费用户减少

据了解， 思维造物曾在申请上

市前获得五轮融资， 投资机构不乏

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雷军旗下

的顺为资本、 优酷、 红杉

中国等明星投资机构。

招股书数据显示，“得

到”App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就获取了1300多万用户，

展现出巨大的商业潜力。

不过， 其新增用户数及新

增付费用户数也正遭遇增

长瓶颈。

2019～2021年，“得到”App 新增

注册用户数量分别为397.50 万人、

456.46万人及357.77万人， 新增付

费用户数量分别为 91.10万人 、

82.61万人及59.09万人。 招股书显

示， 2021年得到用户总数突破4900

万人， 但日活只有63.24万人。

业绩方面， 2019年至2021年，

思维造物实现归母净利润1.17亿

元、 4006.35万元、 1.25亿元， 盈利

能力起伏较大。 早前， 深交所的三

次问询， 也指向了思维造物商业模

式的创新性、 可持续性、 业务合规

性等多项问题。

对此，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数字教育分析师陈礼腾表示， 在

可持续性上， 平台过度依赖与罗振

宇个人IP以及头部名师的背景下，

个人IP吸引力下降以及与名师之间

合作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其发展。

“随着知识付费热潮退去， 讲不出

更好商业故事的思维造物也只能止

步IPO。”

罗振宇的“思维造物”终止IPO

业内分析称知识付费行业盈利预期不可确定，不足以作为上市公司的核心主业

从科创板到创业板，罗振宇始终

没能敲开资本的大门。 而在罗振宇

之前，吴晓波旗下的巴九灵借道全通

教育上市，最终失败。在业内看来，目

前知识付费行业的竞争门槛太低，而

且盈利预期不可确定，所以不足以作

为上市公司的核心主业。

“靠个人IP成功才得以成功的平

台， 很难再去掉IP的标签， 也很难

找到真正的盈利点， 名气大、 效益

小、 空间窄、 前景短， 此类知识付

费类平台的未来， 也是可以预见

的。” 互联网产业时评人张书乐向记

者表示， 思维造物的既有商业模式

很难达到资本市场预期， 如果不能

找到知识付费真正的有效盈利空间，

很难迎来“翻盘”。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认为，

知识付费类平台当前真正面临的难

点在于付费用户到底通过付费得到

了什么， 有些用户能得到不错的收

获， 但有些用户得不到多少益处，知

识付费服务对用户而言， 仍褒贬不

一。

珠江钢琴进军文创产业

业内声音：

思维造物“翻盘”需找到有效盈利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