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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青年汽车
三成债务还不上
据人民法院公告网消息，杭州青年汽车可

供分配破产财产总额为2.14亿元，其中除破产费
用、公益债务、职工劳动债权、税款和应缴纳社
保款后，可用于普通破产债权清偿的金额为2.05
亿元，债务清偿率为28.47%。28.47%的债务清偿
率是什么概念？一位财务人士表示，这意味着杭
州青年汽车连三成的钱都还不上。

不仅如此，今年6月，浙江青年莲花汽车有限
公司的破产财产也已分配完结，并进入了破产
程序。企查查显示，杭州青年汽车成立于2008年6
月，注册资本3.25亿元，庞青年为法定代表人，其
大股东为金华青年莲花控股有限公司。早在今
年7月，金华青年莲花控股就被列为执行人。同
时，庞青年被限制高消费。

除了杭州青年汽车宣告破产，青年汽车集
团及相关公司也均有诈骗前科和破产清算案
件。比如，2017年2月，在新能源汽车骗补风波中，
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就是被罚的7家车企
之一。据悉，金华青年汽车被处罚的原因是其
2014年销售给上海巴士公交集团的245辆新能源
汽车，实际安装电池容量小于公告容量，与《道路
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不一致。另外，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金华青年汽车制
造又因提供不真实的统计资料遭调查而处罚，时
间为2017年7月6日……这使得青年汽车2017年所
有申请的补贴全部被核减，即7417万元一分未得。
此外，在2017年6月9日，浙江萧山法院的破产清算
案件中，也有3家企业与青年汽车有关。

实际上，查阅青年汽车集团可以看到，涉及
的法律诉讼高达670项。其中，被执行人7项，历史
被执行人99+，裁判文书207项，仅申请破产就有
5次之多。

因此，有媒体称，在今年5月的水氢发动机事
件中，“水氢燃料车”项目或许是其垂死挣扎的
最后一击。 （据金融投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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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成都益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龙井综合体招商具体详见公司
网站http://www.ymtzjt.com
●锦弘集团位于成都市星辉西
路、三槐树路住宅、商铺、办公
楼转让，联系人：李女士138804
02628、杨女士15902819267。

声明·公告
●尹建遗失中国大地保险车险
保单（PDEA1951010723000000
0436）保卡、发票，特此声明。
●四川省华康原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1011539460372
78）遗失作废。
●金牛区卡耐基机电经营部何
晗法人章 （编码：5101008133
401）、发票专用章（编码：51010
08958992）遗失作废。

合同遗失声明
四川上航假期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遗失合同2份 （编号
15621、15624），在此声明作废。
四川上航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 2019年11月19日
●薛明、 郝德荭， 花样年香门
第4-1-2302、-1-1027收款收
据遗失，特此登报挂失。
●王瑞冬身份证5101072000122
10897于2019年11月1日遗失作废。
●四川省琨润锐胜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51
01079979307）遗失作废。
●成都辜云志洁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MA64QFF77E） 正 副
本、公章（编号：510107552972
1）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捷佰龙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 （编号 ：510106017937
2）、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60
179373）、林钰的法人章（编号：
5101040121518） 均遗失作废，
特此声明。

●成都辜洁余云通信设备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10107MA6AGH1E1K）
正副本、公章（编号：510107552
9706）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余洁云志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0107MA69K34N7Y）
正副本、公章（编号：510107552
9714）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壹摄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91510121M
A61UQJ63T）营业执照正副本、
公章（编码：5101219900886）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鸥派保健品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06062368）
遗失作废。
●双流县建鑫机电经营部税务
登记证 （川税字510112195709
060734号）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花朵朵数据服务有限公
司邓先浪法人章（编号：510106
9933059）遗失作废。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第三工程有
限公司四川分公司钮翔原法人章
编号5101008346677遗失作废
●成都星星索文化艺术发展有
限公司 （注册号：5101062007
110）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
声明作废。
●成都果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章 （编码：5101009088775）
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味道伙伴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0943588
7）、 法人章李至龙 （编号:510
1009435889）、财务专用章（编
号:5101009435888）遗失作废。
●学府时代教育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成都分公司，公章（编号：
5101055101495）遗失作废。
●冯梅全遗失四川瀚鳌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 (编
号7011844、7011846)声明作废。
●成都森驰建材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55031910） 遗失，
声明作废。

●本人董勃
劭是成都信
息工程大学
2016届通信
工程学院通
信工程本科
毕业 生 ，就
业 部 门 于
2016 年 6 月
发放的就业
报到证遗失
作废， 特此
申明！
●四川东鸿
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编号：5101055142139）原法
人杜科法人章（编号：51010551
42140）遗失作废。
●成都梦幻之旅商务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编号：
5101009487787）、 胡 进 成 法
人章 （编号：5101009487788）
遗失，声明作废。

●双流区晏琴建材经营部公章
（编号：5101225149738）财务专
用章（编号：5101225149739）发
票专用章（编号：510122514974
0）晏琴法人章（编号：51012251
49741）均遗失作废。
●武侯区海易工艺玻璃经营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
0107600098741）、 税 务 登 记
证正副本均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平安车场管理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08011617） 马
金富：法人章（编号：510107519
7056）遗失，声明作废。
●龙泉驿区龙泉街办叶明凤健
康咨询服务部发票专用章 （编
号：5101120054231）遗失作废。
●四川翼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08977
97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标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510105MA64R0XW0C遗失作废
●成都宜品天下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
5350357）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075350358） 曾鹏法人章
（编号：5101075350359） 均遗
失作废。

●成都市锐能塑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
24350628383Y）营业执照正副
本遗失，声明作废。
●郫都区沐欣干杂经营部 ，
唐仕芳法人章 （编号：510124
5073483）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上海迈越汽车用
品有限公司公章遗失作废。

成立31年、等待上市20年，堪称办公软件的
“活化石”终于上市了。11月18日，北京金山办公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金山办公，688111。SH）成功
在科创板挂牌上市，发行价45.86元，开盘价140
元，相比发行价暴涨205.3%。截至昨日收盘，股价
为126.35元。

金山办公是国内领先的办公软件和服务提
供商，主要从事WPS Office办公软件产品及服务
的设计研发及销售推广，公司产品主要包括
WPS Office办公软件和金山词霸等。

招股书披露，金山办公2016年至2018年的
营业收入分别为5.43亿元、7.53亿元、11.3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1.29亿元、2.14亿元、3.10亿元。其
收入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办公软件产品使用
授权；二是办公服务订阅；三是互联网广告推
广服务。

截至目前，在个人用户市场，金山办公为全
球3.3亿用户提供办公服务，每天有超过5亿个文
件在WPS平台上被创建、编辑和分享，每月有超
过1亿件办公素材在稻壳儿内容平台被下载和使
用。此外，WPS office在海外市场拥有8000万月活
跃用户。

多年以来，金山办公一直在谋求上市。11
月17日，在金山办公上市前一天，小米集团创
始人、金山软件董事长雷军下发全员邮件称，
从1988年金山创办到今天，WPS走了整整31
年；从1999年以金山办公为业务主体准备上市
算起到现在，足足等了20年！雷军说：“WPS和
金山的历程，就是一个坚持梦想并最终取得胜
利的励志故事。”

31年前，24岁的求伯君夜以继日，最终一个
人用汇编语言写了12万2千行代码，WPS1.0横空
出世并获得成功，开启计算机中文办公时代。

2005年，低谷期的WPS作出划时代的决定：
面向个人用户永久免费。

2011年，WPS全力投入移动互联网转型。
WPS Office移动版契合了智能手机用户对移动
办公应用“简单而强大”的心理需求，赢得了全球
用户欢迎。

不过直到2017年5月8日，金山办公才首次递
交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2019年4月23日，金山
办公又撤销了创业板上市申请，转战科创板。
2019年5月28日，金山办公递交科创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

金山办公也是雷军旗下第一家A股上市公
司。旗下金山软件（03888。HK）早于2007年在港
交所挂牌上市；旗下小米集团（01810。HK）2018
年7月9日在港交所挂牌上市，目前小米集团总市
值超过2000亿港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近日，据人民法院公告网披
露，因杭州青年汽车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杭州青年汽车”）的破产财
产已经分配完结，杭州市萧山区人
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1日裁定终
结该公司破产程序。

此前，曾有媒体头版发布《水
氢发动机在南阳下线，市委书记
点赞！》一文，称水氢发动机在南
阳市正式下线，意味着车载水可
以实时制取氢气，车辆只需加水
即可行驶。文章引发了广泛的质

疑，青年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青年汽车集团”）也进入大
众的视线中。

据天眼查显示，青年汽车集团
目前仍为存续状态。其成立于2001
年，注册资本为1亿元，庞青年是其
法人代表，也是该公司的大股东，
持股比例达36.15%。11月18日，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致电青年
汽车集团，工作人员称杭州青年汽
车为其子公司，她对相关的业务并
不了解，目前总部（指集团公司）仍

在正常运营。
对于饱受争议的“水氢发动

机”，该工作人员表示，外界是误
传，不是“加水就能跑”，其中还有
一个催化剂，但被忽视了。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通过天眼查注意到，青年汽车集
团自身风险319条，包括失信被执
行人、被执行人等高风险信息，另
有周边风险778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袁野 图据东方IC

办公软件“活化石”
金山办公上市了

发行价45.86元
开盘价140元
收盘价126元

工作人员：总部仍正常运营，“加水就能跑”是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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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禁猛如虎
中国人保被砸跌停

上周，大盘跌得毫无脾气，昨天
的反弹虽然成交量不足，但多少有
点扬眉吐气的感觉。达哥现在认为,
重新站上2900点就是成功。

昨天，央行公开市场开展1800
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
为2.50%，上次为2.55%。对市场来
说，央行释放的加大逆周期调节力
度的信号非常明确。而在上周六，
央行发布的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
提出，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并

不再提“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向
市场释放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
信号。不过达哥觉得，这样的操作，
也使得今年央行进行全面降息的
概率几乎降为零。

个股方面，支撑指数的是中国
人寿、中国平安、招商银行等大盘金
融股。不过，中国人保因为巨量首发
限售股解禁，股价被砸跌停。这个风
险，我们上周就提示过，3.34元/股的
发行价，抛压非常重。中国人保昨天

的成交席位显示，五家机构专用席
位累计净卖出近10亿元。而买盘方
面，只有沪股通席位逢低接了1400
多万元。大家都在说“解禁猛如虎”，
好在到11月末，像中国人保这种大
盘股解禁的压力，要减轻很多。

大盘反弹了，但市场还是很低
迷，沪市只成交1400多亿元，看不到
更多场外资金进场，除了海外资金不
断净流入。机构资金都是逐利的，海
外资金在A股市场尝到甜头，自然还

会有更多资金进来赚钱。不管是投资
还是投机，只要能赚钱，他们就要来。

至于指数，尽管达哥不悲观，但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下个月就是
今年的最后一个月，大盘还能掀起
多大的动静，确实也不好寄予过多
的期望。因为对于很多机构而言，他
们现在的想法，可能就是守住现有
的业绩，有些机构甚至已经鸣金收
兵，可能也只有可爱的散户，才会一
年到头，从头交易到尾。（张道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