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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í 除了中
兴通讯复牌跌停之外，昨天股市
另一件大事就是独角兽工业富联
上市后首次开板。果不其然，
作为
独角兽，它成功吸引了众多资金
的注意力。截至收盘，
工业富联成
交额达到惊人的158.
09亿元，换
手率达到56.
64%。

!&,,ý~
数据显示，昨天成交额倒数
前 1153只 股 票 ， 成 交 总 额 为
158.
09亿元。也就是说，
工业富联
昨天一天的成交额相当于成交额
倒数1153只股票的成交总和。
另据WI
ND资讯的统计，从
全年看，今年以来成交额超过工
业富联的股票有700多只。也就
是说，剩下今年有交易的2700多
只股票，今年以来的成交额比不
上工业富联周三一天的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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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厦门绿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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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成交1559亿元，富士康一家占
比10%还多，真的是一头兽成千
股枯——
—对其他股票的杀伤力还
是很大的。根据统计，
昨天两市交
易的个股中，上涨的仅455家，下
跌的个股则高达2883家。
此外，
在沪深3500家公司中，
成交量低于1500万元的接近一千
家。而接下来还有小米、阿里、百
度等都在排队等待CDR上市。若
没有增量资金增援，再多几个独
角兽，
可能会把A股给抽干了。

S
工业富联昨天开板，直接抽
血150多个亿，而整个上证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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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市，华泰证券厦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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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部投顾林峰认为，富士康开
板，
意味着本周的又一利空落地。
虽然本周还有世界杯魔咒、美国
加息，以及美国可能加征关税等
消息，但多重利空砸出的黄金坑
值得重视。他预计，
3000点政策
底很难跌破，
“六绝”大底大概率
就在本周。在各种魔咒过后，
一轮
中级反弹行情将呼之欲出，此时
不宜再悲观。
不过，安信证券湖里大道营
业部投顾黄惠明则谨慎指出，鉴
于端午节前一贯的交投清淡，稳
健的朋友可以提前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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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敏业资产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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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闽武长城岩土工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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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辰新装修设计有限公司遗

厦门市集美区白扬制冷设备

通用定额发票(
壹佰元版)存根联，

现声明作废。
资 本 由 2000万 元 人 民 币 减 至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330302 A34873N6H，

发票代码：
13502162772
，
发票号码：

474.
392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不 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48353，
现声明作废。

●厦门辰新装修设计有限公司遗

07626701-07626750，
声明作废。

3930
变，至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债 清算组负责人：
徐协娟，
电话15060 ●厦门极创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
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 751655；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思明 不慎遗失厦门市思明区市场监督 026291201，声明作废。
南路287-289号商场121单元

管理局2018年4月17日核发的营业

公司不慎遗失福州市市场监督管

厦门鑫心目中文化传播有限

执照副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026880，
联系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

91350203M0001F6X5M，现 声 明 公司遗失厦门市湖里区市场监督

清算

环岛东路1811号中航紫金广场B栋 ●厦门申尊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该营业执照副本作废。

管理局2017年01月12日核发的营

遗失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厦门登癸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

2018年6月14日

!"#$
福建文山伟业电力咨询有限

5678!"%&

联 系 人 ： 范 林 林 ， 联 系 电 话 ： 厦门市敏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绿怡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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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
魏振雄)，
决定将公司注册 已成立清算组，请各债权人自公告 12月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

1703D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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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M 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不慎遗失厦门 失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5 服务部(
税号：
36048119861127341
副本， 001)不慎遗失厦门市国家税务局
码：
91350200089925404W；法定 A347J
A85T，因股东决定解散，现 市思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5年 月1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3t!+(.S

，
现声明作废。
年 9月 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失厦门市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3502035750450664

理局2016年05月17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为：91350100M
A3482GD3F，现声明该营业执照
正本作废。
特此公告！
福建文山伟业电力咨询有限公司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 2016年12月2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厦门全程德邦物流有限公司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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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衷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税号：
91350200705492498C)
遗失税控盘 (盘号：
49990914
5418)声明作废。

!"#$
厦门壹家安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厦门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代码：135021610143，发票号
码：01963540，声明作废。

2018年06月13日
●厦门市海沧区真兹味包子店遗
●厦门万利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厦门名芊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0206302819468Y，现声明作废。 监督管理局2018年1月15日核发统
% &
失车辆道路运输证，车号闽DH907 册号350205830039682
，
声明作废。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
厦门鹏雅泰服装织造有限公 ●厦门市海沧区爱靓健美容店遗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502030511
挂证号350201178216，
声明作废。
00MA2YHRL79G)，
因公司股东 司：
声明作废。
本委立案受理的申请人李辉煌 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93535F的营业执照正本，
●厦门万利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会决议解散，
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 (公民身份号码：
●厦门市腾盛元机电设备有限公
3505241965121 一社会信用代码92350205MA2Y
失车辆道路运输证，
车号闽DE0236
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 24556)与你司的劳动争议一案， 5KQE3Q，
司遗失厦门市翔安区市场监督管
声明作废。
证号350201215669，
声明作废。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 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司公告 ●厦门益利鑫工贸有限公司遗失厦 理局2016年07月14日核发营业执
●遗失声明：厦门晓学堂商业管理
权登记手续。
清算组负责人：
柯兴 送达本委作出的厦集劳仲案[
2018]门市同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限公司(税号：91350203MA34
相，
电话：
13685937605地址：
中国 0295号《裁决书》。
限你司自公告 年05月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913502133030563271，声明作废。
8
(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高 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委(厦门市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2751 ●厦门市同安区万和欣业水处理 PYB48)遗失厦门增值税普通发
3502174320 发票
崎北三路197号三楼303单元。
设备经营部遗失福建省厦门市国 票，发票代码：
美区灌口镇人民政府一楼劳动仲 638558X，现声明作废。
号码：
04984239，
声明作废。
厦门名芊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裁庭)领取《裁决书》，
逾期则视为 ●遗失厦门市集美区煌子理发店， 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壹份，发票
●厦门市湖里区泡猪腰小吃店遗
清算组
送达。
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代码：135021710143，发票号码：
失通用定额发票(壹拾元)，发票
●滕汉博遗失泉州师范学院陈守
厦门市集美区
350211810013349，经 营 者 ：黄 玉 00397320，声明作废。
135021712472，发票号码：
仁信息工商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学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军，
发照日期：
2015年 3月 4日，
声 ●遗失声明：连爱仙遗失公园景点 代码：
;<%&

302945069H，声明作废。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 浦路分公司遗失厦门市思明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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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证，证号 160803022，声明作废。

二○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明作废。

门票优惠证，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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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77801-03677850，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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