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公告 

兴市市监公告字〔2020〕6 号 

兴宁市弘学贸易有限公司等 80 户企业及企业分支机构： 

按照原国家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

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广东省工商局、广东省

国税局、广东省地税局转发工商总局、税局总局关于清理长

期停业未经营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我局通过现场检

查和向税务、社保等部门调查，发现兴宁市弘学贸易有限公

司等 80 户企业及企业分支机构已不在登记的住所(经营场

所）经营达连续 6 个月以上，且连续两年以上未按规定时间

报送公示企业年度年报（已被我局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税务登记状态为无税务登记、非

正常户或已注销，未进行纳税申报，无社会保险基金参保记

录。我局曾向上述 80 户企业及企业分支机构的法定代表人

和股东（或投资人、负责人）以挂号信的形式发出《兴宁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证据通知书》，要求上述企业及企业分

支机构在 15 个工作日内说明企业存续情况，至现在均未和

我局联系，涉嫌长期停业未经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



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

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

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 6 个

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 6 个月以上的，可以

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和该《条例》第七十九条

“分公司有本章规定的违法行为的，适用本章规定。”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个人独资

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

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我局

将进行集中清理。 

现将涉嫌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名单（见附件）予以公告，

请以上企业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到我局商事登记窗

口主动办理注销登记或向我局提出异议。对逾期仍未办理注

销登记或未提出异议的企业及企业分支机构，我局将依法吊

销其营业执照。 

联系人：信用风险监管股    联系电话：0753-3389271 

特此公告 

附件：涉嫌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名单 

 

 

                           兴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9 月 30 日   
 
 



附件： 

涉嫌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名单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投资

人 

441402000023315 兴宁市弘学贸易有限公司 郑味美 
441481000026377 广东祥福实业有限公司 易玩标 

91441481MA513N0308 梅州市澳派健身有限公司 王志龙 
914414815921973011 梅州市步步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刘金灵 

441481000037100 兴宁市宝雄贸易有限公司 曾华招 

441481000035431 兴宁市福来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李方芳 
91441481MA4UKQJU87 兴宁市卡世界投资有限公司 赖远林 
441481000027423 兴宁市铨溢兴毛织有限公司 梁梅贵 
441481000020493 兴宁市兴达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张承琳 

91441481MA511XMH14 兴宁市叶氏餐饮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叶国泉 

441481000012492 兴宁市竹园网吧 余清辉 

441481000039540 兴宁萧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肖少芬 

91441481MA4UWYKC42 广东合正建筑物鉴定检测有限公司

梅州分公司 秦健华 

91441481MA4UJKKK00 广东尚景捷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兴

宁分公司 王健威 

91441481MA4UUW7K0J 梅州市百伶百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黄伟彬 

91441481MA4WMWP93G 梅州市冠霆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罗义杰 

91441481MA4UPG7T3D 梅州市理想装饰有限公司 陈秋华 

91441481MA4UWT5M78 梅州市日胜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刘运强 

441481000036231 梅州市芸众数字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李心心 

91441481MA4UMYX048 梅州市众赢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廖苏文 

91441481MA4UNNXJ5U 深圳市幸福人生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梅州市分公司 张苑辉 



91441481MA4UMDL35G 兴宁金冠达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 罗志文 

91441481MA4UJC8T6Q 兴宁市柏盛健身有限公司 李耀富 

441481000029319 兴宁市春雅实业有限公司 曾海金 

91441481MA4WNG424H 兴宁市帝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王健威 

91441481MA52J5GD3J 兴宁市尔洒臻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邓诚臻 

914414813042106481 兴宁市恒胜贸易有限公司 林振荣 

91441481MA4W2RXJ33 兴宁市华捷物流有限公司 彭华 

91441481MA52J6163D 兴宁市佳固旗商贸有限公司 王成 

91441481MA52LACH5R 兴宁市金甸凯广告有限公司 陈柳苑 

441481000037239 兴宁市金妆服饰有限公司 叶细花 

914414813380826720 兴宁市聚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罗小健 

91441481MA52K5G10L 兴宁市莲雪珍建材有限公司 陈梓恩 

91441481MA51K5YG7N 兴宁市隆鼎贸易有限公司 罗辉凤 

91441481MA4URBWU8G 兴宁市南方在线网吧 范永武 

914414810948124209 兴宁市楠燊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朱志坚 

91441481MA4UQLE0XF 兴宁市齐兴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罗健 

91441481MA4ULDB28X 兴宁市仁俊导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温嘉俊 

91441481MA4WXGF29M 兴宁市融金汇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温辉 

441481000003282 兴宁市同兴养殖发展有限公司 何小朋 

91441481MA4WCWEEXD 兴宁市万世实业有限公司 廖恺浩 

441481000026019 兴宁市新佳装饰有限公司 陈科新 

441481000011910 兴宁市新科网吧 彭海新 

441481000030069 兴宁市雅士达鞋业有限公司 李洪丽 

441481000036153 兴宁市一鼎贸易有限公司 张文波 

91441481MA4UYGC312 兴宁市一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高胜云 



91441481MA52E78F73 兴宁市勇铋贸易有限公司 张勇光 

91441481MA52HG0P9C 兴宁市勇登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王勇 

914414815901278523 兴宁市友学贸易有限公司 彭黎鹏 

441481000020284 兴宁市源通公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曾志坚 

91441481MA4W2TLB7C 兴宁市云发餐饮有限公司 曾胜泉 

91441481MA4X282J5P 兴宁市众鼎贸易有限公司 许龙造 

441481000034301 梅州市东德贸易有限公司兴宁分公

司 李东元 

441481000035546 梅州市杰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李华中 

441481000038276 梅州市祥和贸易有限公司兴宁宁中

分公司 黄伟新 

441481000037716 兴宁市全家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赖玉英 

91441481MA4UQXBB3A 兴宁市馨兴泰贸易有限公司 陈美玲 

91441481577862369H 兴宁市兴宝现代养殖发展有限公司 罗志安 

9144148179290949XT 兴宁市粤兴矿业有限公司 练玉桂 

441481000026779 兴宁市云昊畜牧服务部 李丽云 
91441481L00332227X 兴宁市黄陂镇供销加油站 罗威海 
91441481325100851P 兴宁市济融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石雄 

441481000031789 兴宁市益生源食品厂 胡月龙 

914414813151611084 梅州市丽都电子有限公司 李小中 

91441481590051173R 兴宁市凌欣电子有限公司 陈秋琼 
441481000029790 兴宁市中天轮胎翻新有限公司 张敬辉 
91441481MA4UW4RB9N 兴宁市恒丰矿业有限公司 李亚坤 

91441481MA4UPUR95P 兴宁市嘉恒钢结构有限公司 廖茂胜 

441481000029183 兴宁市臻典水钻饰品有限公司 张凌云 

91441481079583420R 梅州市明越道路沥青有限公司 张承荣 

914414813348039700 梅州市粤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罗子强 

441481000026658 梅州市东德贸易有限公司 李东元 

441481000012773 兴宁市文良工艺厂 陈文良 



91441481075058098A 兴宁市韩湘妮贸易有限公司 庄达胜 
441481000035232 兴宁市红运装饰有限公司 刘建波 
91441481MA4UKTEGXL 兴宁市恒昇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陈学敏 

441481000023300 兴宁市华宇幕墙玻璃材料有限公司 肖文中 

441481000035802 兴宁市江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何江永 

441481000024460 兴宁市兴叶兽药门市部 罗杏飞 

441481000025294 兴宁市骏宏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范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