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市工商局吊销长期未经营企业营业执照决定公告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税务总

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

有关工作问题的通知要求，我局

按照登记权限对涉嫌长期未从事

经营活动的烟台明进电子有限公

司等289户企业进行立案调查。

现已查明烟台明进电子有限

公司等254户有限公司(名单见附

件一)成立后无正当理由未开业或

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超过6个月。

望洲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烟台分公司等14户分公司 (名

单见附件二 )成立后无正当理由

未开业或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

超过6个月。

烟台市光明异型水箱修造中

心等16户非公司制企业法人 (名

单见附件三 )应办理注销登记未

办理注销登记。违反了《企业法人

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企业法

人歇业、被撤销、宣告破产或者因

其他原因终止营业，应当向登记

主管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及第二

十二条“企业法人领取《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后，满六个月尚未开展

经营活动或者停止经营活动满一

年的，视同歇业，登记主管机关应

当收缴《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收缴公

章，并将注销登记情况告知其开

户银行。”

苍南县康华工艺厂驻烟台办

事处等3户经营单位(名单见附件

四)应办理注销登记未办理注销登

记。违反了《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

例施行细则》第四十七条“经营单

位终止经营活动，应当申请注销

登记。注销登记程序和应当提交

的文件、证件，参照企业法人注销

登记的有关规定执行。”之规定，

而且该3户经营单位自我局登报

公告责令其改正后，在规定工作

日内未到我局办理注销登记。

烟台市乐健福牌阿胶经销处

等个人独资企业2户(名单见附件

五)成立后无正当理由未开业或开

业后自行停业连续超过6个月。

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
1、企业信息查询表，证明当

事人主体资格及未办理三证合一

的事实；
2、市工商局限期年报提醒公

告，证明当事人未到我局办理年

报申报；
3、案件调查人员实地调查笔

录、照片，证明当事人已不在原登

记地从事经营活动；
4、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

明当事人连续2年以上未办理年度

报告公示，且未办理注销登记；

5、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申报

信息，证明当事人已连续一年以

上未报税的事实；
6、局长办公会作出吊销企业

营业执照决定的会议记录，证明

本案经局长办公会集体研究；
7、其他能证明当事人未开展

经营活动的证明等。

以上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证

明当事人长期未在原经营地址从

事经营活动。当事人长期停业未

经营行为，挤占了社会资源，增加

了行政成本，导致企业数据失真，

不利于政府掌握地方经济发展实

际情况，不仅影响政府客观科学

决策，也给工商、市场监管工作带

来较大影响，依法应予处罚。
2018年8月25日，本局在《烟

台晚报》发布了《烟台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行政处罚通知告知公

告》，告知了当事人拟作出行政

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

容及其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

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规

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也

未要求举行听证。

依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

条第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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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规定，本局决定吊销

上述公司营业执照。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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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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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规定，本局决定吊销上述分公司

营业执照。

依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

例》第二十九条“企业法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登记主管机关可以

根据情况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没

收非法所得、停业整顿、扣缴、吊

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处罚：
(三 )不按照规定办理注销登记

的。”之规定，本局决定吊销上述

非公司制企业营业执照。

依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

例施行细则》第六十条“对有下列

行为的企业和经营单位，登记主

管机关作出如下处罚，可以单处，

也可以并处：(九)不按规定申请办

理注销登记的，责令限期办理注

销登记。拒不办理的，处以3000元

以下的罚款，吊销营业执照，并可

追究主管部门的责任。”之规定，

本局决定吊销上述非公司制企业

的分支机构营业执照。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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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规定，本局

决定吊销上述个人独资企业的

营业执照。

因当事人不在原登记场所，

无法直接、委托或邮寄送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现依据《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六十七条第(三)项之规定进行公

告送达。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罚决

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60日内，向烟台市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直接向

芝罘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行

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特此公告。

烟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8年9月26日

附件一：有限公司254户
1 烟台明进电子有限公司
2 烟台川科橱俱有限公司
3 烟台弘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4 烟台新韩化制刷有限公司
5 烟台泰成电子有限公司
6 烟台亚路服装有限公司
7 烟台世飞服装绣品有限公司
8 烟台金潭服装有限公司
9 烟台泰荣服装有限公司
10 烟台爱民净水器有限公司
11 烟台C.T.C电子有限公司
12 烟台蔚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3 烟台南现电子有限公司
14 烟台金城电子有限公司
15 烟台余宝商贸有限公司
16 烟台利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7 烟台青松服装印花有限公司
18 烟台星之邦商业有限公司
19 烟台金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 烟台埃内杰夫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21 烟台弘馨美容服务有限公司
22 烟台喆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3 烟台风莱电机设备技术有限

公司
24 烟台启顺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25 烟台凯翔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26 烟台麦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7 烟台飞特商贸有限公司
28 烟台方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9 烟台金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0 烟台泓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31 烟台远诺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32 烟台宏元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3 3 烟台市裕荣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34 烟台东宁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35 烟台陆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36 烟台隆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7 烟台半岛商贸有限公司
38 烟台巨强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39 烟台市新晴光网络工程有限

公司
40 烟台金达电子有限公司
41 烟台德利经贸有限公司
42 烟台卓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3 烟台贵和商贸有限公司
4 4 烟台市龙信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
45 烟台万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46 烟台市金利智电脑有限责任

公司
47 烟台金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8 烟台科安安防器材有限公司
49 烟台永德房产经营有限公司
50 烟台佑炫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51 烟台朱庇特电子有限公司
52 烟台益高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53 烟台优赢服装整理有限公司
54 烟台友谊恒信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55 烟台韩美服装有限公司
56 烟台创机商贸有限公司
57 烟台哲兰餐饮有限公司
58 烟台忠州农产品有限公司
5 9 烟台锦水亭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60 烟台天扶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61 烟台明健木业有限公司
62 烟台成吉约翰船舶咨询有限

公司
63 烟台赛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64 烟台智信光伏产业有限公司
65 烟台炅旼电器有限公司
6 6 烟台英雄湖旅游服务有限

公司
67 烟台迪驰油压机械有限公司
68 烟台朝兴木包装有限公司
69 烟台大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 0 烟台东西方经贸发展有限

公司
71 莱州上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2 烟台东宇电子有限公司
73 烟台一信通信有限公司
74 烟台志远服装有限公司
75 烟台珂瑞玛塑料有限公司
76 烟台诚泰皮革有限公司
77 烟台必姆帝制衣有限公司
78 烟台信和服装有限公司
79 烟台长宏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80 烟台金成汽车零部件制造有

限公司
81 烟台大洋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82 烟台基成电子有限公司
83 烟台民镐服装有限公司
8 4 烟台松源迪爱思服装有限

公司
85 烟台世元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86 烟台哈娜服装设计有限公司
87 烟台宇加晶体科技有限公司
88 烟台新明电子有限公司
89 烟台菊菊餐饮有限公司
90 烟台九洲木业有限公司
9 1 烟台民益春蔬菜食品有限

公司
92 烟台高盈科技有限公司
93 烟台科太金属机械有限公司
94 烟台圣炫电子有限公司
95 烟台五星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96 烟台恒发机械有限公司
97 烟台丽人服装有限公司
98 烟台新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99 烟台广进渔具有限公司
100 烟台海吉建材有限公司
101 烟台笑口乐餐饮有限公司
102 烟台恒通文化交流咨询有限

公司
103 烟台泽洋经贸有限公司
104 烟台恩珍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 0 5 烟台新世纪服务外包有限

公司
1 0 6 烟台依美奇动漫设计有限

公司
107 烟台通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8 烟台阿思恩蒂服装设计有限

公司
1 0 9 烟台市展翅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110 烟台昭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11 山东才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12 烟台哥德拉克商贸有限公司
113 烟台沃德食品有限公司
114 烟台普成电子有限公司
115 烟台罗汉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116 烟台相英电子有限公司
117 烟台韩泉木制品有限公司

118 烟台牛牛企业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119 烟台青元地热工程有限公司
120 烟台凡赛木业有限公司
121 烟台瓞生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122 烟台联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23 烟台乔中商贸有限公司
124 烟台邦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125 山东哈珀进出口有限公司
126 烟台市旭隆经贸有限公司
127 烟台文山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128 烟台长亿凯华商贸有限公司
129 烟台圣志机电有限公司
130 烟台银河服装有限公司
131 烟台韩仁建筑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
132 烟台圣托斯服装有限公司
133 龙口市源丰蓝莓种植有限公司
134 龙口市龙博商贸有限公司
135 烟台四大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36 烟台德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37 烟台润东汽车销售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138 山东庄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39 烟台利达国际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140 烟台哇一智电子有限公司
141 烟台怡好便利超市有限公司
142 烟台津祥软木制品有限公司
143 烟台国源旭昇公交燃气股份

有限公司
144 艾费尔(烟台)新型显示器研

发中心有限公司
145 烟台西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46 烟台克里丝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147 烟台波诺电子有限公司
148 烟台沈芝电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49 烟台明玉商贸有限公司
150 烟台龙泉广告有限公司
151 烟台澳润物流有限公司
152 烟台纳维亚船舶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153 烟台惠达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54 烟台海业冶金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55 烟台钻伟商贸有限公司
156 烟台美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 5 7 山 东 瀚 雅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司
158 烟台华泰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
159 烟台山海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60 烟台市鲁华科技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161 烟台金瑞科技有限公司
162 烟台凯达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163 烟台虹口东升实业有限公司
164 山东半岛煤炭储运有限公司
165 烟台东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66 烟台乔治凯利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
167 蓬莱市胤福矿业有限公司
168 烟台博沃空压机械有限公司
169 烟台金宇电子有限公司
170 烟台瑞渊饰品有限公司
171 烟台富光化妆用具有限公司
172 烟台新起电子有限公司
173 烟台能电科技有限公司
174 烟台凤凰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175 烟台永春服装有限公司
176 烟台昭延电子有限公司

177 烟台彩溢服饰有限公司
178 烟台双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179 烟台三进电子有限公司
180 烟台相爱利服饰有限公司
181 烟台美林电子有限公司
182 烟台和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183 烟台百豪特服装有限公司
184 烟台新明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185 烟台哲焕服装有限公司
186 烟台京一刺绣有限公司
187 烟台武烈电子有限公司
188 二羽食品(烟台)有限公司
189 烟台日新包装有限公司
190 烟台大都服装有限公司
191 烟台全一针织有限公司
192 烟台宏升食品有限公司
193 烟台森林木材工业有限公司
194 烟台丰洲农机企业有限公司
195 烟台日新玻璃有限公司
196 烟台采艺坊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197 烟台金加洲塑料五金有限公司
198 烟台德丰塑胶有限公司
199 烟台阿尔福塑业有限公司
200 烟台新湖建材有限公司
201 烟台海光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202 烟台金山网具有限公司
203 烟台雄宇进出口有限公司
204 烟台晶山家具有限公司
205 烟台柱胡服饰有限公司
206 烟台飞燕电子有限公司
207 烟台帝喜体服装有限公司
208 烟台速龙自由滑艇制造有限公司
209 烟台中宝服装有限公司
210 烟台三杨商贸有限公司
211 烟台惠世商贸有限公司
212 烟台万田商贸有限公司
213 烟台泰振建材有限公司
214 烟台宇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15 易亚细亚商贸(烟台)有限公司
216 成福(烟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17 烟台可来运酒店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
218 吉邦化肥(烟台)有限公司
219 阿吉泰化肥(烟台)有限公司
220 九金山化肥(烟台)有限公司
221 世光服装(烟台)有限公司
222 纱原工艺品(烟台)有限公司
223 嘉星肥料(烟台)有限公司
224 大雄精密电子(烟台)有限公司
225 烟台现宇(沙埠)化工制品有

限公司
226 安龙(山东)科技有限公司
227 嘉美施化肥(烟台)有限公司
228 烟台宰源电子有限公司
229 烟台太升服装有限公司
230 烟台邦林电子有限公司
231 烟台金满指甲用品有限公司
232 烟台以真服装有限公司
233 烟台优利电子有限公司
234 烟台三柱电子有限公司
235 烟台元俊服饰有限公司
236 烟台中宝木业有限公司
237 烟台和昌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238 烟台宝迪预制室内装饰用品

有限公司
239 烟台泰进服装有限公司
240 烟台大京金属商贸有限公司
241 烟台宫本服装有限公司
242 烟台晓星电子有限公司

243 烟台元熙鞋业有限公司
244 烟台韩成电子有限公司
245 烟台本思特服饰有限公司
246 烟台圣一电子有限公司
247 烟台韩荣电子有限公司
248 烟台机坦服装有限公司
249 烟台奥日服饰印花有限公司
250 烟台东廷橡胶机械有限公司
251 烟台有情服装有限公司
252 烟台星智服装有限公司
253 烟台富永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254 烟台宇帝办公自动化设备有

限公司

附件二：有限公司分公司14户
1 望洲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烟台分公司
2 珠海兴业绿色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烟台分公司
3 珲春希望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烟台分公司
4 威海大山电子有限公司烟台

分公司
5 大连丰家贸易有限公司烟台

分公司
6 上海天纳克排气系统有限公

司烟台分公司

7 烟台佑诚木业有限公司高新

区分公司

8 青岛淡马锡道路交通有限公

司烟台分公司

9 烟台明健木业有限公司回里

分公司

10 烟台金龙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开发区办事处

11 烟台澳华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回里花生加工厂

12 烟台虹口东升实业有限公司

滨海假日国际酒店

13 威海秀肌肤贸易有限公司烟

台分公司

14 和喜特 (厦门 )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分公司

附件三：企业法人16户

1 烟台市光明异型水箱修造中心

2 烟台飞虹广告公司

3 烟台策划总公司

4 烟台无线电一厂

5 烟台市燕达经贸发展公司

6 山东省地方煤矿烟台培训中心

7 烟台市华国机电物资总公司

8 烟台市齐鲁装饰工程公司

9 烟台制冷空调研究所

10 烟台四通物资供应站

11 烟台恒昌安装装饰工程公司

12 烟台市五金供应公司

13 烟台市进出口公司物资公司

14 烟台国合华颖服装厂

15 烟台市股份制发展服务中心

16 烟台市经济技术信息咨询开

发公司

附件四：企业法人分支机构3户

1 苍南县康华工艺厂驻烟台办事处

2 烟台艺术学校综合商店

3 珠海经济特区伟民(港澳)设计

装饰公司烟台分公司

附件五：个人独资企业2户

1 烟台市乐健福牌阿胶经销处

2 烟台欣萌文化艺术策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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