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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重庆建川博物馆下周一开馆
馆藏4万件宝贝等你去参观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吴娟 毕克勤 摄影报道）记者昨天
获悉，位于九龙坡区谢家湾的重庆建川博物馆将于6月18日正
式开馆，该博物馆分8个主题馆，馆藏宝贝多达4万件，其中包括
67件国家一级文物，重庆市民届时可前往参观游览。

据了解，重庆建川博物馆是重庆抗战兵工旧址公园的重要
组成部分，该博物馆利用抗战时期兵工生产洞体作为馆址，共
有8个主题博物馆，分别是重庆故事博物馆、中医药文化博物
馆、抗战文物博物馆、兵工署第一工厂旧址（汉阳兵工厂）博物
馆、兵器发展史博物馆、中国囍文化博物馆、祈福文化博物馆、
票证生活博物馆。馆内藏品4万余件，包括67件国家一级文
物。“我有一本花名册，是国民政府时期‘防空委员会’下属的掘
埋大队的花名册，上面有几百人的名字，花名册上的人，其实就
是在抗战期间负责掩埋被日军轰炸导致死亡尸体的人，这也从
一个侧面印证了抗战期间重庆轰炸的惨烈。”中国“博物馆达
人”樊建川告诉记者，重庆建川博物馆展出的文物中，有不少跟
重庆和抗战有关，“我还有丰子恺的代表画作——‘胜利之夜’，
描述的是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晚上重庆的一个画面：因为防空
管制取消，可以开灯了，爸爸把娃娃抱起，去摸那个灯泡，一家
人欢呼，象征抗战胜利，大地重现光芒。”

据了解，重庆建川博物馆实行通票制，50元/人，此外对部
分群体实行优惠票价，其中60~70岁老年人、现役军人、全日
制本科及以下学历在校学生，30元/人；国家级劳模、英雄，身
高1.2米及以下儿童，7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残疾人持相关证
件免费入馆。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9：00至下午5：30。

九龙坡区副区长李洪亮透露，九龙坡区政府与四川安仁建
川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在成功合建重庆建川博物馆的基础
上将继续深度合作，充分利用重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
区指挥中心的独特地位，拟在九龙坡区谢家湾片区续建5个国
防教育博物馆和15个三线建设博物馆，最终形成以抗战兵工、
国防战争、三线建设为主题的三大博物馆聚落，通过3年左右
时间培育，力争打造成为全国第一、在世界有一定影响的博物
馆群和5A级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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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根据《重庆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现将我局下属单位南坪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执法大队（曾用名：南坪商圈执法大队）在2012年至
2015年期间，车辆所有人未在规定时间内到大队进行
处理的暂扣车辆进行公告。自本公告发布起三个月
内，请车辆驾驶人或所有人携车辆的相关合法手续前
往大队（南坪惠工路196号建行对面三楼，联系电话：
62822319）进行处理，逾期未进行处理的，车辆将依法
移交有关部门作拍卖或报废处理。车辆具体信息如下：
车辆类型
摩托车
摩托车
摩托车
摩托车
摩托车
摩托车
摩托车
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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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
摩托车
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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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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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
电动车
摩托车
摩托车
电动车
摩托车
电瓶车
三轮

电动车
摩托车
摩托车

车辆颜色
红
黑色
红色
红色
黑色
红黑
红黑

红黑色
黑色
黑色
红色
蓝色
黑色

红黑色
蓝色
红色
黑色
蓝色
黄色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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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黑色
红黑色
灰色
灰黑
黑色
蓝黑
黑色
黑色
红色
蓝黑
红色
蓝色
黑色
红黑

发动机号
JS159FMJ03021066
LC162PMJHD105999
161FMJ89L00731

LLCL7P1L49C000318
JITCJJDOA3F81680

BYQ162FMJ42AB00173
A0152

162FMJA8050098
162FMJVB1467373

无法查看
LC162FMJFD009982

JL158FMI-210A267295
04629693

1P50FMG120210797
7M162FMJA2E260382
162FMJ-G1109500855
BS162FMJ91113024
BS162RMJ90210025
LFFSKT2C671C60020
LBJTCQ3A4CA108395
QJ162MJ-B1173478
1P33F2A81217292
152FMH13043327

LFFYJVOC6B1B50030
037920904059315
595121168100766
AZ2013060001339
DW139F97027829
L24M210089109633

RY1939FMA8B000836
LTNH305A2045010

D15060009942
125221072300001
139FMA14F30728

LD1933F2213100525

车牌号
渝B12506
渝BR9603
渝AA9336
渝HG2191
渝CDR809
渝CKY292
渝D6337
渝BF5329
渝ACM600
渝C6B159
渝GB5595
川MAG150
渝FK8216
渝BH2776
渝GW9589
渝ADF181

无牌
渝AG3353
渝CN1899
渝BHP900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
无
无
无牌
无
无牌
无
无

车辆品牌
雄风

LONCIN
新感觉
LONCIN

和平
嘉陵
无

力帆
HAOJIN

豪爵
嘉陵

YAMAHA
无
无

QINGQI
嘉陵
无
无
无

黔江
无
无

BENT
嘉陵
雅迪
无

凯翔
UCCI
劲扬

金彭
宗申
建设
无

特此公告。
重庆市南岸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年6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福豆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渝沙注册号500106007643889)股东会研究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忠县新立镇龙成农机专业合作社(注册号
500233NA000258X)成员大会决议，本社拟将注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请债
权人在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忠县新立镇龙成农机专业合作社

●遗失重庆鲜蔬汇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30512002-X),声明作废。●重庆鲜蔬汇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不慎将税务登记
证副本丢失，税号：50010930512002X，声明作废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广告

公 告
重庆通迖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在此公告，我司

在南川区承建的重庆市南川区2014农村环境连
片整治项目工程的三四标段现也决算、审计、工程
款项也收完。请在此项目做的工作人员和销售材
料的人员如有没结清款项的与本单位联系。
联系电话：023-85793566
公司地址：重庆市万州区白岩书院74号楼第三层

重庆通迖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市大足中学与刘利萍、彭梨解除聘用关系的公告
刘利萍自2016年2月24日、彭梨自2016

年9月1日至今，两人已连续旷工超过1年以
上。学校校长办公会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2号）第四章第十五
条以及《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
的意见》（国办发[2002]35号）第六条第二项
的有关规定，作出解除学校与刘利萍、彭梨之
间聘用关系的决定，特此公告。

重庆市大足中学 2018年6月11日

通 知
陈明中 侯绍卫 卢登桠 任珍书 王

定于 郑安友 现通知你于本通知日起5
个工作日内到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人
民政府煤矿遗留问题处置办，完清离
职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重庆市南川区柯壁煤炭有限公司板桥煤矿

声明：遗失重庆飞帆塑胶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77094058140）开给重庆宗申机车
工业制造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抵扣联）：发票代码 5000172130 发票号
00768530金额18097.27元，特此声明
遗失吴娟（女），身份证号码510921198812281328，
籍贯四川遂宁，201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硕
士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证书编码：
106521201402001000)及硕士学位证书（证书编
码：Z106523201400011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我丽水净水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RGBH3W）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6月14日

遗失赵德文车牌渝G29382营运证500230006837声明作废。遗失黄柳车牌号渝F30B96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遗失李红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108010991作废。重庆雷斯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道路运输证渝BF3168遗
失。天旺公司渝B5A925 营运证 500222057086 渝 B3A690 营运证 500222056654 遗失作废。卡乐公司渝
BL9763 营运证 500110068953 渝 BV3235 营运证 500110040018 遗失。强帮公司渝 A7978 挂营运证
500110078632遗失。贵港公司渝BV0986营运证500110037033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市威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渝B5T300营运证500100019770作废。重庆久庆物流有限公司渝A93688遗失注销。遗失桦威公司渝BV5722
营运证 500110038643 作废。环通公司渝BU5812营运证500108012538遗失。众途公司渝BQ0165营运证
500110040543遗失作废。添金物流公司渝BU2257营运证遗失。遗失正天公司渝C68382营运证500383012682作
废。联旺公司营运证渝 BR8969 遗失作废。豪帅公司渝 BS6919 营运证 500110021267 渝 BL6317 营运证
500110065422遗失作废。炬枫物流公司渝BM3120营运证遗失。足晟物流公司渝C3355挂营运证遗失作废。
锦佳公司渝BR6836营运证500110070695遗失。重庆市万盛区文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T3783渝
BT3386渝BT3765渝BT9195渝A98155渝BY3915渝B1A062渝B2A933重庆金轮运输有限公司BM9508渝
BM6669渝BP0256渝BP0285渝BP0392渝BP6295渝BP0195以上车辆与公司失去联系，经多方寻找无结果，请车主见报
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税费、保险、审车，否则公司将向车管部门申请灭失注销，特此公告.鸿山公司渝A2L721营运证
500103012764渝BK9782营运证500103028570遗失。双旭公司渝BQ9187营运证500110011012遗失。

遗失重庆山点水白酒销售有限公
司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九龙坡支行
九龙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413206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房屋管理局
沙坪坝房管所在农行沙坪坝支行
所开账户重庆市房地产管理局沙
坪坝区分局沙坪坝房管所预留印
鉴财务章，特此声明。

重庆绿涛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编号:5001127071550），财
务专用章（编号:5001127071551）
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国际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原名：重庆招标
采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03月30日开具给
重庆市巴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代码：5000172320，发票号码：00263376，价
税合计:55000元，特此声明发票联遗失
注销公告：重庆瑞朗电气有限公司设备分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304819666）经重庆瑞朗电气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现拟向公司所在地工商行政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债务数额并提交相应证明材料。 特此公告！
遗 失 黄 舸 （ 身 份 证 号 ：
510202197804280016）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取得的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编
号：0153840，专业：其他安全（电力），级别：
中级）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恒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进
出口企业代码：5000683929512，
编号：02060076，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今遗失重庆市利剑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的公章一

枚和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盛支行
万盛大道分理处办理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J6530054261803），特此声明作废

余 勤 （ 身 份 证 号 码 ：
510211198202010044）国、地税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
号：510211198202010044，遗失
声明作废。
陈彪遗失重庆益民医院开具的重
庆市其它部门住院医药费专用收
据 ，编 号 ：0000206093 金 额 ：
7760.19 元，未到其他机构报销，
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渝北劳人仲公字〔2018〕第290号
重庆七零年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委于2017年12月28日受理的王晖诉你司计时计
件工资、二倍工资差额争议一案，已于2018年4月9日开
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290号仲裁裁
决书作出裁决：一、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7年7月至
9月期间工资7200元；二、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9879元。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达
你司，从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裁
决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6月14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劳人仲公字〔2018〕第360号
四川凌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分公司：

本委于2018年1月2日受理的程蒙蒙诉你司计时计
件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二倍工资差额争议一案，
已于2018年4月10日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
字〔2018〕第360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一、由被申请人
支付申请人2017年1月至3月期间工资13000元；二、由
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
额34000元；三、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达你
司，从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裁决
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6月14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劳人仲公字（2018）第570号
重庆溢思得瑞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委于2018年2月5日受理的沈前林诉你司计时计件工
资、其他劳动争议一案，已于2018年5月16日开庭审理。本
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570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一、由被申请人重庆溢思得瑞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于本
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沈前林2017年6月至8月税
后工资共计118095元（大写：壹拾壹万捌仟零玖拾伍元整）；

二、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达你，从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从公
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
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
行，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6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越庆货运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103000157000）股东决定，拟将注
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鼎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6MA5U38NF0M）股东决定，本公司拟
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人于本公告登
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债权债务手续，逾
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2018年6月14日
注销公告：重庆淘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30MA5U8C2459）经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债
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6月14日

遗失永川区德福火锅店 (识别号
92500118MA5UBNDX9R）发票领购
簿 和 通 用 机 打 卷 式 发 票 ，代 码
150001620410，号码48917429作废

遗失中国邮政集团重庆市北碚区分公司
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码5000174130
号码04448648、04448646（发票联和抵
扣联）特此声明遗失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宗田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500109000032389）股东会研究决
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大足区昱翔建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50846702970）股东会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晨通公路养护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号500383000008859）股东会研究决
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懿生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5U7N0G5N）股东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市正旺保洁有限公司潼南分公司(税号
91500223MA5U6CJQ2U)开具给重庆绿港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税号91500117556762051E）重
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代开）代码5000164160号码
01649202特此声明遗失
注销公告：经云阳县荣举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500235565623635D）成
员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 45日之内，请债
权人到本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注销公告：重庆积目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MA5U68M75D）经股东
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
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麦克红康药房南岸区万恩药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12322196412080072通用手
工发票百元版发票代码150001120531发票
号码00188501-00188525声明作废
遗失荣昌区吴家镇忠田田蔬菜种
植场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226212587808声明作废
遗失荣昌区吴家镇忠田田蔬菜种
植场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重庆正美医药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8MA5U8E4352）开给北川成宇药
业有限公司重庆增值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
联），发 票 代 码 5000174130 发 票 号 码
02189401价税合计7665元，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纯绿牲畜养殖场（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567859238W）投资人决
定，本企业拟注销，按《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申
报债权 联系电话：13594803149 联系人：刘建国
注销公告：重庆建拓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2270891460801）经股东会研究决议，
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
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6月14日
注销公告：重庆建拓园林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227089146064B）经股东会研究决议，
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
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6月14日
注销公告：重庆固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27556756778P）经股东会研究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
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6月14日

声明：重庆华都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号码：5001137087630）；
遗 失 财 务 专 用 章（ 号 码 ：
5001137087631），声明作废
遗失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1份，（渝两江）股质登记设字
【2017】第014566号，质权登记编号500905001098313，出质
人重庆恒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质权人重庆市交通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出质股权数额（万元/万股）800.0，核发时间2017.7.6，出
质股权所在公司重庆市商信宝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声明作废

身份证遗失声明
本 人 幸 福 （ 男 ，身 份 证 号 ：

510202195402140919，有效日期：长期）于2018
年6月12日上午10：00左右在渝中区枣子岚垭附
近遗失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声明作废。自遗失之
日起，一切冒用和非本人签字使用身份证的行为，
均与本人无关，本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遗失云阳县鑫辉采石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50023500001340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云阳县鑫辉采石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235000013408）经股东会研究决定
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债务
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18年6月14日

遗失原荣昌县吉光水果种植园（普通合伙）营业执照副本
500226200021352税务登记证正本 500226051717298
注销公告：经原荣昌县吉光水果种植园（普通合
伙）（注册号500226200021352）成员大会决议，
本社拟将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之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森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Z5312渝AJ609挂渝BY6032
渝 BZ0670 渝AE318 挂渝BZ2101 渝A96009 渝A8168 挂渝
BY2097 渝BZ0380；森勃分公司渝BZ6200渝BX3692；重庆市
聚佳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綦江分公司渝B5A096 渝AJ077挂，重
庆市綦江区银盆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04393, 渝D00500，渝
D85996由于你违反合同约定，未按时足额归还借款，现我司正式告
知你务必于本告知函发出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否则我司可
以单方委托评估机构，以评估价格处置该车辆用于冲抵欠费。逾期办
理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自行负责。联系电话：02367520588。

遗失重庆国梁建设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纳
税人识别号:91500235666438156L）重庆增值税
专用发票，发票代码：5000172130，发票号码：
07082651- 07082652，00676886- 00676888，
07092376-07092377发票联、抵扣联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原大足县尖山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500225NA000351X）成员大会
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
到本社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个人征婚
男 63岁，离，独居，有房，觅61岁以
下女士，联系电话：13638378441

遗 失 公 告

电
话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m2，有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综 合 服 务

www.023yuan.com 美的缘11年68067355

渝
媒
人

婚恋服务专家成就天下姻缘
美满婚姻家庭服务中心
4001-820-520

R

征 婚 交 友

●遗失江北区慕尚甜品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25001050029301声明作废
●重庆红兆头商贸有限公司遗失机构信用代码
证，证号：G1050022304703950N，特此声明作废
●胡振文遗失重庆大学学生证，学号：20150813066声明作废
●重庆江北区观音桥赛博数码广场3F-339何昌伟铺位保证金收据一
张，编号0065235，日期2012年12月7号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余明富营业执照正本500224700036825作废
●遗失崔明春营业执照副本500224600077131作废
●遗失铜梁区美食鲜汤锅城邓成美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编号JY25001510034501(1-1)作废
●遗失2017.4.24发重庆市南川区兆能餐饮店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565646976N作废
●遗失北碚区龙凤桥街道凤凰联合蒋治明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CQ091404020071作废

●遗失2015.8.26发重庆市綦江区世行养殖场
营业执照正本500222212656346作废
●遗失2010.11.30发重庆德道新能源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500903000026572作废
●遗失重庆市南川区东豪矿产品有限公司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559031895作废
●遗失重庆宽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500119327754314、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327754314作废
●遗失2015.4.1发彭水县豪怡门窗厂营
业执照正本500243200014478作废
●遗失重庆市武隆区亿绽园林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印章编码：5002325011228）声明作废
●遗失2015.1.15发原潼南县金丰建材有限公司执照正副本
500223007721704、公章编号5002237007314作废
●陈文俊遗失重庆市永川区五洲中合商贸物流有限公司开
具的购房定金财务收据一张，号码0002168金额贰万作废
●遗失2018年01月12日发重庆桉树林环境卫生服务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91500112MA5U7FCU4D，声明作废
●马俊2018年6月12日遗失警官证111439声明作废
●张瑞霞遗失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证书
（软件设计师证书），证书编号08215500181，声明作废。
●经营者陶波遗失2017年10月10日核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30MA5XE1D24K声明作废
●遗失吴上春坐落于潼南区上和镇石镜村3社
产屋产权证，证号045771声明作废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綦江支公司有人员证件遗失
声明作废廖珊保险执业证01001350000080020161200623
●遗失云阳县叮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MA5U62AQ85声明作废
●遗失大渡口区川淦废旧生活用品回收经营部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4MA5YPWAX40作废
●荣昌县特瓷卫浴销售部税务登记
证正本500226060539972遗失
●遗失荣昌县蓄力广告经营部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500226212262534声明作废
●遗失万盛经开区宜惠生活便利店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0MA5YXEAK2E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12月23日核发个体工商户谢用芬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600237003声明作废
●原荣昌县昌元街道掌讯手机店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50022619900615687901遗失
●重庆牛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李佳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
注册建造师执业印章号：渝202131441600（00），声明作废。
●重庆市涪陵区三月春芽种植场遗失2013年07月30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0220009970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邦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社保收据:编号
0044861（车牌渝B7T820，姓名张春），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大学牛冬冬研究生学生证，证号为
20161402033t（2018年6月13日签发），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新光呈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号码：5001127098264），声明作废
●遗失张李丽，苟清建之女苟诗琪2006.01.20在大渡
口区一院岀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F500126734作废

●重庆市江津区碧宣货物代理经营部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渝税字:500116305114754号，声明作废
●遗失2017.5.27核发重庆市大足区开源盛装装饰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5MA5UH9FN4B声明作废
●遗失王博、石小云之子王辰晓2012.5.7在永川区妇幼保健院
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150957，声明作废
●遗失2017.5.5核发重庆威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K35C0E声明作废
●遗失2016.3.3核发重庆市黔江区顺江广告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339586477D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易信宝商贸有限公司2016.9.9核发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305287073R声明作废
●遗失2016.3.9核发重庆军保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083065925F声明作废
●遗失赵久芳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0600040022作废
●遗失奉节县大树镇石堰村1组66号郑昌友房屋产权证，号
码：301房权证2011字第035423号，建筑面积225.5㎡作废
●遗失2016.11.2发重庆曼碧建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1MA5U88RN9C声明作废
●遗失张波（身份证号500231198709236070）CNG证，作废
●彭泽喜 (身份证号码：510213196512034053)遗失二
级建造师章,编号：渝213060807601（03)声明作废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500225322341756,名
称：重庆市大足区刘世才五金加工厂，声明作废
●遗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国旺有限公司2017年
07月0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40MA5UPBL2X4声明作废。
●重庆市龙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5002251001414）遗失，申请作废
●遗失陈姝言2014.6.26出生证明编号O500201177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李玲购买的恒大同景国际城S组团1
一28契税收据95556.74元收据编号8009638遗失作废
●遗失2016年04月14日发重庆市长征机动车驾驶技术培训学校渝
北培训部营业执照副本91500112765906111X，声明作废。
●遗失江津区鱼侦炭餐馆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50038119850703742701作废
●遗失重庆优博保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500224007412466作废
●遗失重庆市铜梁区天骏保洁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500224000015163作废
●遗失重庆柒茂禾集餐饮有限公司重庆市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
票，代码150001620410号码14272401-14272500作废
●遗失吴平女失业证，编号5001060815008081作废
●遗失2009-11-25核发原綦江县三江街道马垭蔬菜专业合
作社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2NA000379X）作废

报名时间：6月14日至6月16日早上8点至下午5点
023-63908773
17353264524

预约
电话

申领地址：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新华国际（解放碑能仁寺吴抄手旁、八一广场对面）
乘车路线：124.152.301.308.313.321.361.429 到瓷器街下约150米，
322.440.871.881到小米市下约100米，轻轨2号线到较场口下车9号出口

1、不顶脚

2、不磕脚
3、不断底

4、不勒脚
5、不崴脚

6、更安全

7、不震脚

8、不臭脚
9、不怕滑

10、防泼水

优
购
要
求

1、仅限本人优购，不能代办，每人1份，夫妻可购2份，数量有限；
2、优购人员请携带身份证及报纸报样办理,凡在本单

位领取过任意物资的谢绝再领；
3、为保持秩序，所有人请先电话预约，其他恕不接待，

如遇占线，请稍候拨打。

老话说“生命在于运动”人过
45岁发现身体机能开始下降，有时
候还疲劳或者没有精神，这就说明
您的身体已经老化了。这时的您
就要加强锻炼身体，所以您需要更
换一双真正适合您的全新运动鞋。

夏季新品空调鞋五大特点：
1、TPU稳固后帮 不崴脚
2、松紧可调鞋扣 不勒脚
3、高弹飞织鞋面 防泼水
4、抗菌透气鞋垫 不臭脚
5、耐磨防滑鞋底 不怕滑

养生、相声、小品、戏曲、经典老歌、广场舞精选......名
家各段，随身带随时听！

多功能收音机操作非常简单，一学就会。不仅有经
典的养生内容，还有戏曲，经典老歌，幽默的相声，搞笑
的小品，动感的广场舞曲，功能齐全，让中老年人爱不释
手，随时享受开心快乐。

养生：养生知识，内容丰富，不仅丰富了中老年人的退
休生活，还让中老年人学习到了很多有用的健康养生知识。

听书：精彩历史，跌岩起伏，场场惊心动魄；古董收
藏、刑侦纪实、相声小品，名家名段想听就听。

听戏：京剧、黄梅戏、经典民歌，走到哪里都能跟着哼小曲。
跳舞：广场舞精选，广场跳舞健身好帮手。
广播：高度灵敏，大音量，收听便捷。

重庆市民五元优购夏季新品空调鞋+多功能收音机
广播——加长天线，信号清晰

快选——数字按键，一键收听

续航——随意播放，时间超长

屏幕——液晶显示，一目了然

电池——内置锂电，即插即充

音响——立体声源，听得清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