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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公 告

兹有成都市武侯区大学路12号5栋1单元3号居
民李云霞、胡正强，分别遗失其重庆市璧山区璧泉
街道双星大道38号附81号2-30、2-31的房款发
票、房款收据、税费收据、大修款收据。房款发票编
号 ：01735150、01735149，金 额 ：286197 元 、
304643元；房款收据编号：00043809、00043808，
金额：214648 元、228482 元；税费收据编号：
00043801、00043798，金 额 ：22446.34 元 、
23852.81 元 ；大 修 款 收 据 编 号 ：00043800、
00043799，金额：2914元、2869元。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原梁平县红茅柚子种植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500228NA77417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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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窝游房车营地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MA5U7UGQ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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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铜梁区原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注册号500224007873788)股东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铕。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请
相关债权人于本公司在登报之日起45曰内，请
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房屋收回通知书
重庆华尔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李林、王梅、袁鳗凡：

你方（承租人）与我方林耿、施德顺、施政（出租房）
因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09号房屋租赁纠纷一案，现
由我方起诉至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你方到目前为
止，共计拖欠租金一千多万余元，我方在诉讼中提出解
除双方房屋租赁合同，你方仅重庆华尔斯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予以同意。现我方查实，你方从5月起就已经
停止经营，并拖欠相关物业费等。为了减少我方损失，
维护我方合法权益，现向你方发出通知，自发出之日起
15日后，收回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09号房屋的一切
权利，包括但不仅限于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
你方可在发出本通知之日15日内对房屋内的物品予
以清理搬离，如超期未采取相应措施。我方不对你方声明
的一切财产以及权利负责。我方均按照你方在南岸区法
院提交的地址确认书邮寄本通知书，你方未收到或拒收均
视为放弃权利。我方在寄出本通知7天后，将在报纸上予
以公告作为再次通知。望贵方认真对待。

通知人：林耿、施德顺、施政
二○一八年八月一日

声明：遗失重庆贵升建筑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
大渡口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 J6530011340201，账 号
310704010400053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北京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
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工会主
席 法 人 资 格 证 书 （ 编 号 ：
230700392）”和“重庆市统一代码IC
证（号码：32039058-9）”，声明作废。
福建宏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市沙坪
坝区城乡建设委员会2016年8月31日开具
的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票据号：（2015）No:000864860，合计金额：
500000元，特此声明原件遗失作废
重庆长寿片区金融学会于2017年12
月12日开出的重庆市社会团体会费
统一收据（票号000073246），因领用
单位工作人员疏忽大意，不慎遗失第
一联，特声明该票据作废。
遗失重庆祥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江北鱼嘴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6530066570501，账 号 ：
31050601040004404，声明作废
重庆圣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
华晨鑫源重庆汽车有限公司机动车合
格 证 ， 合 格 证 编 号 ：
XZ2001801100117，车辆识别代号：
LM6AFBAP5JX05329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汇茂物流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代码：5000174320，发票号码：10461085、10461086、
10461087、 10461088、 10461089、 10461090、
10461091、 10461092、 10461093、 10461094、
10461095，共计11份空白发票，特此声明遗失作废
遗失明星大药房大渡口区博华堂
药 店 （ 识 别 号
510223197107291424）通用手工
票百元代码：150001220531号码
02638376-02638400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泰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AC9F0K）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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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荔枝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U6WPJ82）
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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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恒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6WQN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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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合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重庆正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14 日 陈 昌 明（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10226196810028315）向本机关提交以你单位为用人单位
的他本人的工伤认定申请。本机关于2018年7月26日认定
陈昌明2018年2月10日上午10时左右受到的事故伤害属
于工伤。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合川人社
伤险认字〔2018〕613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
60日内向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重庆市合川区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8月13日
注销公告：经忠县刘氏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3500233MA5U83J49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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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以下车辆属于灭失车范围，请车主在公告之
日起7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将予以注
销，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车主承担，特此
公告。重庆华达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长寿分公
司 ：渝 BB7392、渝 B76392、渝 BD6877、渝
BD6839，重庆华达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渝
AN2250，重庆华达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綦江分公
司：渝BE8356。车牌照、行驶证、营运证未收回。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郦伶礼仪服务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9020005268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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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鼎蓉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3DRC5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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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智冉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2220080022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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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
遗失重庆市铸发机械配件有限公司2015
年04月0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500225000009443；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500225771797716；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本，代码号：77179771-6；声明作废

公 告
马小洪先生（身份证号 510231198****20037）：现我
公司郑重函告你方如下：请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配合
我公司办理东湖公园项目结算事宜，并支付欠付我公
司替换苗木采购费用。逾期仍未履行前述义务，我公
司将径行处理东湖公园项目的工程结算事宜，由此给
我公司造成的损失及产生的一切后果按合同相关规
定处理。特此公告
四川天艺生态园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8月11日

●遗失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司永川新华书店下街子门
市2016年06月0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858894647XH声明作废●遗失德阳市德阳牌酱油酿造有限公司重庆分公
司公章一枚，编号：5001051030027声明作废

●遗失湖南长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公司2014年 09月 2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112306554476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捷海物流有限公司渝A1266挂营运证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聚艺陶瓷有限责任公司发
票领购薄500226576159348声明作废●遗失2016年09月06日核发重庆创志锦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2033478XR作废●遗失2012年6月6日核发的重庆市黔江区秋春葡萄种
植场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900200012843声明作废●重庆尚执礼商贸有限公司遗失空白增值税普通发票15张，代
码5000174320, 号码15793561-15793575,声明遗失●遗失个体户李亚林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51352519680320023901，声明作废●遗失张莽环境工程师资格证，证号013901100348，声明作废●遗失2015.11.3核发重庆鼎蓉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3DRC5C声明作废●刘丽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渝A032018034203作废●李琼遗失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渝v032015031717作废

●重庆友谊骨科医院有限公司遗失放射诊疗许可证正、副
本,证件编号:渝沙卫放证字2016第6号,特此声明作废.●遗失郑雪峰人民警察证证号208438声明作废●遗失张佳莹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225786声明作废●遗失2017.2.24发垫江县澄溪老地方餐馆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31MA5UCA6P9U作废●遗失黄宁餐饮服务部财务专用章一枚
92500104MA5YLKWXXB作废●遗失2016.10.21核发重庆市铜梁区红源布艺加工店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MA5U843312作废●遗失肖前富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3600457087、
500103605126857、500103605126865作废●遗失万礼营业执照副本92500224MA5UR2WOXM作废●遗失重庆市泓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普通
发票代码5000162350号码04604470作废●遗失2017.6.19核发重庆兴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星澜汇分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N6XB52作废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唐中明）昨日，
重庆晚报记者从智博会承委会获悉，2018
云栖大会·重庆峰会8月24日在首届智博
会期间召开。在本次云栖大会上，阿里云

将针对工业领域发布一款重磅物联网平
台，助推重庆加快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创
新，加快工业制造向智造服务业转型升级。

本次云栖大会以“驱动数字中国”为主
题，聚焦智能制造、智能农业、汽车产业升
级等领域。重庆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工业城
市，是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形成了
全球最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和中国最大汽
车产业集群。阿里云是全球领先的数字化
转型专家，帮助各行各业进行数字化创

新。作为全球前三的云计算公司，阿里云
正通过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
持续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发展。此次发布
的物联网平台可以帮助80%中小企业及制
造企业获得巨大效益，降低20%以上开发
成本与时间，已经在电子制造、机械制造、
纺织服装等细分行业实现场景化应用，重
庆瑞方渝美及和诚电器两大标杆案例也正
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本月初，阿里云在智能制造领域还发

布了ET工业大脑开放平台，工厂车间可
以通过ET大脑的分析能力提升效率和
精密工艺，将项目实施周期从过去的6个
月缩短至最少6天。阿里云已经在城市、
工业、零售、金融、汽车、家庭等多个场景
推出ET大脑等产业AI方案。事实上，重
庆各行各业不少领域已经运用云计算、人
工智能技术，开始创新升级，包括智能网
联汽车、AI养猪、金融云、新外贸、航空大
脑等。

智博会官网信息显示，此次重庆云栖
大会还将涉及农业、汽车、新零售、钢铁产
业等解决方案和产品，以及重庆创新人才
的培养和创业大赛等。大会设置相关专场
论坛，业内人士将就行业热点、新兴技术展
开讨论。

2018云栖大会·重庆峰会
阿里云将推出重磅物联网平台

▲阿里云将发布重磅物联网平台
受访者供图

垃圾桶装满了
APP快速处理

欢迎体验两江新区智慧城市管理服务
昨日，重庆晚报记者从

两江新区智博会筹备工作
推进会议上了解到，重庆馆
两江新区综合展示区设计
方案及参展内容已经出炉，
包括智能产业、智能应用、
智能体验3大板块，总展示
面积243.5平方米，近日开
始搭建。

重庆晚报记者 吴娟 实习
生 李新颖

7个展示区之一

据了解，按照智博会承委会
布局，本届智博会重庆馆分为重
庆总体形象展示区、两江新区综
合展示区、大数据+互联网展示
区、智能制造+智能硬件展示区、
智能机器人展示区、智能家居+
人工智能展示区、智能安防展示
区共7大板块。

面积最大展示区

两江新区综合展示区位于中
央大厅展区，总展示面积243.5平
方米，占比26.36%，是其中面积最
大一个展区。

动态演示方式

两江新区展示区沿用重庆馆
总体设计方案，通过现代、曲线型
结构，以白色为主颜色色系展示
方式，现代流行触摸屏、3D 投影
等展示方式，运用动态演示方式，
为每位嘉宾演绎重庆大数据智能
化发展的故事。

3大圆环造型

两江新区展示区用重庆具有
代表性的特色建筑剪影为元素，
贯穿整个主题结构，重点突出地
域性。主体结构用 3 大圆环造
型，寓意智能与经济、民生环环相
扣，息息相关，智能带动经济，经
济服务民生，这与大会的主题思
想也相互融合贯通。

智能体验

主要是以悦来新城作为智慧城市建设试点的产
业应用，包括会展VR体验、智慧城市管理服务体验
和生态海绵环境保护体验3大块。

智能产业

主要展示代表性企业产品，如京东方画屏、
AMOLED柔性现实产品，紫光集团长江储存32层
NAND闪存芯片、华数双旋机器人、川崎duAro
（FPC视觉检视）及duAro（画像）等。

两江新区
综合展示区
3大板块

会展VR

主要利用虚拟现实技
术，对智博会进行实景直
播。现场嘉宾可以佩戴VR
眼镜720度观看智博会现场
和智慧小镇实景盛况，让嘉
宾有如身临其境的现场体
验感。

没有到现场的嘉宾可以
访问 VR 直播平台，在线观
看智博会，足不出户感受智
博会的精彩。

智慧城市管理服务

主要立足于解决城市开
发、建设、运营的管理难点，
实现 6 大功能：有序城市规
划、城市安全保障、有序能源
供应、智慧工地管理、智慧物
业服务、生态环境治理。该
系统最大特色是实现群众监
督管理。

现场嘉宾通过安装掌上
悦来 APP，即可实现对悦来
区域内的城市事件上报。“你
可以通过掌上悦来APP在内
部展区和外部展区任意一个
垃圾桶附近，拍摄照片并且
上传，报告垃圾桶已经满了，
需要更换。系统会自动确定
垃圾桶位置，通知相关工作
人员尽快处理。”悦来集团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

生态海绵环境保护

这是为了让观众更好
体验重庆海绵城市建设成
果，基于悦来国家级生态海
绵城市试点经验搭建的海
绵城市建设水循环利用模
型，感性认识会呼吸的海绵
城市。

所谓海绵城市，是指城
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
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
方面具有良好弹性。遇降雨
能就地或者就近吸收、存蓄、
渗透、净化雨水，补充地下
水、调节水循环。在干旱缺
水时能够将蓄存的水释放出
来并加以利用，让水在城市
中的迁移更加自然。

智能应用

重点展示两江新区智慧
城市建设，主要依靠宣传片
形式展示，按照1+1+4思路
即1个“智慧两江，让生活更
美好”主屏、1个智慧两江建
设整体框架屏以及智慧政
务、智慧治理、智慧生活、智
慧经济4个分屏，重点展示
两江新区智慧城市建设。

智慧政务

展示“规划报建通”系
统、智慧建管系统。

智慧治理

展示智慧城管综合管
控平台、智慧工地、智慧交
通及警务管控平台、市场综
合监管。

智慧生活

展示智慧小区、翠云街
道综合治理大联动中心、不
动产登记中心智能发证。

智慧经济

展示城市决策指挥中
心、智慧税务。

多知道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