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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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大足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为加大资产的处置力度，做到公开、公正、透明，重庆大

足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特发布此资产处置公告。
一、标的资产
该资产坐落于重庆市大足区邮亭工业园，权证编号为“渝

（2016）大足区不动产权第000257554号”，证载房屋建筑面积
1989.82平方米，共有宗地面积5482.45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
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至2058年01月02日止。

二、交易对象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

的法人、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具有
良好的财务状况；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相关人员，以及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购买意向者请速与重庆大足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
公司联系商洽，并提交书面的意向购买书。该处置公告有效
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7个自然日内有效。

联系人：罗欢、罗成
手机：18580344908、18502353614
联系地址：重庆市大足区北环东路1号
监督举报电话：023-43711356
公告人：重庆大足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注销公告：经原璧山县曼喧家具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号5002270000182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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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新摩都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80002574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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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

此寻亲公告有效期为30个工作日，公示时间截止后若无人认领将依法安置。
联系人：渝北区救助管理站，联系电话：023-67824051，地址：渝北区汉渝路76号。

弃婴（儿童）、身份疑难人员寻亲公告
姓名：张佳佳（养父
取）女 约6岁
被捡拾情况:2012年
2 月 10 日一市民在
渝北华夏广场一麻
将馆门口捡拾一女
婴，小孩生穿白灰色

衣服，头戴布帽，外面裹了一个红
色圈圈。

姓名：文健鹏（养父
取）男约6岁
被捡拾情况:2012年
2月一出租司机在渝
北区晚晴园石凳上捡
拾一个用小铺盖包着
的男婴，收养至今。

姓名：李梅 女 约25岁
被捡拾情况:2011年
12 月渝北一居民在
外务工遇到该女子，
身穿黑色衣服、白色
裤子和一双胶鞋。女
子智力障碍，不知道自
己身份信息，也不知道

真实姓名。别人都叫她李梅。

姓名：郝予寒女
约6岁
被捡拾情况:2012年
5 月 30 日一市民在
碧津公园树林捡拾
一红色绒毯裹着的
女婴，贴身衣服里发
现一张字条写着出

生日期“2012年4月2日”。女婴
左脚轻微内撇。
姓名：樊诗羽女 约16岁

被 捡 拾 情 况:2002
年10月30日一市民
在九龙坡区一人行
天桥捡拾一刚出生
女婴，无任何身份证
明资料，收养至今。
姓名：艾大义男
约41岁
被捡拾情况:1987年
6月10日一市民在茨
竹镇街上发现一流浪
汉捡拾垃圾度日，不
会说话，不识数。市
民好心收留至今。

公 告
为安全有效管理辖区国有资产,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旧县
街道办事处将对存放在原石鼓乡人民政府房屋内及场院内
的来源不明的物资予以清理。请存放上述物资的所有人于
2018年9月30日前与旧县街道办事处联系备案，并自行转
移物资，清空所占场地。如逾期未自行转移，旧县街道办事处将
按无主财产处理，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物资所有人承
担。联系人：庞先生；联系电话：023-45426313。特此公告。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旧县街道办事处 2018年9月5日
公 告

为规范非招标采购行为，有序开展各项工作，重庆南部
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拟建立非招标项目“工程设计、工程造
价”咨询公司库。请注册资金100万元以上，国家相应资质
甲级的单位，在2018年9月10日12:00前携营业执照、国
家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等原件并提供盖鲜章复印件，到
重庆市巴南区融汇外河坪公交枢纽站报名。

联系人：方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
联系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316室

遗失补办声明
荣昌区“峰高街道杨家房子农民安置房安置点”自建房蔡
利禄等 9 户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地字第
500226201100140）遗失，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建
字第500226201100174）遗失。其建设业主已于2018年
7月26日的重庆晚报上刊登了遗失启示，现向我局申请补
办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手续。我
局公告征求利害人意见，如有异议，自登报之日起三十日
内向我局提交利害关系证明书面材料。地址：重庆市荣昌
区 规 划 局 建 管 科（兴 荣 大 厦 14- 10）电 话 ：023-
46733197。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我局将补发其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手续。特此声明

荣昌区规划局 2018年9月5日

遗失重庆瑞博模型有限公司(账号
113033649656)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蔡家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30041842401声明作废

廖世洪遗失璧山区人民医院住院
收据一张，开票日期：2018年08月
05日，发票号：006082453，单据
号：S0026823，合计金额：6627.63
元，特此声明第一联遗失作废

●遗失江北区鑫品家装饰材料经营部2011年09月22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600241845声明作废●遗失江北区鑫品家装饰材料经营部税务登记证正本，
渝税字：510224197006275907号；声明作废

公 告
四川省署恒劳务有限公司：
你单位工伤职工周大相向我委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经我委组织劳动能力鉴定专家进行鉴定，周大相伤残等
级鉴定为柒级。因你单位经多次电话通知未来领取鉴
定结论，邮件送达也拒收，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渝
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渝北劳鉴伤（初）字〔2018〕
515号《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请你单位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委领取，逾期不领视为
送达。如你单位不服本鉴定结论，自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可向重庆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8年9月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甜洲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MA5U414G4F）
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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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经 重 庆 市 万 州 区 艺 鑫 宾 馆 ( 注 册 号
5001016006216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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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内到本企业申请债权，负责人：吴永英，联系电话：
18981893769，重庆市万州区艺鑫宾馆。2018年9月5日

施工公告
广大驾乘人员：

G50沪渝高速公路石柱至忠州段忠州长
江大桥特殊变形监测施工，定于2018年9月10
日至11日期间实施（如遇雨天顺延），10日晚22
点至11日凌晨6点实行双向断道监测施工，请过
往车辆择道行驶，因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重庆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第五大队

重庆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重庆美每味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4MA5U8N8A2N）经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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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美每味食品有限公司 2018年9月5日

公 告
我公司承建的重庆市九龙坡区桃花溪景观

绿化带升级改造及道路铺装工程，于2015年9
月11日竣工验收交付，现已与建设单位按合同
结算完毕。请所涉本工程的劳务组、原材料供
应商和相关债权人在本公告之日起七日内到我
公司进行对账结算，领取各种应付款项，逾期后
果自负。请相互转告！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重庆市涪陵区李渡镇幸福村1社。
联系人：陈国良
联系电话：13002376918 023-72873873

重庆兴宏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9月5日

遗失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编号
000061714- 000061716、 000061759- 000061761、
000061828，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医药费专用收
据，编号008556786-008556790、008556816、008557128-
008557133、008557144-008557148，声明作废！
崔宇珊遗失重庆市璧山区妇幼保
健院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一张，开
票日期2017年 11月 15日，编号
006223027，合计金额3252.87元，
特此声明第一联遗失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罗尼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王珣与你单位劳动报酬争议一案，案号为
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2119号。因无法直接或邮
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
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
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
现定于2018年11月21日下午14时00分在重庆市渝
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6室（二号
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
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9月5日

遗失沙坪坝陈青二十九号商务酒
店（账号310002590910001705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大学城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49089901作废

注销公告：经忠县瑞恒农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233MA5U9RLY8L）股东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请相关债权
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18年9月5日
注销公告：经忠县瑞泰农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233MA5U9RX65M）股东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请相关债权
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18年9月5日

●遗失奉节县甲高镇烟山村4组41号李承树奉节县农村建房用
地许可证，证号：奉府土（1998）NO.0008630声明原件作废●遗失奉节县甲高镇龙山社区7组张昌柏奉节县小城（集）
镇建设用地许可证，证号：NO.99-293号声明原件作废●遗失奉节县甲高镇寨沟村2社谭善春农村宅基地批准
书，编号：奉农房（2011）印字0000317声明原件作废●遗失奉节县甲高镇龙山社区7组张兵奉节县小城（集）镇
建设用地许可证，证号：NO.98-1049号声明原件作废●遗失奉节县甲高镇寨沟村1组64号高天善奉节县农村建房用
地许可证，证号：奉府土（2003）证字号NO.0000675声明原件作废

遗失重庆中冠体育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2016年11月02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339603433D）及 公 章
（5001141044358），声明作废

公 告
重庆富年食品有限公司：
你单位工伤职工樊云华向我委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
请，经我委组织劳动能力鉴定专家进行鉴定，樊云华伤
残等级鉴定为玖级。因你单位经多次电话通知未来领
取鉴定结论，邮件送达也拒收，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渝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渝北劳鉴伤（初）字
〔2018〕466号《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请你
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委领取，逾期不领视为
送达。如你单位不服本鉴定结论，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可
向重庆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8年9月5日

公 告
中国核工业中原建设有限公司（两江新区悦来组团C
分区望江府（C48/05）地块A区一标段）：

你单位工伤职工叶明翠向我委提出劳动能力鉴定
申请，经我委组织劳动能力鉴定专家进行鉴定，叶明翠
伤残等级鉴定为拾级。因你单位经多次电话通知未来
领取鉴定结论，邮件送达也拒收，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渝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渝北劳鉴伤（初）字
〔2018〕543号《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请你
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委领取，逾期不领视为
送达。如你单位不服本鉴定结论，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可
向重庆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8年9月5日

重庆锦航国际货运有限公司铜梁分公司渝CK6223营运证500224006984遗失作废。银泽公司渝
BQ1785 营运证遗失作废。袁中渝D39857 营运证 500381024705 遗失作废。泉益渝中分公司
A89360营运证500103022329遗失。铁顺物流公司渝B7A259营运证500222058568遗失。富庆公
司渝BY6815营运证500110055111渝AA319挂营运证500110054831遗失。遗失何易桃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500113004967作废。德高物流公司渝BV9265营运证500110041635遗失。中盛物流
公司渝D22551营运证500110076666遗失。愉齐公司渝BT0370营运证正副本500115033228遗失
注销。鸿山公司渝DF2318营运证500103024458渝DK7300营运证 500103030003遗失作废。偃
孙万盛分公司渝A6B531营运证500110019093遗失作废。建发綦江分公司营运证渝D85059遗失。
运华公司渝BS3083营运证正副本500110020151遗失。明序公司渝BT6090营运证500103013609
遗失。忠源公司渝A25H65营运证遗失。尊远公司渝BG7770营运证500104006801遗失作废。豪
帅公司渝BN8119营运证500110002693遗失作废。全辉物流公司渝BY9658营运证500222045413
遗失作废。鑫国利物流公司渝D82129营运证500227015340遗失，贵诚物流公司渝CE2191营运证
500225011020遗失。金轮公司渝BP0850营运证500115028519遗失作废。重庆市创发物流有限公
司渝A92217营运证及卡遗失作废。安驰公司车辆渝BU7722营运证遗失作废。

重庆诚付通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500105MA5U8H6L33）遗失重庆增值税
专 用 发 票（发 票 联 、抵 扣 联）代 码
5000164160，号码00046120，特此声明
李永遗失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
金顶路6号恒大御峰台11幢20-3
房 屋 收 据 一 张 ：收 据 编 号 ：
ydh00024936，金 额 37728.27
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千人家政服务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104000026197，经股
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请债权
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2018年9月5日

注销公告：经彭水县龙洞土鸡养殖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500243NA000262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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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原开县方诚汽车经纪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MA5U64QL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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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重庆铭洋药业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足双
塔支行基本帐户开户许可证正本：核
准 号 J6530017702302 账 号
31210901040002573，声明作废

寻求“綦江兰花产业地产项目”合
作开发商的延期公告

我司于2018年7月13日在重庆
市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全文刊登《关于寻求重庆市兰花园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綦江兰花产业地产
项目”合作开发商的公告》，现报名时
间已截止。因达到有效报名条件的
企业不足，我司研究决定，将合作开
发意向单位报名时间自2018年9月
5日起延长5个工作日。

相关报名要求请详见重庆市农
产品（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http:
//www.cqapg.com/）延期公告。

特此公告。
重庆市农产品集团市场投资建设有公司

2018年9月5日

公 告
由我司承建的重庆市渝北区建筑垃圾消

纳场土建工程工程现已完工。在施工期间，凡
与该工程尚有未处理遗留的债务的单位和个
人，请与登报之日起20日之内带相关资料到
我公司进行核对、登记。逾期自行处理，联系
电话：0797-86421639

特此公告
江西建工第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9月5日
公告:重庆伟度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N9617大型货车，超期
未进行车辆审验，保险已过期未续保，公司屡次与车主联系
仍拒审拒保，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牌照、行驶证、营运证未交
回公司。请车主见报之日起3日内与公司联系，完善相应手
续，逾期公司将依法对该车灭失并注消营运资质，依照合同
追究其违约责任。重庆渝都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渝
BH7767 营运证 500110028923 遗失作废。遗失刘强渝
BQ5831营运证号500113017568声明作废。

公 告
开州国土房管公[2018]147号

原开县正坝供销合作社（91500234771785627R）在重
庆市开州区敦好镇桃溪村1社.有房屋一幢，用地面积：
385.37平方米，建筑面积548.9平方米。该房屋于1970
建成，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确认本宗地符合规划。开县
正坝供销合作社申请不动产登记时，无法提供国有土地.
房屋权属来源证明。按照《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
例》第42条规定，现予以公告寻异，相关权利人或利害关
系人等，如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如无异议
或者异议不成立，自登报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后，我局将
对该处房产依法进行登记。特此公告。
重庆市开州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18年8月20日

公 告
江西省路桥隧道工程有限公司在重庆市永川区板桥镇

公路改建工程汪廖路(8#)线延伸段(4-1标段)项目于2018年
8月竣工验收。各有关单位或个人的债权债务、民工工资在
一个月内与本公司重庆市永川区板桥镇公路改建工程汪廖路
(8#)线延伸段(4-1标段)项目部负责人联系，逾期责任自负。
联 系 人：罗老师 联系电话：18983488943
公司电话：0791-85275835
特此公告

江西省路桥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9月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剑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223000547449）股东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请相关
债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昕旺家政服务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0MA5UFB-
GU22）股东会决议决定，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
《公司法》相关规定，请债权债务人45日内到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18.9.5

注销公告：重庆银铭意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91500112304961097D）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本公
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
续。特此公告 2018年09月05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号
为500105000009320的重庆正特汽车部件有限
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我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正特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018年9月5日
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刘氏灯具门市
（92500110MA5UKL974Q) 遗失 2008 版
增值税普通发票空白发票（二联万元版）20
份（发 票 代 码 5000163320，起 止 号 码
00821075-0082109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大安街道高坡村双堰塘村民小
组（账号1811010120010001470）重庆农村商业
银行永川支行石竹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15289005，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Q9950011801528900K作废

重庆欧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车辆 渝
DE0071 商 业 险 保 单 号 ：
610EA12312018003454 遗失，投保
单位：华泰财产保险公司，单证印刷
码：1602497656；声明此保单作废。

撤消注销公告：经城口县聚源蓝莓种植股份合作社（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9MA5U38PX0K）成员大会研究
决定，本合作社不再注销，撤销本合作社于2018年8月1
日在《重庆晚报》第六版登载的注销公告，由此引起的经
济和法律责任由全体出资人按比例承担。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经重庆翁氏图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大会研究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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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翁氏图文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9月5日

重庆陆路乾通商贸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7MA5U9UXUXA）遗失
已开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一
联）1份（发票代码5000182130，
号码06058267）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凯洪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10000124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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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铜梁区河水湾砖厂(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781580748X）经合
伙人研究决议拟将注销，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
请相关债权人，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
企业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18年9月5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林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22MA5YYAQF8U)经公司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
人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9月5日

●百合网股份有限公司遗失百合网VIP婚恋交友服
务合同，合同编号：20170502202，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赖莹2014年12月02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6600264302声明作废●遗失袁豪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G500325321声明作废●遗失江北区喜来宝贝母婴用品店2016年06月29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5600084334声明作废●忠县大礼堂王子鞋业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
税人识别号：51122219810822687703，声明作废● 遗失渝A0T107营运证号500100031592声明作废●长帆物流公司渝BZ6971营运证号500105011739遗失作废●重庆两极广告有限公司遗失工商银行渝北龙兴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3913901 ，声明作废。●刘念遗失重庆恒大国际文化城商品房认购书客户联及收据
联（编号：CQHDGJWHCG0000059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遗失璧山区诚立电动车经营部税务登记
证副本51023119791113151X01作废●遗失邓雄保险执业证02000050000080020180300954作废●遗失2017年11月15日核发重庆汇森印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91500230795863837X作废● 遗 失 北 碚 区 吕 文 国 副 食 店 劳 动 村 店
（92500109MA5UQ01A34）增值税防伪税控盘作废●遗失钱凯税务登记证正本500104198501262013作废●遗失欧勤明黄小娟之子欧睿天2014年2月19日出生
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014073声明作废●重庆乐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江北分公司遗失民生银行重
庆分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7389101作废●2018.9.3遗失滕杵针身份证，号码513521198304130014，
自遗失日起非本人使用该身份证无效，特此声明作废●遗失大渡口区渝梁建材加工厂印章刻
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叶兆华、李昌菊遗失重庆市荣昌区大成中学校收据，发
票起止号7515061-7515080; 8408961-8408980作废●遗失2017.1.18核发谭萍执照92500112MA5UB1874Q作废●遗失重庆驰野电器有限公司车牌为渝D.B9638的道路运输
证，证号：渝 交运管 渝 字500105009625号声明作废●故城小酒馆遗失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 2份：发票代码：
050001700107号码27164625：号码27164780,声明作废●黄俊颖遗失编号931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工作证作废

●遗失2017年8月25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戴安燕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8MA5UDRYP9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据，票
据号：0022601--002265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安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2018.5.28核发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573427757B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烨 迪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91500222MA600RA216）税控盘，盘号499945616627，声明作废●遗失原荣昌县昌元镇尚知书社发票领购薄，通用手工发票
代码150001120531号码13987301-13987325声明作废●遗失2018年3月14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刘畅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40MA5YT4DQ1M声明作废●遗失酆泽园生态农业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的核名通知书，渝
名称预核准字【2018】铜梁局第557777号，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瑞驰物流公司渝A27786渝AN2085营运证作废●重庆美联国际仓储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渝
BF5509营运证500402008172遗失，声明作废●周雪遗失中国注册会计师重庆市非执业会员
证书，会员编号：5020150185，声明作废。●遗失2015.3.17发叶兴丽营业执照副本500106600462687作废●重庆市荣昌区东升运输有限公司遗失渝
CD2996营运证500226004199作废●魏中海遗失建 筑起重机械司机证（S）渝A042017035182作废●遗失重庆首道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识别号
915001086786787398）发票领购簿作废●遗失张传胜（税号92500112MA5YQ8QKXC）重庆增
值税普通发票，代码050001700107号码50320973作废●遗失璧山区诚立电动车经营部税务登记证副
本51023119791113151X01作废●遗失张雅萍营业执照副本500224600028949作废●遗失公示：遗失重庆顶赢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500901000072612），国地税副本，丢失
证件编号为：500903686235225，声明作废●重庆市江北区寸滩实验学校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6366402）声明作废。

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

周茂萍今年53岁，爱穿旗袍、爱写
作、爱养花花草草，健谈、感性，拥有典型
文艺青年的特质。“我小学是班上的语文
课代表，一直喜欢写作，从小爱看徐志
摩、朱自清、泰戈尔等人的书。上初中
后，开始看《红楼梦》，里面的经典诗词，
给了我很多写作灵感。”周茂萍表示，以
往她只是写小说、散文、诗歌。2013年，
她为公司写了一首名为《重钢》的歌，深
得同事及朋友的喜欢和赞赏，于是周茂
萍开始转型，走上了写歌词的路。

“文字被谱曲唱出来，那种感觉很不
一样。”最初，周茂萍只单纯写歌词，但没
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她创作的歌词《母
亲的背篓》入围《唱响我家乡的歌——全
国首届我的家乡多么美原创歌曲作品
集》专辑，并荣获银奖；歌词《延安窑洞的
那盏灯》入围《放歌中华——全国大型音
乐展评作品集》，荣获银奖……

“听到别人唱我写的歌，心中还是很
自豪的。我写的歌，灵感多来源于生活，
大多关于亲情、友情，或是偶尔一次的感
触。”周茂萍说，她的每首歌里，都有一个
故事。

创作《母亲的背篓》感恩母爱

“母亲的背篓，暖暖的很柔和，夏天
不渴，饿了有奶喝。疲惫的时候一觉醒
来，常常看见母亲为我舔拭眼角，常常看
见母亲为我填平坎坷……”这首歌，名为

才女阿姨创作歌词30余首
《小白杨》作者说她很励志

文艺并不是青年的专
利，大渡口区茄子溪街道永
丰社区一位孃孃，因为业余
爱好，写了30多首歌，歌曲
在社区传唱，在大渡口区传
唱，有些甚至走出国门，在
外国传唱，并获得著名词作
家梁上泉的赞赏。

这位励志的孃孃名叫
周茂萍，本职是做纪检监察
工作。前日，重庆晚报记者
听她讲述了歌词创作背后
的故事。

《预约》

时光匆匆不歇 匆匆不歇
你飞临窗前 窗前作客
啊 几分胆怯 几分喜悦
哦蝴蝶 美丽的蝴蝶
你我从未预约 从未预约
相遇在雨中间 雨中间竹舍
啊 飞来一帘 江南春色
哦美丽的蝴蝶 蝴蝶蝴蝶
啊匆匆相遇 相遇又离别
是选择又不是选择
啊匆匆相遇 相遇又离别
是选择又不是选择

《母亲的背篓》

母亲的背篓 暖暖的很柔和
夏天不渴 饿了有奶喝
疲惫的时候一觉醒来
常常看见母亲为我舔拭眼角
常常看见母亲为我填平坎坷
母亲的背篓 柔柔的很暖和
有唠叨如药 有叮咛烫脚
失望的时候 抬起头来
常常看见母亲为我收拾魂魄
常常看见母亲为我缝补执着

周茂萍创作的歌词

▲才女阿姨周茂萍

《母亲的背篓》，是周茂萍献给母亲易桂
清的。

“1983年正值我高考期间，母亲乳
腺癌做手术，父亲也患病，姐姐生孩子
……全家一时陷入困境。可能是家里
的事太多，18岁的我承受不起，导致高
考失败。”周茂萍回忆说，无奈之下，她只
能选择进厂工作。但她并不甘心，报了
自考，白天上班、晚上学习。“母亲术后虽
还未痊愈，但为了支持我，独自一人包
揽了所有家务。同时，母亲还要照顾姐
姐的小宝宝，洗尿布、换尿布，真的很不
容易……”

2012年底，周茂萍在街上偶然看见
一个母亲，正用背篓背着自己的孩子。

“这个场景，一下就触动了我。我想到了
自己的母亲，想到她为了我的艰辛付
出。”于是回家后，周茂萍写下了这首歌。

“这首歌的歌词，很感动，算是女儿
送我的礼物。”今年已80岁的妈妈易桂
清说：“她一直都是品学兼优的孩子，高
考失败后，没有自暴自弃，坚持学习，后
来终于考上了四川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
专业。我知道她的辛苦和巨大的心理压
力，我能做的，也就是力所能及在生活上
照顾好她。”

歌词获著名词作家好评

“后来，我又陆续写了一些歌，自己
比较喜欢的有《预约》《永远爱》等。”周茂
萍说，《预约》这首歌的演唱者为二炮文
工团独唱演员王喆，这首歌还登上了“美
国侨网”。

“写歌词，要善于收集生活中的小感
动。2015年，单位组织采风活动，当时
跟我住一屋的叫刘娟，我俩很投缘。离
开那天，我看到窗外有一只蝴蝶飞来，那
种意境很美，所以歌词里就有了一句‘美
丽的蝴蝶，匆匆相遇又离别，是选择又不
是选择……’”周茂萍说，歌词《永远爱》，
就是源于生活中的感动。

著名词作家、诗人，《小白杨》作者梁
上泉表示，周茂萍从爱好诗歌开始创作
歌词，很难得。她的转型很成功，为自己
打开了一扇音乐之门，作为一个业余爱
好者来说，实在是很励志。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范圣卿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