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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米”字高铁网

重庆枢纽将衔接10条铁路干线

随着渝贵高铁正式通车，
重庆迈入全国高铁线路密集城
市的脚步变得更快；而正在加
快推进的重庆“米”字型高速铁

路网建设，则让重庆旅客出行变得更加
便捷高效。10月9日，重庆晚报记者从
市交委获悉，10月12日至13日，中国
铁路总公司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将在渝联
合举办主题为“开放共享 合作共赢”的
市域铁路与城市发展论坛，邀请中外铁
路行业领导、专家，围绕市域铁路促进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等主题开展交流讨论，
共话重庆铁路网发展蓝图。

延伸

推动重庆各项事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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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集团都市传媒出品

重庆打造“米”字型高铁网

去年2月13日，《重庆市中长期
铁路网规划（2016-2030年）》（以下
简称《规划》）正式公布。

这份重庆版的《规划》，根据国家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八纵八横”高铁
大通道的建设时序与重庆实际情况相
结合，规划了“米”字型高铁网、两环十
干线多联线的普速铁路网，通过高铁、
普铁的实施，有力促进丝绸之路经济
带、海上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在重庆
贯通融合，通过考虑线网、枢纽、设施
配套，分期逐步建设和完善。

根据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重庆
被定位为国家综合性铁路枢纽。在“八
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中，京昆、包（银）
海、兰（西）广、沿江、厦渝等“三纵二横”
高铁主通道将在重庆交汇。此外，渝
昆、渝西、渝贵、重庆主城至黔江等4个
高铁项目也纳入了国家中长期规划
——上述线路，正是重庆规划中“米”字
型高铁网的骨架。

据介绍，和汉字“米”相同，重庆在
高铁规划设计时，列出了八个方向的
八条高铁线路，分别是渝昆高铁、渝西
高铁、渝湘高铁、渝贵高铁、兰渝高铁、
渝汉高铁、成渝中线高铁、郑渝高铁，
以及重庆至达州的城际铁路等。

据市交委介绍，2018 年~2022
年，将是重庆高铁建设加速的关键五
年。其中，渝昆高铁、渝湘高铁、渝西
高铁、兰渝高铁重庆主城至潼南段、成
渝中线高铁重庆主城至大足段、渝汉
高铁等项目都将在此期间开工，加上
在建的郑万高铁，意味着重庆“米”字
型高铁大通道建设将全面提速。

随着铁路建设脚步越来越快，重庆将
成为贯通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国家
综合性铁路枢纽。未来的重庆铁路，会是
什么样子呢？

市交委介绍，到2020年，重庆将形成1
条环线、10条连接主城枢纽的铁路干线大通
道，铁路运营里程将达2600公里以上，其中
高铁运营里程492公里；到2030年，全市路
网在建和建成总规模将达5805公里，其中
高铁里程2032公里，形成以重庆枢纽为中
心、“米”字型高速铁路通道为骨架、“两环十
干线多联线”普速铁路为支撑，连通欧亚、通
达全国、畅通周边的现代化铁路网络体系。

同时，将构建“1+2+12”的货运枢纽体
系，形成三级铁路物流网络，逐步形成全国性
一级物流基地1个（团结村）、区域性二级铁路
物流基地2个（新建小南垭、鱼嘴站）、地区性
三级物流基地12个（龙盛、南彭、东港等）。

此外，在通达八方上，重庆至成都、兰
州、西安、郑州、武汉、长沙、贵阳、昆明等八
个方向、时速 250 公里及以上的“米”字型
高速铁路网将逐步形成。据了解，西向通
道由既有的成渝高铁、规划新增的成渝中
线高铁组成；西北向通道规划新增兰渝高
铁；北向通道规划新增渝西高铁；东北向通
道由渝万高铁、在建的郑万高铁组成；东向
通道规划新增渝汉高铁；东南向通道规划
新增渝湘高铁；南向通道规划新增渝贵高
铁；西南向通道规划新增渝昆高铁。

市交委表示，建设国家综合性铁路枢
纽，发展开放型通道经济，破解“蜀道难”，
变重庆自用道路为东中西部共用通道，能
够实现1+1>2的效应。因此，建设成为国
家综合性铁路枢纽，破解对外物流通道瓶
颈，再次放飞重庆交通梦想，未来可期。

都市传媒记者 陈英

未来重庆铁路是这样的

物流成本偏高，一直是许多西部省市经
济发展的隐痛。如何解决货运铁路“最后一
公里”难题？重庆找到了破解之道。

据市交委介绍，按规划，重庆正在建设
“两环十干线多联线”的普速铁路网，包括环
线铁路、一批干线铁路和集疏运铁路。比
如，目前已全面开工的黄茅坪支线，建成后
福特三工厂生产线下来的汽车，可在福特工
业铁路站装车，如果达到整列，就可发往欧
洲。而从欧洲进口的汽车零部件，也可直达
厂区，大大缩减物流成本。

同时，正在加紧施工的枢纽东环线，将
串接起兴隆场编组站、团结村集装箱中心

站、小岚垭铁路物流中心等综合货运枢纽，
将重庆市主城外围各工业组团、物流基地串
接起来，并通过修建支线、专用线的方式深
入到园区、企业、港区内部，提高货物集结与
分拨的效率，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提升企业
竞争优势。

此外，在建立综合运输体系方面，重庆正
在实施新田港铁路物流集疏运中心，未来铁
路将延伸至码头前沿一级平台，实现铁水无
缝衔接；规划建设龙头港、东港等集疏运铁
路；规划西永等一批园区型、疏港型支线铁
路；还有白市驿粮专、商专、油专、冷专等一批
企业专用线。

市交委介绍，按照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十三五”续建铁路项目9个，分别是三
江至南川铁路扩能改造（已于2016年建成
投产）、渝万城际（已于2016年建成投产）、
渝贵铁路（已于2018年1月建成投产）、黔
张常铁路、渝怀铁路涪陵至梅江段增二线、
郑万高铁、沙坪坝站改造、重庆西站、重庆北
站南广场改造，境内新建长度1007公里，其
中高速铁路 627 公里，境内投资规模达
1115亿元。拟新开工建设项目5个，分别
为渝昆高铁、渝湘高铁重庆主城至黔江段、
渝西高铁、渝万高铁、成渝铁路改造，境内新
建长度约904公里，新增营业里程约659公
里，其中高速铁路659公里，境内投资规模
达991亿元。

到2020年，重庆枢纽将逐步形成衔接
成渝高铁及渝万城际、渝贵、渝利、兰渝、渝
怀、遂渝、襄渝、成渝、川黔铁路等10条铁路
干线的大型铁路枢纽。届时，复线率达到
78%、干线铁路电气化率达100%。

此外，全面完成重庆西站、沙坪坝站铁
路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及重庆北站铁路综合
交通枢纽改造工程，加快重庆站改造和重庆
东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形成以重庆
西、重庆北为主要客站，沙坪坝站为辅助的
客运格局。届时，通往华北、华东、华南方向
高速铁路基本建成，将形成至周边省会城市
1-4小时，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8小时
快捷交通圈，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
足的运力支撑和服务保障。

重庆“米”字型高铁建设全面提速

打通货运线路“最后一公里”

2020年
重庆将形成 1条环线、10条连接

主城枢纽的铁路干线大通道。
铁路运营里程将达 2600公里以

上，其中高铁运营里程492公里。

2030年
形成以重庆枢纽为中心、“米”字型

高速铁路通道为骨架、“两环十干线多联
线”普速铁路为支撑的现代化铁路网络
体系。

全市路网在建和建成总规模将达
5805公里，其中高铁里程2032公里。

市域铁路与城市发展论坛12日在渝启幕

电
话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水公
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11.7米
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地，
23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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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服务专家 成就天下姻缘
www.cqmeiren.com
4001-8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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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重庆市涪陵区道路运输管理处
关于吊销杨彬从业资格证的公告

杨彬在2018年3月13日发生的重大交通事
故中承担全部责任。根据《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
例》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决定吊销从业资格证，5年
内不得从事道路运输。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
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涪陵区交通委员会或重庆市
涪陵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在六个月
内直接向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起诉。逾期申请
行政复议，不提起诉讼的，本机关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区道路运输管理处 2017年10月11日

序号
1

姓名
杨彬

身份证号
500102198512139050

送达方式
公告送达

公 告
李 杰 （ 身 份 证 号 码 ：

500108199611293718）：你父亲李全渊（丧
偶，身份证号码：510224196202102419），因
病于2010年由涂山镇人民政府将其送院治
疗，鉴于李全渊病情逐渐加重且一直无法与
你联系，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向你告知如
下：一、请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积
极履行对李全渊的法定赡养义务，并与重庆
市南岸区涂山镇兴隆湾社区或涂山镇社会事
务办公室取得联系。 二、重庆市南岸区涂山
镇人民政府代管李全渊多年，其医疗费用均
由医疗救助基金列支，现因政策调整，李全渊
无法继续享受相关政策，需按年购买城镇职
工医疗保险进行后续治疗，为避免李全渊中
断治疗引发其他问题，请你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三十日内联系涂山镇兴隆湾社区或涂山镇社
会事务办公室为李全渊购买2019年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否则，重庆市南岸区涂山镇人民政
府将运用法律手段保留向你追索的权利，由此
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你本人承担。
联系电话：兴隆湾社区 62886540 杨老师
涂山镇社会事务办公室 62503749 石老师

重庆市南岸区涂山镇人民政府
二○一八年十月十一日

长江上游朝天门至涪陵河段
航道整治工程环评第二次公示
9月30日，长江航道局网站（http://www.cjhdj.

com.cn/）对长江上游朝天门至涪陵河段航道整治工
程进行了第二次环评公示。

公示信息显示，朝天门至涪陵整治河段全长
123km。从上至下主要对草鞋碛、蛮子碛、铜田坝、
广阳坝、长叶碛、大箭滩、洛碛、王家滩、码头碛、中堆、
青岩子11个重点碍航滩段进行综合整治，建设航道
等级为内河Ⅰ级，航道尺度为4.5×150×1000m（水
深×航宽×弯曲半径），保证率为98%。

建设单位：长江航道局
地 址：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路16号

邮编：430010
联系人：何虎 联系电话：027-82766776
E-mail：zhghc@vip.163.com

中国旅行社总社（重庆）有限公司遗失旅
游合同 2 份，编号为：团队出境旅游合同
CTSHO- CQ/CJ2014- 0029947，
CTSHO-CQ/CJ2014-0026277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彭水东流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243MA5U50B78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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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召开股东会会议通知
致 公司股东：

经公司执行董事召集，公司决定于2018
年10月18日 10:00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重
庆名媛荟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临时股东
会议，会议议题是对股东张怡、杨春燕二人转
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权给张银光一事进行表
决。请各位股东务必准时到会。

重庆名媛荟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2018年10月11日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郝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李小芳、杨焱山、罗金焱、杨洪九、何寿云与你

公司劳动争议七案，案号为渝中劳人仲案字〔2018〕第1346-
1352号，现依法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以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8年12月26日上午9:30时
在仲裁（二）庭（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和平路211号）开庭审理
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将依法缺席审理。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一日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于近日就垃圾处

置服务项目进行自主非招标竞争性谈判，请具有城市
生活垃圾经营性运输、处置服务许可证资质有意参与
项目谈判活动的单位，在2018年10月16日16:00前携
营业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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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316室

寻亲公告
明新喻（被捡拾抚养

人），性别：女，大致年龄4
岁，血型：O型血，于2014
年3月15日06时许发现被
遗弃在重庆市巴南区丰盛
镇双碑村新屋寺附近公路

边，暂由捡拾抚养人韦中琴自行抚养。重庆市公
安局北碚区分局文星派出所现进行公告，如有其
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信息或者有关违法线索，请
及时来电、来信向公安机关反映。
联系方式：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区分局人口管理支
队：68316028
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区分局文星派出所：68306847
来信地址：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区分局文星派出所收（邮编400700）

遗失曾小亮车牌渝F36C86营运证500234007265声
明作废。遗失覃彩明车牌号渝FP2266道路运输证声
明作废。欣泰公司渝D7G278营运证500110054943
遗失。天旺公司渝BZ7988营运证500222051313渝
BZ6032 营运证 500222052151 遗失。银冠公司渝
D22475 营运证 500222067430 遗失。九辉公司渝
BT3036营运证500115056226遗失作废。九恒公司
渝D58970营运证500115056183遗失作废。安迅公
司车辆渝BQ5501营运证遗失作废。华青綦江分公司
渝D54169营运证遗失作废。龙瑞公司渝B58C76营
运证500110031474遗失。渝润泽公司渝BS7060营
运证500222028676遗失。太平公司渝BY7550营运
证500113011328遗失作废。重庆宏畅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渝BV9566营运证500110042073遗失作废。理
想公司渝BS5325营运证500108010885遗失作废。

吴晗菲遗失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校开具的重庆市民
办学校收费专用收据，票号 000429036，金额7600元；票号
000425132，金额 7600 元；票号 000418545 ， 金额 7600
元；票号565498，金额7450元；票号032522 ，金额7450元；
票号987103 ，金额 7450元；特此声明以上票据遗失。

向明义遗失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校开具的重庆市民
办学校收费专用收据，票号000429020,金额7600元; 票号
000425128,金额7600元; 票号000418541,金额7600元;
票号565342,金额 7450元; 票号032374,金额 7450元;
票号990202,金额7450元;特此声明以上票据遗失。

熊垚翔遗失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校开具的重庆市民
办学校收费专用收据，票号000429021,金额7600元; 票号
000425129,金额7600元; 票号000418542,金额7600元;
票号565404,金额 7450元; 票号032432,金额 7450元;
票号990128,金额7450元;特此声明以上票据遗失。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翰臻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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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翰
臻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1日

重庆展平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渝BR9273 BS0322车主长期脱离
公司监管，驾驶人员拒不参加公司定期组织的安全培训学习，不
按规定进行强制安全检查和年审。拒绝按规定强制保险，处于长
期脱保，限车主在登报五日之内到公司完善一切手续，预期未
完善公司将向车管所申请灭失注销，及营运证注销；后果自
负，并追究其法律责任，车牌照、行驶证、营运证、未收回。

注销公告
经重庆万蓝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社会信用统一代码
91500110MA5U4BYM13）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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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尝手续。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永川区金银坡贵金建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32036046X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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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注销公告：重庆优科学生托管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33162056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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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艳娟购买中粮鸿云 2 栋 11－
17，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 交 款
28203.54，收据号0005012，收据
遗失，特此说明！
减资公告：重庆瀚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000305102972P）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注册资本
由壹亿元整减少至壹仟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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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公 告
重庆天人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吴家纯、曹振兴、崔丽、田洋、裴爱玲、钟
瑜、叶文泉、汪兴、李勇、黄强、陈玉娟、杨盈、高宝顺、张
军孝与你单位关于劳动报酬争议一案，现向你公告送
达合川劳人仲案字【2018】第678-691号申诉书副本、
仲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8年12月26
日上午9时00分，在合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
址：合川区南津街江城大道236号）一楼112室（仲裁一
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领取本案裁决书
的期限为开庭后的10日内。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0月11日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市伟联电器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明光玉（碚劳人仲案字〔2018〕第487
号）与你单位因劳动报酬引起的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你单位有证据证明裁决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
于公告期满三十日内，向本委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撤销裁决；如不服非终局裁决，可于公告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
起诉，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遗失声明
重庆伟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市建设
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确认书两份，编号：渝规忠核
（2017）0025号、编号：渝规忠核（2017）0024号
特此声明遗失补办，若有异议，自登报之日起三
十日内向规划部门反映。
忠县城乡规划局地址：重庆市忠县香山三路2
号-7、联系电话：023-85807136

遗失原开县李宏伟足浴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500234355634897作废
注销公告：经原开县李宏伟足浴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2340082288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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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可可遗失重庆市渝北区恒大照母山山
水城4栋14-8购房收据壹张：cqsscf0035531
（按揭印花税13.50元，契税13590.18元，预告登
记费80元，维修基金4377.60元，权证印花税5
元，抵押登记费80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重庆莱欧
商 贸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103686213210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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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莱欧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1日
注销公告:重庆智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MA5YTTQ42C) 经股东会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
债权债务人于登报 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忠县谢建摩托车修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2330000220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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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云阳县永顺煤业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235000014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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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2017.2.7核发的重庆市富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1768869459H声明作废
重庆市富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双桥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4287305，声明作废
重庆中创龙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工行重庆解放碑支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 3100021809200139952，核准号
J6530057066603， 编 号
65300112250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500105MA5U7UK00F的重庆湘桐商
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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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湘桐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2018年10月11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移动互联网产业园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U3BMT7A
经股东研究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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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重庆裕麟珠宝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4MA603FPL6R，经股东会研究决
定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整减至5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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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
册号为500105000067781的重庆千层浪茶
文化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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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千层浪茶文化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泰维林业开发有限公司（社会信用统一代码
91500110739825836J）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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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尝手续。
遗失江西省鹏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2011年10月
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300029555 声明作废
遗失江西省鹏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00105584253027）、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 58425302-7）、公章壹枚、财务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

森勃汽车运输公司渝B76035营运证500115035083遗失作废
江津区全方运输公司渝A6863挂营运证号500381010991遗失作废
煜洋公司渝 AH7027（500222064041）渝
AW277挂（500222064042）营运证遗失

减资公告：重庆绿景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9MA5URQLR61)经股东
会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200万元减至100万元，根
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
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郑健五
金经营部中国建设银行重庆高新开发区
支行南方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14023501， 账 号 ：
5000104390005020196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卓力科技有限公司交通银行
重庆袁家岗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01755301, 账 号 ：
50011302401800076663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春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062876921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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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2016.5.31发重庆钱阳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500235000332012，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082444122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秋恒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MA5U34XC9R]股东研究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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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秋恒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1日
遗失重庆市合川区黄德见窗帘店
（账号1627010120440000597）重
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
川支行三汇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530029732101作废
遗失重庆市合川区牟杨餐饮服务
部（账号1627010120440000522）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川支行三汇分理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29735701作废
遗失重庆市合川区嫣然服装经营
部（账号1627010120440000480）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川支行三汇分理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29731901作废
声明：上海水石建筑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纳
税识别号9150010732234691X2）因购货方保管不善丢失
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联、第三联两份发票，发票代码
500182130，发票号码06026026，发票代码500182130，
发票号码06026027，已申报已缴纳税款，现声明遗失
重庆市大渡口区然润堂大药房聚亿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证号：91500104MA5UMN5B8X；
药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证号：渝 DB0050348;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证号：
CQ05-Db-20170022，声明遗失

●遗失全玉玲医师资格证书，证书编码：
199950110510224640309004声明作废●遗失石伟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
书，证件号：021401211645声明作废●遗失伍官科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
证书，证件号：0029075声明作废●经营者程叶茂遗失2015.5.20发沙坪坝区香溢饺子馆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600207891，声明作废●遗失李斌保险执业证02000450000080020160400033作废●王红印遗失2011年毕业于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的
毕业证书，编号：108701201106001071，声明作废。●遗失荣昌区昌元街道堂红江湖菜馆2017年
05月2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00226MA5ULKQT5G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力帆喜生活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
发票，代码 5000181130号码0274874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博川公司渝CK7209道路运输证500382016988作废●遗失重庆鑫智影像制作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重庆
合川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83681901作废●遗失邓小林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5MA5XEU2E1Q声明作废。●重庆聚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581497034B遗失作废

●遗失杨家坪金都星座星幼儿园金税
盘，编号：4466173593989声明作废●声明 ：纳税人陈开付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35032119751109643907，声明作废●遗失刘鹏程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毕业证，
编号141831201106000362，声明作废●遗失九龙坡区九龙园区元启钢材经营部
在民生银行重庆九龙园支行开户许可证，
开户核准号 J6530072159001作废。●遗失重庆乐驷汽车经纪有限公司车辆渝D88M28
网约车营运证，证号：500108026041号，声明作废！●遗失经营者魏平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9419303作废●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户外传媒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5001127085976，公章遗失，声明作废。●遗失唐继忠警官证100351作废●腾彬玲遗失装修保证金收据 1 份，编号
952M1806250053，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遗失原北部新区峰雪茶坊税务登记证副
本税号500222198609206820作废●雷佳晨遗失重庆市育才中学校非税收入统一票
据，号码005628361，金额300元，声明作废●遗失吕爱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6520417作废●遗失吕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0010719890624792901作废●2018.10.4遗失黄洁身份证50022119890929312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洪坤测绘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志春物流有限公司贵州增值税专用发票，
代码5200163130号码01829312、01829313声明作废●戴佳俊遗失重庆赛博迈特数码广场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公司
4F-B3铺位保证金，编号0014716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苏勇遗失工商营业执照号:500113606657592作废●重庆祥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机构信用
代码证G1050011802035220W声明作废● 郭 自 儒 遗 失 助 理 工 程 师 证 ，编 号 ：
011101202667 巴职改发【2014】39号，声明作废●遗失大渡口区隆盛建筑设备租赁站2015年09月14日核
发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4606265041作废●王昌洲遗失身份证，号码50022619941104153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三年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工行两路口支行营
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744406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川区莱财山羊养殖家庭农场
公章（编号：5003847005826），声明作废。●王淑兰（身份证510212196309254169）遗失残疾证，作废●遗失王军营业执照副本500901600275446作废●韦悠渝BZ7870营运证500115046320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元链区块链技术有限公司公
章，号：5001038076834声明作废。●刘改琼遗失失业证5001130616009834号作废●遗失2007.10.31发张步山执照正本500234600025208作废●遗失原重庆耀泽市场营销策划工作室公
章一枚，编号：5002263037334作废●遗失张琴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4607171521作废●遗失陈权辉营业执照正本500381600546868作废●遗失重庆首航房屋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潼南分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91500223MA600GEQ37)作废●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渝北分公司
遗失渝D95E01营运证500112013937作废

●遗失2015.5.6发南川区鑫威家具厂营业
执照副本500384600191810作废●遗失2015.3.10发丰都龙河应清轮胎修理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30600110236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