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房通知书
昌元街道工业品批发市场片区被征收人：

昌元街道工业品批发市场片区D2栋D3栋安置房屋已通过相关部门验收，已取得《重
庆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符合入住条件，现通知您办理接房手续。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办理地点：重庆市荣昌区征地拆迁办公室213办公室（昌元街道兴隆街172号—金鹏园2楼）
二、所需携带资料：《产权调换协议书》原件、《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原件、被征收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委托办理的，需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被征收人的
有效身份证原件）。

三、注意事项：
1、超期过渡费计算至2019年1月17日。
2、办理时间2018年12月29日起 ，联系电话46786530
3、结清安置房款补交款和物业服务管理费后领取安置房钥匙。

重庆市荣昌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18年12月28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江北区仁汇奶牛农民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93500113699290792F）经成员大会决议现
拟将注销本合作社，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
日内到本合作社清算债权清务。特此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仁汇奶牛农民专业合作社2019年1月10日

通 告
重庆市渝中区房屋管理局房屋管理中心（原民生路房管
所）发放的下列《重庆市渝中区房屋租赁证》通告作废：
1.民生路（前栋）131号，间号：209，建筑面积：15.0
平方米，证号：房租赁证民字第44994号。
2.民生路（前栋）131号，间号：210，建筑面积：15.0
平方米，证号：房租赁证民字第45324号。
3.民生路（前栋）131号，间号：211，建筑面积：14.0
平方米，证号：房租赁证民字第45322号。
4.民生路（前栋）131号，间号：212，建筑面积：15.0
平方米，证号：房租赁证民字第45070号。
5.民生路（前栋）131号，间号：213，建筑面积：10.0
平方米，证号：房租赁证民字第43533号。
6.民生路（前栋）（131）129号，间号：207，使用面积：
13.0平方米，证号：房租赁证民字第43505号。
7.民生路（前栋）（131）129号，间号：208，使用面积：
13.0平方米，证号：房租赁证民字第42042号。
8.民生路（前栋）（131）129号，间号：214，使用面积：
17.0平方米，证号：房租赁证民字第43548号。
9.民生路（前栋）（131）129号，间号：215，使用面积：
17.6平方米，证号：房租赁证民字第44191号。
10.民生路（前栋）（131）129号，间号：216，使用面
积：17.0平方米，证号：房租赁证民字第45341号。
11.大同巷73-75，间号：109，使用面积：8.4平方米，
证号：房租赁证民字第41738号。
12.大同巷73-75，间号：110，使用面积：6.0平方米，
证号：房租赁证民字第46897号。特此通告
渝中区房屋管理局房屋管理中心2019年1月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阿特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H95NO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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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1月10日
重庆圃瑞物流有限公司渝 B1626 挂营运证
500110098000 渝 BW0918 营 运 证
500110098195 遗失，重庆骏伦物流有限公司车牌
渝D39736营运证500384010139灭失注销。广尚
公司渝B8A980营运证500110070331遗失。俊
泓公司渝D8551挂营运证500110082759遗失作
废。重庆恒灿公司保险发票050001800104遗失
作 废 。 利 生 万 盛 分 公 司 渝 BR0770 营 运 证
500110093097遗失。东能长寿分公司渝B5623
挂营运证500115035154遗失作废。

债权债务公告
本公司承建的江北区中医院架空消防车

道工程已于2016年3月24日完工，凡与该工
程有关的债权债务人，请在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30日内与本公司联系，并带齐相关原始依据
到我公司财务室进行清算登记，逾期依据法律
规定视为自动放弃，本公司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联系电话：023-67769185 15213228188 13657640391

特此公告
重庆凯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0日

遗失声明
南岸区义合纸包鱼餐饮店遗失机打发票 4

份 ，代 码 150001620410，号 码 ：28619306，
28619307，28619308，28619474，声明作废。
●重庆南岸南源阳光幼儿园遗失重庆市学前教育机构
办学许可证正、副本，证号：渝（南）幼017269号，声明作废●重庆南岸南源阳光幼儿园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
办学许可证正、副本，证号：教民150010860000941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我单位辖区南坪正街117号7-1,房屋承租人为龙素先，房
屋使用面积51.84平方米，租约证号两字第301021号，因租约
证本人保管不善遗失，现登报申明租约证作废，特此声明。

渝中区房屋管理局房屋管理中心
减资公告：经重庆赛邦医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66608599027）股东大会研究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由400万元减至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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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兴百盈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3MA5YTDBN9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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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武隆县饮香茶叶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500232NA005301X）成员大会决
议，本社拟将注销。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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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綦江区木子宾馆遗失税务机关代开通用机打发票
7张（空白票）：发票代码：150001720230发票号
码：01357655、01466130、01923364、01995450、
02605090、03334735、035218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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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五一高级技工学校家属区
棚改项目方案设计公示
重庆五一高级技工学校家属

区棚改项目方案设计于2019年1
月9日-15日在渝中区规划大厅及
项目现场进行公示。

重庆市规划局渝中区分局地址：
渝中区和平路一号星河商务大厦3楼

联系人：蓝先生
联系电话：63310930

遗失2016.12.5发重庆顺安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556754529L作废
遗失重庆顺安清洁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碚支行同兴分理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4374901作废
潼 南 区 润 泰 鱼 庄（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2500223MA5UH1WL49）遗失通用机
打卷式发票（一联无金额限制版），发票
代 码:150001620410，发 票 号 码:
42944972-42945000，共29份声明作废

综 合 服 务

征 婚 交 友
www.023yuan.com 美的缘12年68067355

转南岸区黄桷桠大学附近170㎡门面13658392869

1.姓名：吴烨藟（养母取名），现约3
岁，被捡拾情况：2015年11月28
日，胡维平在重庆市大渡口区渝钢
村蓝光御江台一空房塑料箱子内
捡拾一名约4、5月大的男婴，男婴

上穿花色外套，下穿灰色毛裤，头戴黄色帽子，身
边有一纸条，写有“7月9日6点45分出生”。
2.姓名：袁源（养母取名），现约5岁，被捡拾情况：

2014年1月13日，袁珍慧在重庆
市南岸区南山脚下路边捡拾一名
约刚出生不久的女婴，女婴被一床
小棉被裹着，内有奶瓶和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小孩出生于2014年1
月12日下午18点26分”。

3.姓名：伍庆然（养母取名），现约5岁，被捡拾情
况：2014年1月9日，王文碧在重
庆市南岸区上新街爱尚南山小区
楼下一小箩筐内捡拾一刚出生不
久的女婴，身边有一纸条，纸条上
写着“出生于2013年11月26日下
午4点30分”。

联系人：南岸区公安分局电话：023-62833297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寻亲公告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中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李成贵（碚劳人仲案字〔2018〕第1030号）与
你单位因确认劳动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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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公告
重庆庆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余传寿与你（单位）确认劳动关系争议一案，案
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175号。因无法直接送
达和邮寄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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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3月25日上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
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7室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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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0日

遗失璧山区广林餐馆通用机打发
票 代 码 150001720410 号 码
13818927、代 码 150001720410
号码13785538、13785539作废
遗失2018.5.8发重庆迅鑫建筑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105688936578Y、公 章 一
枚、印章备案证明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巫溪县双安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8331715350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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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兰克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37592926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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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蓝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MA5U67RT4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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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恭泰建材经营部（注册号
5001012000115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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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联系人：龚庆 电
话：13194433441 重庆市万州区恭泰建材经营部
注销公告：经重庆土获优品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3W3E0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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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瑞捷斯特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YTHQN5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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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500105MA5XE2QT0D的重庆鑫栢纳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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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鑫 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特易达货运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597970228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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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
续，特此公告。2019年1月10日

更正公告
重庆市普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8年

12月27日在重庆晚报刊登的注销公告中的
“重庆市普珍文化传播有限”更正为“重庆市
普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平大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605170636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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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平大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乐舞玖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10003998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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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卡蔻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089132834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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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0日

遗失重庆花坝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重
庆农村商业银行綦江支行打通分理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2821901，账
号：1144010120010003449，声明作废

遗失2013年10月31日核发的重庆恒和酒类
销售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0800031414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恒和酒类销售有限公司国地税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08082423823）声明作废

公 告
王兴君，身份证号码510229196903250563，
你于20180924至今旷工天数已达74天。请
你回公司报到考勤并转岗学习，未报到公司
将与你依法解除劳动关系
注销公告：经重庆洲渝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7000150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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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0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汉作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606B457M）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至9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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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宝塔工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0MA5U47UW7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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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重庆创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MA5U733920）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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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15001055889157296 的重
庆盈琅商贸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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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盈琅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韦亚东淡水养殖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9MA5UED4X0C）
成员大会决议，本社拟将注销。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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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事
原重庆嬴万物资有限公司现更名

为：重庆嬴万置业有限公司，故原重庆嬴
万物资有限公司公章，财务章已缴销重
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特此启事。
注销公告：经重庆英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78749178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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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鑫和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6009766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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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卓垒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500007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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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长绿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584256383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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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巫山县瑞沣砂石开采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37MA5YU1M54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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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潼南区乔迁之喜装饰建材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320363310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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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启事
兹有原渝中区十八梯片区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原
件壹份（编号：1200361）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房屋使用申请人：罗裕丰
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华美智能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753073722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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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助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8KG6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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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光良装修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60014G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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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静淼动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YUYXJ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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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美千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TYDE1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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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渝起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331644409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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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0日

遗失奉节县一品坊酒类经营部通用机打平推
式 发 票（三 联 无 金 额 限 制 版）代 码
150001320130 号 码 04121356-
04121360、04121587-0412159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彭水县淘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3MA5U7KDC7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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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江北区建新东路69号临街商
铺多间出租，紧临观音桥步行街。
诚招广大经营商，租金面议。
有意者请来电：15823996838

奉节脐橙、口感好、品种多、自家种植，可
亲自上门采摘、也可以快递到家，货源充
足、品质保证，现摘现发，欢迎微商代理
各平台合作微信电话：13696906693
地址：奉节县草堂镇欧营村

●重庆重生皮肤专科门诊部有限公司遗失招商银行重庆分行观音桥支
行开户许可证账号123906060210504核准号J6530065181901作废●张胜平（税号33032319790330711801）遗失空白通用手工发票百
元版25份代码150001120531号码06043576-0604360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晓菲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德银环保设备工程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陈福云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51292319680606527X01，声明作废●兹有重庆扬成长义物流有限公司渝BY5653
营运证号500105011215遗失，声明作废●江北区曹轩面庄遗失2015.11.04核发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 500105606575904，声明作废●重庆搜索广告有限公司遗失2016/1/7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代码915001066839476306声明作废●重庆奇新生态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遗失人
民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荣昌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30062180201，声明作废●遗失巴南区大桥食府公章，编号5001137085484声明作废●遗失2017.5.26核发的重庆雷盟特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580183244G声明作废●重庆途铃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建行重庆华岩支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50001036600052501580核准号J6530058223002声明作废●遗失原开县华亿惠佳平价超市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500234600116741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廷癸宛餐饮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720410号码03866202、03866203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荷塘驴庄餐饮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720410号码03862518-03862532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桂粮酒家发票领购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00223MA5UQ9HLX8声明作废●重庆市飞地劳务有限公司税务登记登正
副本500223056469051遗失

●遗失重庆川诚门业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编号5001065045424，
发票章壹枚，编号500106062875232声明作废●遗失2015年10月28日核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炳光食品
店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901600243082声明作废●遗失荣昌区昌元街道常青藤保健食品营业执
照，注册号500226612851086声明作废●陈玲（500233199206171065）遗失船员服务簿印刷号：
00081273，违法记分页印刷号：A00183690，声明作废。●重庆龙园一志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重庆恒飞百货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正本和副本，证号：渝50010760213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巴南区虹门歌城财务专用章
壹枚（编号5001132030979）声明作废●梁平区及时雨广告经营部（税号：92500228MA5UPLKT13）遗
失税盘，编号：499932156318，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醉友园餐厅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720410号码15242510-15242522声明作废●杜虹霖遗失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印章，
印章号：渝235121333625，声明作废●重庆朗泰电气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建设银行重庆两江高
新园支行开户许可证J6530037544902，声明作废。●遗失原潼南县蒋六餐厅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
码150001720410号码15238757声明作废●2018.12.30遗失邢燕身份证370123198401120020作废●六六顺汽车运输公司渝D29818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信驰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2403001723）声明作废●遗失谭贵川营业执照正本92500224MA5UJ8JBXD作废●遗失重庆市荣昌区红明土地流转服务专业合
作社公章一枚，编号5002263048757作废●陈行兰遗失2013年 03月 18日核发的注册号
500107600389353个体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遗失2016.1.15发璧山区坤益米酒加工坊营
业执照副本500227600077352作废● 遗 失 潼 南 区 撮 一 顿 餐 饮 店（识 别 号
92500223MA5YLNC86Y）发票领购簿作废●遗失重庆南流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5001005000440540、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091225087作废●遗失2014.5.6发沙坪坝区宁河园餐厅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0010660149791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朗辉达黄金钟表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南川支
行南大街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93001389202作废●遗失璧山区炎昊建材经营部（公章编
号5002278016612）刻章证明作废●遗失2018.9.20发代常英执照副本92500108MA603D6J36作废●遗失渝北区好客酒楼金税盘，盘号
661710240453作废●遗失重庆岚虹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002391042577）声明作废●声明：重庆汽车标准件厂更名为重庆汽车标准件厂有限责任
公司，原重庆汽车标准件厂公章、财务专用章特此作废●遗失2017.2.14发代京波执照正本92500230MA5UBM126R作废●遗失璧山区鑫琳机械成套设备销售部（公章
编号5002278004366）印章备案回执单作废●许多遗失重庆渝中区公安分局工作证证件号100943声明作废●遗失九品香食府通用机打卷式发票发票代码
22072552、38322315-38322319共计6张声明作废●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加一装饰材料经营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00111MA5XQ7T44J)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遗失公章（编号：500111100317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汽车运输集团綦江有限责任公司渝AG5237
营运证（渝交运管字500222041694号）声明作废。●遗失2018年7月20日核发的江津区乔尚美容院（王富会）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6MA600TULX9作废●重庆市渝中区镭凡电脑经营部遗失工行重庆市分行高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7645501声明作废●遗失张寒奕《出生医学证明》，编号G500030978，声明作废。●遗失林华坤《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083794，声明作废。●遗失大足区景宏玻璃加工房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500225600422549声明作废●声明：重庆市农业学校遗失《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
结算票据》1张，批次号：2016，号码：001924000特此声明作废。●遗失九龙坡区石坪桥地博春天宾馆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
码：150001720410号码14942525和14942526声明作废●遗失王姝鳗 .女 .2013-8-17出生证编号O500285164作废●遗失宏都物流有限公司渝C86880营运证500225012610作废●遗失重庆市潼南区智多星酒店通用机打发票.发票代
码150001720410号码03862113.03862114作废●遗失奉节县苍穹实业有限公司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奉节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77000989001作废●遗失北碚区碚鑫办公设备经营部税控
盘92500109MA5XWWH49R作废●遗失泰洁洗衣北碚区云华店烟草专卖
零售许可证副本500102105169作废●遗失铜梁区老宅门火锅馆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
代码150001620410发票号码26932697-26932700作废●遗失张家庆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292519550601377501作废●遗失两江新区一帆餐馆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150001620410号码
29859682至29859700，代码150001720410号码02543818至
02543833，代码150001720410号码02544041共26份声明作废●遗失渝中区长乐保健食品经营部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2212819810828201401声明作废

遗 失 公 告

遗失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市门诊医药费专用收据9份：
尹晚晴（NO: 021231183）；曾小芳（NO: 021229257）；
曾小芳（NO: 021229258）；刘昕悦（NO: 021231025）；
彭斯远（NO: 044244394）；姚似云（NO: 021221747）；
吴培秀（NO: 044244402）；黄道淑（NO: 044244434）；
涂露丹（NO: 003678099），声明作废

让生活 下来慢慢新闻深阅读慢生活10 ·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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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陈志刚 图编 张路

美编 郭娟 责校 蒋国敏 郭娟

这几天，各大APP纷纷晒出年度账单，例如
高德地图准确记录一年都去过哪些地方；QQ音
乐记录听歌的种类；豆瓣、知乎等APP记录最关
心的问题等。这其中以支付宝年度账单最受关
注。1月8日，支付宝上线了2018年度支付账
单。网友们纷纷调侃和感慨：“原来我只是账单
式小康”“这钱都啥时候花的，我怎么不知道”“外
卖也统计进去，要我老命啦”……

晒晒APP年度账单
你会是哪种心情

要说花钱多不一定是扎心事，有
时候，虽然花了钱但心里舒坦。25
岁的胡嫣就是这一类女孩，刚毕业的
她在爸妈的餐厅里帮忙，每月工资也
不固定，毕竟家中就她独女一个。在
花钱上，胡嫣也是不手软，一支口红
2000多元，一个包包20000多元，衣
服起码六七千元。

打开她的账单，消费金额最高的
是服饰美容类，去年花了91049元，
这花费能秒杀绝大部分网友。“我手
机里面什么都不多，就购物APP多，
买衣服包包鞋子就是最大的爱好，感
觉会上瘾。”

胡嫣平常就特别爱打扮，家中光
衣柜就有3个，鞋子五六十双。爸妈
也试图阻止，转过身她又偷着买，“家
里都快成仓库了。”

“去年7月份一个月就花了3万

多元买衣服包包，开心要买，不开心
也要买。”胡嫣说，看到账单的时候并
不意外，购物嘛，就是图个开心，能买
到自己喜欢的衣服才是最满足的。

开 心 花9万买衣服很满足

想吃美食没时间做？现在，动
动手指美食就能送上门。大数据统
计显示，去年重庆点外卖最牛用户

叫了上千单外卖。何欢欢跟这些用
户一样，没事就喜欢宅在家里，吃饭
就点外卖，无论中餐还是西餐，再到
小吃零食都点过，“去年我胖了20
斤，全是外卖的功劳。”

账单显示，何欢欢去年一共点
了281次外卖，以肉食为主。回锅
肉、青椒肉丝、鱼香肉丝、水煮肉片、
冒菜是她最喜欢的5道菜。重庆人
无辣不欢，何欢欢订单里备注有“加
辣”“不要味精不要香菜”。

“吃外卖主要是不会做饭，一份
外卖二三十块钱，自己做洗碗刷锅
还挺浪费时间。”尽管如此，何欢欢
依然很揪心，去年体重从95斤增到
115斤，“都是油炸垃圾食品惹的
货，以后要尽量少吃，多动动手自己
做饭，还能节约不少钱。”

揪 心 点281次外卖胖20斤

“哇，我一年怎么花这么多路
费！”昨天，王强在朋友圈里晒出去
年的账单，和大多数人饮食、服饰消
费最高不同，他是交通出行消费最
高，达到了29962元。

王强今年35岁，在一家电器公
司做推广，总部在南京，“经常往返
多地出差，有的周末时间短暂，只能
选择乘飞机，一次往返机票钱接近
2000元，有时买不到经济舱，只得
咬咬牙买头等舱。”更多的时候，为
了节约钱，他选择火车出行。

王强的账单显示，去年出行次数
260余次，去过的城市有32个。“在外
边跑真的累，身体累压力也大。”去年
8月，王强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他坚持
每周至少在家呆两天陪伴家人。

痛 心 多地奔波路费花3万

朱琳29岁，在互联网行业摸爬滚
打多年，至今仍然单身，家里催得急，
但是没钱啊，怎么结婚？说是没钱，但
他做程序员每月至少1万+，“粗略估
算了一下，去年有20万元的收入。”

但就在他打开支付宝年度账单
时，还是被眼前的消费总额惊呆了：
全年消费总额149806元，领先99%
的同龄人。朋友都笑他是活在消费
塔尖上的男人。

“仔细算算，还挺扎心的。”朱琳
直言，现在租房每月2200元，生活费
也要2000元左右，加上水电气费和
电话费，一个月就得花5000元，再加
上请客吃饭社交花费，一个月能存
2000元左右。

朱琳说，这还不算微信和现金花
费，“看似挣了不少钱，但一年下来也存

不了几个钱。”马上就要过年了，兄弟姐
妹侄儿侄女多，来来往往少不了送礼拜
年发红包，“春节躲家里不出门了。”

扎 心 年入20万花掉15万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郎建荣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