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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两江新区孔丹餐饮店2018年04月20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000MA5YUU7T4L声明作废●遗失两江新区孔丹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3590072878声明作废

重庆胜泊贸易有限公司注销公告
重庆胜泊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8561618230Q)因故解散，请债权人、债务人
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来我公司清算债
权、债务。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将向工商部门办
理注销登记，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重庆胜泊贸易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经重庆享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XDXMD3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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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云中鹰广告工作室（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577180544Q）投资人决定.
注销本企业，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管理规定，自登报
之日起60日内，请债权人到本企业申报债务。联系
人：孙利电话13594308097，特此公告。

公 告
璧山区祁洪机械厂（经营者祁德财）：本委受理曾卫东诉

你单位工伤保险.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劳动争议一案（渝璧劳
人仲案字【2019】第106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
等。本委定于2019年5月3日上午9：00在重庆市璧山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01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地址：
重庆市璧山区璧渝路388号.联系电话：85282082
重庆市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2月1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赛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5979915043）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减至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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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

●遗失重庆合展至善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JY25001030038439作废
● 遗失2015年3月16日核发的个体户王岗（双桥经开区王岗
食品店）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1160002231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纽坤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78008415）声明作废
●遗失铜梁区升源汽车维修服务站在建设银行铜梁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77848201声明作废
●遗失2017.2.20发杨娟执照正副本92500109MA5UBX7D49作废

遗 失 公 告

征 婚 交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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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重庆刘伶莉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已依法审理游小琼、马红梅、刘亭亭、马艺
菲、彭小燕诉你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双倍工资
争议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本委2019年合川劳人
仲案字第699-703号裁决书。本公告自发布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本裁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2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长夏餐饮文化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BETT3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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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满庭建材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30000548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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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誉鑫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41Y98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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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洛之成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5U73XBX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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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
遗失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2006年5月22日
颁发的吴建（身份证500224198703162329）护理职业
资格证书，编号063100160041433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卫生局 2010 年 12 月 8 日颁发的吴建（身份证
500224198703162329）护士执业证书，编号20105000404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囍乐达汽车经纪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3MA5YN3D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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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豆跟豆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YYPC2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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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
遗失2012年2月1日核发的重庆市德美嘉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00011877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德美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112573408492）、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57340849-2）声明作废
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变更公告：重庆市万家燕大药房连锁有
限 公 司 大 渡 口 区 香 港 城 店 （ 登 记 号 ：
PDY60454250010417D2122）经研究决定将原公司主要负
责人涂晓玲（身份证号：510215195908070024）变更为白凌
文（身份证号：510203196301200426）。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云晨凡耀商贸有限公司2019
年2月12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解散，按照
《公司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余磊
重庆康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康曼女子俱
乐部（税号 91500000750093373U）遗
失空白增值税普通发票12份（发票代码
5000172320，起 止 号 码 14419144-
1441915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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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00105202854936N的
重庆通昌制冷设备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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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13日

北部新区强飞建材经营部（税号92500000MA5UBH4H4E)遗失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渝北区税务局（代开06）代开给中天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联、第三联）1份（发票代码
5000164160，发票号码02796809，价税合计11718元）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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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304930530B的重庆铭德房地产
营销策划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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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铭德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雅冠义齿制作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6790700924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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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雅冠义齿制作有限公司2019年2月13日
注销公告：经彭水县豪雨油茶种植股份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308305752X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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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億新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PBU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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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阳小勤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MA6061BN1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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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期32幢103业主李欣遗失重庆航悦置业有限公司开具
的编号03008163(契税43584.48元、大修基金5273元、权证印
花税5元、按揭印花税50.5元、抵押登记费80元、预告登记
费80元）的收据一张；编号03007817（定金50000元）的收据
一张；编号03008164（首期392816元）的收据一张，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妮立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40MA608KFF4X）股东会决
定，现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至10万元整。根
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祥权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0MA5UUENX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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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永南实业有限公司消防罚款（项目编
号1030501990190），渝财00101，非税收
入一般缴款书，（2017）NO:004676009,
票面信息校验码：234870，执收单位编码：
154003。现登报声明作废。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公告
张子妍（身份证51021319731004****），经公司核查，你自

2018年11月1日起未办理任何请休假手续及未经领导批
准，自行脱离工作岗位，拒不到岗。严重违反公司纪律及规
定。公司于2018年11月9日将违纪通知书通过顺丰快递给
你。但你拒收。因你未按公司要求的时间来公司。本单位
决定与你自2018年11月15日起解除劳动关系。公司通知
你来办理解除劳动关系和离职手续，但你一直未做任何回
应，又因你未能按照本单位通知的时限，与单位签订书面协
议解除劳动合同。本单位又于2019年2月11日将解除劳动
合同通知书寄于你，但你仍未签收。现公司公告 重庆潇潇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2018.11.15与你正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注销公告：经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瑞英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0066156120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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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
遗失重庆市北碚区郑小梅服装店
（账号31090201040004447）中国
农业银行重庆市北碚支行中山路
分 理 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530041596301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楚铮劳保用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6MA5UJFBB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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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楚铮劳保用品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梦泽汽车经纪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0MA5U6D6G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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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武汉鸿祚新能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本委受理卢薇、黄仙群、黄芳、故敬英与你单位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
仲案字〔2019〕第135-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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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3日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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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13日

董世秀遗失重庆市中医院（南桥
寺）重庆市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
（票号：（2017）NO.009411618，金
额：3833.56元，出票时间：2018年
12月21日），声明作废。

董世秀遗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
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疗住院
收费票据（票号：180101487586，
金额：14664.19 元，出票时间：
2018年12月27日），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银腾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向艺琼与你单位劳动报酬争议一案，案号为渝
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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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
月6日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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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13日

遗失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荣昌分公司渝
CE2786 营运证 500226014323 声明作废。富进公司渝
BV1202 营运证 500110033326 遗失。吉虎物流公司渝
BY2686营运证遗失作废。枫林公司渝BU7707渝BU7798
营 运 证 遗 失 补 办 。 奥 园 公 司 渝 BJ8619 营 运 证
500110059216遗失作废。重庆宝箴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长寿分公司渝B6A267营运证500115047557遗失作废。
丰荣公司渝BT6899营运证500110059326遗失注销。

遗失重庆西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50010574747874XM）于2018年 12月 11日开
给奉节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联），代码050001800105，号码05579644，价
税合计9584.72元，声明作废。

●遗失荣昌区昌州街道微风百货超市公
章一枚，编号5002263033824作废
●遗失重庆市铜梁区星际网吧网络文化
经营许可证副本500196200106作废
●遗失沙坪坝区周志琴路面维护中心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6089UY5W作废
●遗失沙坪坝区万家琼路面维护中心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6089UU2G作废
●遗失2014年7月22日核发的重庆康曼妍美容护肤中
心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200009063声明作废
●两江新区大千货运代理服务部遗失招商银行两江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8094601,声明作废。
●谭章平遗失军官证，证号：军字第0434470号，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博森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劳动服务公司2003年1
月10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20311342作废
●陈立遗失重庆市人民医院中山院区的门诊医药费专用
收据，编号052486857，金额3164.37元，声明作废。
●帅永莲遗失保险执业证02004250000080020180802782作废
●遗失云阳县车来车往汽车美容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
码150001920410号码02372604、02372605作废
●遗失彭波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3612949393作废
●龙吉公司渝BF8120营运证号500115026973遗失作废
●遗失曹微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渝国
税字510202631228062号，声明作废
●遗失余龙勇税务登记证副本510213198001018317作废
●遗失肖千千《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224848声明作废

●李美奎遗失《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
1500220031091393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利略商贸有限公司公章一枚，
编号：50011410746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房地产权所有人欧建雄于2018年9月7日遗失
房地产权证：103房地证2008字第01780号，特此声明作废

开工第一天抢红包
这家公司治春节综合征

有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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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长假结束，回到公司第一天，你可要当心春节
综合征！春节综合征，即在节后的两三天里感觉厌
倦，提不起精神，工作效率极低。

如何减轻春节综合征的影响？这家公司想了一个特殊
的方法：节后开工第一天，为员工随机发送幸运红包，有“迟
到30分钟无理由卡”，还有“无理由带薪请假一天卡”等福
利，让员工们迅速走出了春节综合征的困扰。

开工第一天抢红包

节后第一天，这家位于渝中区经纬大道333号1幢的办公用
品供货公司炸开了锅。原来，大家刚一到公司，就参加了一次抢红
包大赛。只是，要想抢到红包却并不容易，会面临层层挑战。

第一轮是模仿抖音舞蹈赢取红包，员工模仿选定的抖音视频，现场秀
一段即兴舞蹈。很快，短短半个小时内，员工们拍摄了11个视频，播放视频时，员工
的各种搞怪和可爱表演，引得大家捧腹。最终，8个视频获得评委青睐，获得红包奖
励。

第二轮则是“抢”红包。在预定时间，部门负责人各拿一叠红包在座位上，等着
员工们自己来抢，谁的嘴甜、谁的腿长和手快，抢到的红包就会越多。公司员工王小
姐告诉记者，几乎每个人都拿到了3至5个红包，里面有的装着5至10元现金，有的
则是“30分钟无理由迟到券”或“带薪假一天”等福利。

红包创意下足了功夫

公司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称，这场开工第一天的
抢红包活动，是公司专门为员工消除节后综合征而
特别策划的。“大家都说开工大吉，所以我们推出
了一场为大家带来好运的抢红包活动，员工在快
乐中参与，一扫节后的疲倦感。”

公司员工说，最受欢迎的当属内含“30分钟
无理由迟到券”和“带薪休假一天”红包。王小姐
正好抽中了这两个红包，她开心地告诉记者：“大
假回来，还感觉有些不适应，但一想到自己还有这
样的红包可用，顿时感觉精神一下子就有了！”

红包不仅很实在，公司还在红包的创意上做足了
功夫，如有红包上写着“您有一个500万元的梦想包裹待
领回家”，员工可凭此领取一张彩票。行政部门工作人员
称，即便没有抽到奖，但红包里的创意祝福语，也会让员工
感到温暖。

专家称只可适度模仿

《重庆创业》主编、知名社会学者谭刚强
认为，很多上班族节后都容易出现疲劳状
况，这是因为节日期间精力过度消耗，加之

睡眠不规律等，导致节后回归工作岗位时显得
更加疲乏。

他认为，这家公司的做法，有利于员工从节
后疲惫感中恢复过来。不过，别的公司对这种方
法只可适度模仿，不能一味迎合员工心理，也要给
员工一定压力，来保障正常的工作状态。

他建议，节后头一两天的工作量可灵活安排，然
后再逐渐递增到平时的工作量；也可在开工后的头一两
天多谈论一下节日的趣闻，让员工在自然的场景中慢慢
过渡到工作状态中。

8个小妙招
让你满血复活

支招

4.尽早收心
上班前夕不去参加容易让人兴奋的聚会等活动，可通过

打电话、聊天等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上班后要尽早收心，加
强自我调节。

3.做做运动
多做一些有利于身心健康的运动，如步行、慢跑、体操等。

2.及时清理肠胃
节日期间大鱼大肉，节后不妨多吃些粗粮，如小米粥、绿

豆粥，以舒缓肠胃。同时多喝水加快肠道新陈代谢，另外水
果也是不错的选择。

1.充足睡眠
合理安排起居，让生活恢复规律。节后更要

注意保持良好生活规律，睡前不要让大脑太兴奋，
可用音乐静心。

5.放松阅读
可以读一本小说或感兴趣的杂志，阅读可让人静下来，

渐渐恢复状态。

6.睡前泡脚
睡前用热水泡脚并按摩足底脚趾，对疏通经络、调整脏

腑、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新陈代谢有重要帮助。

7.收拾整理
把节日期间积攒的脏衣物清理干净，给家里来一次清

扫，整洁的环境可平复焦虑。

8.提前写“要做的事”
突然回到工作状态也许会有些手忙脚乱，可提前把即将

要做的事情写下来，按优先级排序。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郝树静 受访者供图

▲公司员工收到
红包，发在朋友
圈中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