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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服 务

房产招租
1、渝中区解放碑大都会西楼（八一路53号）

临街商铺250㎡。2、渝北区龙溪镇金龙路256
号9栋1-3层商业2273.26㎡及楼上住宅两套
256㎡。3、渝中区解放东路366号（融创.白象
街）七个商业门面（可整体、加层）834.52㎡。
详询:023-63830995

公 告
宝贝之家游乐园现已转让，原

在我园办理会员卡的朋友，请持卡
于2019年4月10至2019年4月30
来我园将余额退回。由此给您带来
的不便，敬请谅解，谢谢！
地址：重庆市涪陵区海怡天广场宝贝之家

吴崇莉（纳税人识别号:510214196204220029）遗失通
用机打卷式发票19份,05548482-05548500；遗失通用
机打卷式发票100份，05548101-05548200；遗失通用
机打卷式发票9份，05548301-05548309；遗失通用机打
卷式发票1份，发票号码：05548339，声明作废

公告:重庆广泰运输有限公司以下车辆:渝GB2825渝
GB3682渝GB2701渝GB1826渝GB2291渝GB2050渝
GB2371渝GF5588渝GF5351渝GM2968渝GM2037
渝GM8806从即日起灭失注销作废。特此公告！
公告:重庆市东坡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车辆:渝
GU0966从即日起灭失注销作废。特此公告！

公告:重庆越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车辆:渝
GB3709从即日起灭失注销作废。特此公告！
公告:重庆市越发物流有限公司以下车辆:渝GB1882渝
GB1536即日起灭失注销作废。特此公告！
重庆越旺物流有限公司渝GB3717营运证500231012971遗失

遗 失 中 机 中 联 工 程 有 限 公 司（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50010720288713XA）2017年9月21日开给重庆金科坤基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500000096512560J）
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代码5000172130，号码
00678019，价税合计1000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綦江区珍宏垚商品信息咨询部（账号
50050116620000000120）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綦江支行城东路分理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80498501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铜梁区邹谅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MA6048MR2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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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彭水县聚鑫煤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435967179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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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起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819W9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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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品质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92101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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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璧山区华丽酒行增值税普通
发 票 代 码 5000172320 号 码
03372262-03372270、金税盘，盘
号 661555601801、报税盘，盘号
662505038007作废

弃婴（儿童）、身份疑难人员寻亲公告
1.姓名：潘艾言（养父取）女 约4岁

被捡拾情况：2014年7月9日渝
北区一居民从重庆彭水县城回重庆，
途径高速路口捡拾一用白色毛毯包
裹着的女婴，并附有出生日期为2014
年7月2日的纸条。

2.姓名：王丽 女 约36岁
被捡拾情况:2002年3月渝北区

一村民在重庆江北区南桥寺打工，在街
边遇到该流浪女，见其可怜好心收留至
今。该女不知其家庭住址，自述王丽。

3.姓名：胡欣桐（养父取）女约3岁
被捡拾情况:2016年4月28日渝

北区一居民回家路上在一个叫张家梁
子的地方发现一个背篼里面装着一女
婴，背篼里面还有一张纸条写有“孩子
的出生日期2016年4月26日，小孩患

有先天性心脏疾病，希望好心人看到此小孩，请收
留她，并及时为她治疗，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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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丰舟钢铁有限公司梅塘湾码头环境影响
评价第二次公示的公告

各位公众：
重庆丰舟钢铁有限公司拟在丰都县梅塘湾码头建设2个

泊位，年吞吐量共110万吨/年，用于旧船的拆解，散货件杂货
的装卸、堆存和转运。项目占地面积为61384m2。目前，已
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
现对重庆丰舟钢铁有限公司梅塘湾码头环境影响评价进行
第二次公示，有效期为2019年4月8日~22日共10个工作
日，公众可登录以下网址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下载
公众意见表，就您关心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网址：http://www.fengdu.ccoo.cn/forum/thread-9362555-1-1.html
联系方式：张总：13601684518 王工：18008362528

重庆丰舟钢铁有限公司

环评公示
重庆市昶京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拟对《重庆市

昶京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尾矿循环综合利用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环评公示，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http://
www.cqmsy.com/，公众可下载意见表如实反映对
项目的意见或建议。建设单位地址：城口工业园区
高燕组团 B 区；联系人：陈老师，联系电话：
13896247888，邮箱：639943699@qq.com。

征求意见起止日期为自登报起5个工作日。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开展2019年端
午节会员慰问食品采购竞争性谈判活动，项目估算
总投资约64.03万元。请具有食品生产、销售等相
关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19年4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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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司316室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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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开展废旧蓄电池

处置竞争性谈判活动，年度估算处置各型号蓄电池约
1500个。请具有相关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19
年4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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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司316室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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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合川府地〔2018〕93号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

关于收回重庆玖君食品有限公司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通知
重庆玖君食品有限公司：

区政府已批准同意区国土房管局《关于收回重庆玖君食品有限公司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请示》
（合川国土房管文〔2018〕437号），现将收回土地使用权事宜通知如下。

一、同意收回你司位于龙市镇合武公路西侧（地块编号：HC16-121-6号）3198平方米（约4.80
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土地使用权时间以本通知时间为准。

二、原《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关于将龙市镇合武公路西侧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给重庆
玖君食品有限公司使用的批复》（合川府地〔2017〕10号）和《建设用地批准书》（合川区[2017]合国土建
第4号）同时作废。

三、同意收回的3198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国有存量土地，区国土房管局及时组织供应。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 2018年8月17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保监局颁（换）保险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十七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曾庆武
机构编码: 50023166358031700
机构住所:重庆市垫江县桂阳街道
牡丹大道南侧迎春河处
代理险种: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18年6月26日
有效期至：2021年6月25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网站www.circ.gov.cn查询

法人及股权变更公告
重庆德泽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法人及股权变更协议，原法人陈吉

变更为田远洪；原股东陈吉将其持有的本公司34%股权转让给现股东田
远洪，原股东舒义锋将其持有的本公司33%股权转让给田远洪；原股
东王楠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33%股权转让给田远洪，2019.4.10以前
的所有债权债务由原法人及股东陈吉、舒义锋、王楠枫全权负责，
2019.4.10以后的所有债权债务由现法人全权负责。请与本公司有债
权、债务、担保关系的各单位及个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向本公司申
报。自登报之日起30日内无申报者将于本公司无关，特此公告。

撤销注销公告：重庆洪裕安防工程有限公司（2018年5月22日
由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川区分局核发备案通知书）于2018
年5月30日在重庆晚报刊登了注销公告，现经股东会决议，不注
销公司，解散成立的清算组，继续经营，在此期间产生的任何法
律责任，由全体股东负责。特此公告2019年4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钽森家政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00101MA5U8LH7XG）股东决定，本公司拟注销。
按《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之内
到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人：巨波 电话：19922720668

重庆市钽森家政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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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MA6018TU5B的事快办（重庆）
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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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快办
（重庆）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2日
业主刘安琼（复地君屿墅E8-2-1-2）遗
失重庆复地金羚置业有限公司2018年6月
30日开具的收据2份，号码0187367，首付
款金额656606.00元；号码0187411，代收
费金额71307.25元，特此声明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监管局颁（换）发保险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七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廖永建
机构编码：50010990324871X00
机构住所：重庆市北碚区碚峡路262号
邮政编码：400700
联系电话：023-68862056
代理险种：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19年4月3日
有效期至：2022年4月2日

遗失证明
和印数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两江新区分公司遗失未填开重
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号码：11491972；
代码050001800105，号码:11491973；代码050001800106，号
码:11491974；代码 050001800107，号码:11491975；代码
050001800108，号码:11491976；代码 050001800109，号
码:11491977；代码 050001800110，号码:11491978；代码
050001800111，号码:11491979；代码 050001800112，号
码:11491980；特此声明以上空白发票遗失作废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工宝机械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李良英、唐大英、王琳、王俊杰（碚劳人
仲案字〔2018〕第1229号）与你单位因劳动报酬引起的
劳动争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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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川区分局
企业登记注册专用章，重庆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永川区分局企业登记注册专用章
（15），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川区分
局名称登记专用章，重庆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永川区分局个体登记注册专用章
（6），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川区分局
个体登记注册专用章（11），重庆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永川区分局个体登记注册专用
章（13），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川区分
局个体登记注册专用章（14）声明作废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监管局颁（换）发保险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六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曾勇念
机构编码：50022173655387100
机构住所：重庆市长寿区凤城桃花大道18号
邮政编码：401220
联系电话：023-40660607
代理险种：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19年4月3日
有效期至：2022年4月2日

声 明
近期，我司接到举报，称有不法分子冒用本公

司名义进行诈骗，包括假借我司名义对外承揽业
务，骗取钱物。此等诈骗行为不仅给我司带来了极
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也有损广大群众合法利益。对
此，我司郑重声明如下：

一、我司系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国有独资担保公司，自成立以来，严格依法依章
对外开展活动，从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以公司名
义对外开展业务并收取钱财，具体公司员工信息详
见我司官网（http://www.cqwjmdb.com/）；

二、对于任何冒用我司名义进行诈骗活动的
非法行为，本公司决不姑息，必将积极配合相关部
门展开调查，并保留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三、本公司在此提示社会公众仔细甄别信息，
明辩真伪，谨防受骗。如发现此类行为可致电我司
进行举报确认（电话：023-63417050）或立即向公
安机关报案。

特此声明。
重庆外经贸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4月2日
声明：重庆恩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遗失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和
发票联）1份,发票代码：5000183160,
发票号码：003853921,已填用,已盖
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南川区俪嘉建材经营
部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南川支行
金佛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6930005903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彭水县光照玉米种植股份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3304896563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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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江北区税务局2019年4月9
日代开（申请代开人：罗国翠 ）给重庆七扇门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3320456859N）的重庆增值
税普通发票1份发票代码050001800105，发票号码
03179898，价税合计10635元，声明作废。

奉节县河山石膏有限公司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奉节县河山石膏有限公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
定，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意见。

1、征求受项目建设的公众或单位的意见或建议；
2、公众可前往建设单位办公室查阅纸质报告书，或通过网络

http://www.eiafans.com/thread-1213423-1-1.html查阅报告书。
3、公众可通信信函（重庆市奉节县草堂镇欧营村20组）、电

子邮件（3753470@qq.com）等方式，提交公众意见至建设单位。
4、在您看到此公告起10个工作日内，可提交意见和建设。

奉节县河山石膏有限公司
遗失重庆红旗缸盖制造有限公司开给远成集团重庆物
流有限公司的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1张（07819850，
出票日期：2019年02月14日，付款行：工行重庆分行
陈家湾支行，出票人账号：3100025409024500812，
转账金额：62088）特此声明作废
重 庆 市 日 贸 机 电 设 备 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500118596727947Y）遗失深圳市海威机电
有限公司（税号914403007152828226）开具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与发票联）1份（发票代
码4403184130，号码00099859）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徇濠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4MA5XER1Y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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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小沙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3MA5UQX1J7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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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顺旺兴竹鼠养殖场（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1345936517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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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天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联系人：李平 电
话：18315065650 重庆市万州区顺旺兴竹鼠养殖场
减资公告：经股东决定，重庆予雨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YX2N68W，拟
将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少为100万元。请债权
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201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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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胡刚（512323197210230133）、王帮川（512323196302190025）、
杨健坪（512323196503120056）：我场特通知你们于4月
20日前回我场办理离职体检手续。如过期不办，责任自负。

重庆市南川区张小川采石场 2019年4月1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汝南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6563464669J）股东大会研究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由3168万元减至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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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天瑞汽车板簧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3830000108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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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

四川省华蓥市南方送变电有限公司十五分公司（税
号915001015748203314）遗失涿鹿星火水泥制品
有限公司（税号91130731760301498B）开具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1份（发票代码
1300173160，号码00628000）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祥惟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331619473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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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

重庆健之佳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红
金 路 店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500112304964044L）遗失增值税普
通发票1份，发票代码050001800104
发票号码26391998，声明作废。

遗失2011.10.27发重庆市永川区
潮港酒水经营部营业执照正本
500383200036353、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50038358572605X作废

吉 龙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长 寿 运 输 分 公 司 渝 BF0361
（500115053845）渝 BD2038 （500115044683）渝 BD3720
（500115055434 ）营运证遗失作废。光银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H5375渝BH7219渝BJ2278渝BJ2282渝BH6709渝BJ2757
渝 BF2311 渝 BH0100 渝 BJ7070 渝 BJ2832 渝 BF2376 渝
BJ1503渝BJ3915渝BF2356渝BL0750渝BF3670渝BN2113
渝 BF2308 渝 BL6083 渝 BF2363 渝 BH7093 渝 BF2318 渝
BG7315渝 BJ8197渝BH8798渝BL1868渝BL2367渝BL3930
渝BN7590。森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R0211渝A98269渝
BT8106 渝 BQ7509 渝 BZ1376 渝 BS7783 渝 BR2087 渝
BQ1508渝BQ7030 。聚佳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綦江分公司渝
BY0588渝BG6955营运证遗失作废灭失注销。重庆威翔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渝BS3198营运证遗失，申请作废。

富奥物流公司渝C82829营运证500225008904遗失。重庆耀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AY351D营运证
500108037617 遗失作废。顺宇物流公司渝 D13167 营运证 500223012648 遗失。重庆畅顺公司渝
BN3393 渝 B3911 挂渝 BH5053 渝 BL5629 渝 BJ5819 渝 BN6590 渝 BG6908 渝 BQ2755 渝 BJ8339 渝
BH5713渝BJ3031申请注销道路运输证。重庆荣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M7299车辆保险脱保请于登报
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国家税费、保险和车辆年审，行驶证、营运证、登记证书、车辆牌照、未交回，逾期未
完善，将向车管所，运管所申请牌证公告作废，后果自负。旺越公司渝BY6928营运证500222042315遗失
作废。重庆晟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A6279W营运证500108029750遗失作废。重庆市远泽物流有限公
司渝D07382营运证500115060695遗失声明作废。全辉物流公司渝D6703挂营运证500222075415遗失
作废。宏锦公司渝BV7319营运证5001100639115遗失作废。重庆途狗物流有限公司渝A9H788营运证
遗失。红吉物流公司渝D92837营运证遗失。万马环卫公司渝D28928营运证500222082402遗失补办。
重庆鼎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V1963营运证500110036746遗失。重庆满贵物流有限公司渝D55720营
运证500110092155遗失。尊运公司渝BV1677营运证500110035262遗失作废 。众合公司渝BS5775营
运证500110044315遗失。安联公司渝D60110营运证遗失。重庆市长庚物流有限公司渝BT2506营运证
500115056273遗失声明作废。梦希公司渝Ｄ98138营运证500115053284遗失作废。原万盛区文桃长寿
分 公 司 渝 D39481 营 运 证 500115049631 渝 BY3082 营 运 证 500115041761 渝 BY0188 营 运 证
500115042039渝BZ0180营运证500115042905渝BT9629营运证500115026223遗失作废。

●汪华荣(身份证号：512223197304288082)遗
失重庆附一院宁养院麻醉药品使用知情同意书，
病历号：19008037，麻卡号：198，声明作废●遗失两江新区灶当门餐馆2017年01月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000MA5UB9UL0X声明作废●董越文博副研究馆员职称资格证遗失，特此
宣告失效，身份证号510215195811120013●遗失重庆市永川区三泰煤炭洗选厂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遗失李佳鑫（身份证500224198908250015）警官
证，编号：公现役字第0781636号，声明作废●个体户易良芬（万州区甘宁易良芬卤菜店）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1601488238，声明作废●业主李昌静遗失2017年4月27日开具的五洲国际7-1-39
保证金收据1份，号码0001405，金额2000元，声明作废●业主袁财峰遗失2017年4月27日开具的五洲国际7-1-40
保证金收据1份，号码0001408，金额2000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阳平就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税号
50010558282966X）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重庆市正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壹枚（编号500107000044281）、
财务章壹枚（编号500107000044281）及刻章证明，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采馥建材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5MA5ULN2L5K）
税控盘，编号49993131924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庆德堂医院管理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JY15001080034171，声明作废●荣昌区红缘家纺经营部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荣昌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1392801，声明作废●声明：冉丽遗失小学数学一级教师专业技术资
格证书，编号为01271020499，特此声明作废●南川区龙雪晴副食店遗失2015年11月23日核发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500384606707959，声明作废●沙绍梅遗失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证
号：建[造]19500006535，声明作废。●纳税人肖龙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510212630902087作废●遗失杨宇昊出生医学证明：证号L500178105，声明作废●声明：遗失张舒童《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500332928，声明作废。

●遗失2010年05月25日核发北碚区天生街道人川笑酒吧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9600210593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天府镇代家沟村金剑山农业合作社公章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蔡家岗镇乐虎餐馆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720410号码07572568-7572571作废●林昌成税务登记证副本510231770928151遗失●殷婷媛遗失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住院发票
原件（金额为6255.22元）特此声明作废。●冯明婷遗失护士执业资格证考试成绩合格证
明 证号:2017150060000159 声明作废●遗失2017.1.12核发的重庆渝人制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7CML6Q作废●重庆拓兴物流公司渝BY0857道路运输证500222044918遗失●遗失王德群营业执照副本500113613412287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田间菜馆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920410号码03199904声明作废●遗失2017年05月09日核发沙坪坝区胖眼镜开胃粉餐饮店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UKBBW40作废●遗失重庆力标起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垫江分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重庆来福物流有限责任公司D90G85号 500108023910、
B252S1号500108013912申请注销营运资质●遗失声明：重庆市中小企业合作发展服务协会遗失《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渝民社证字第1072号），声明作废●遗失陈国伟重庆市优抚证号渝沙坪坝区001295号，作废● 綦 江 区 鑫 王 建 材 经 营 部（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51022319670116462601）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作废●遗失重庆华之杰贸易有限公司2019.3.28开具给重庆福
田电力器材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
代码5000184130号码04849162声明原件作废●遗失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
票据》票号为：002180211、002180545、002180751声明作废●沙坪坝区洁驰餐具消毒配送服务部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10227196806049195，声明作废●重庆达至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车辆渝AB953V道
路运输证，道路运输证号500103036869，声明作废● 重庆惠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500107203291098W）遗失发票领购簿一本，声明作废●遗失黄崎昱哲《出生医学证明》编号N500072253声明作废。●遗失郑娟安全员岗位证书编号渝1613051001571声明作废●遗失郭洪霞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03MA5UPMEE3B作废●遗失潼南区海宴餐饮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9204010号码03822287作废●遗失重庆市潼南区潼城商务宾馆（识别号
91500223059877210M）发票领购簿作废

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2007.2.15已
使用财监制门诊医药专用收据（无
碳复写纸）号码020886174号，票
据收据联记账联遗失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富甲天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张军与你单位劳动报酬、二倍工资差额、
赔偿金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
6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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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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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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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一庭
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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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

●遗失2016.4.14发永川区由甲私厨老火锅
店营业执照副本500383607546704作废●遗失重庆释巨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郭朝锋（男）二级建造师
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原件（编号：渝224141549171）作废●遗失重庆市璧山区赵友元家庭农场
公章一枚，编号5002278018895作废●遗失渝CD2232道路运输证500226010373作废●黄永遗失重庆永川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诚意
金收款收据，编号NO.0003788、金额20000元整作废●重庆市铜梁区贺氏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公章遗失作废●姜虹杉遗失西南大学本科毕业证，证书
编号106355201005000483作废●遗失母亲刘文菊、父亲罗军之子罗一鸿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103374作废●遗失重庆驰略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壹枚，编号5001057016323，声明作废

昨日凌晨，渝北区中央公园附近土两公路
旁一木材厂起火，经过消防人员超过3小时的
扑救成功扑灭，没有人员伤亡。

这家木材厂存放了大量易燃的板材、木制
品。凌晨3时左右，木材厂突然起火后火光冲
天，消防部门调集了超过4支消防队前往扑
救。火场上消防逆行者挥汗如雨，他们中有的
此前才扑救了另外一起山火，有的训练中擦
伤，有的关节积劳发炎……消防员们忍着疲倦
和疼痛，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经过3个多
小时的扑救，大火在清晨6点过被控制，7点过
彻底扑灭。一组现场照片展现了这群火场逆
行者的背影。

据了解，火灾中没有人员伤亡，起火原因
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天气逐渐炎热，希望大家
再一次关注身边有无火灾隐患，或者其他安全
隐患，若有请及时排除或者向消防等相关部门
投诉反映。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夏祥洲 受访
者供图

▲深入火场内部

▲明火终于没了

▲天亮了，依然有明火，消防员清理火场扑灭最后
的火星。

▲消防员扛着水带去灭火

◀无情的大火

火场最美
逆行者

▲水枪压制火势

▲最美的背影火场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