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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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 失 公 告

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股权转让暨优先购买权公告
重庆市骆子塘水电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以下简称“本单位”）拟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重庆市骆子塘水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骆子塘
水电”）全部股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及骆子塘水电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将股权转让及
优先购买权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单位将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骆子塘水电的14.02%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112657.39
元人民币），首次正式信息披露的转让底价不低于经核准或备案的转让标的评估结果；股权转让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清。

二、根据《公司法》及骆子塘水电公司章程第十九条规定，现将本单位公开挂牌转让所持骆子塘水电股权事宜予以公
告，公司各股东对本单位该股权转让事宜是否同意，请于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0日内书面答复本单位。未答复或逾期答复
的，视为同意本单位公开挂牌转让股权。如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本单位该股权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按同等条件
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三、根据《公司法》及骆子塘水电公司章程第二十条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公司股东有优先购买本单位所要转让之股权
的权利，请各股东自行决定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并于本公告送达之日起50日内书面告知本单位。未答复或逾期答复的，
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不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应按《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中涉及股东优先购买权事
项操作细则》行权并承担相应后果。若有履行场内申请程序的其他股东已受让或行权的，其他非此类行权方式股东则视为
放弃优先购买权，本单位届时将不再征询未履行场内申请程序的其他股东意见。

四、请各股东及时关注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查阅本单位该股权交易公告信息、《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企业国有产权交易
业务规则》、《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中涉及股东优先购买权事项操作细则》及相关交易规则等文件。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各股东的书面答复请以邮寄信函方式向本单位送达，送达地址如下：
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双凤路31号；邮编：401120；
收件人：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办公室201收； 联系电话：18323861668（王老师），13368088720（代老师）。

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 2019年4月16日

公 告
“同光•景福天成”项目位于棠香街道办事处五星社区（大足区原武装部旁），由重庆同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经2018年5月28日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编号：（2017）渝
0111执恢979号之一）裁定，该项目建设单位由“重庆同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变更为“重庆市大足
区金凯置业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8月大足区发改委将项目名称由“同光•景福天成”变更为“金凯•致雅居”。现重庆市大足区金凯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据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编号：
（2017）渝0111执恢979号之一）裁定向我局申请办理该项目相关规划手续。为此，我局拟将“同光•
景福天成”项目的建设用规划地许可证（编号：地字第重规地证足规[2011]90号）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编号：建字第500225201300018号）予以注销。现我局公告征求该项目利害相关人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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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二环南路897
号商务中心西楼4F) ;电话: 023- 43780176、023-43725061。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我局将按法院执行裁
定书和发改委文件要求重新核发该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特此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4月16日

遗失叶伟军车牌渝A709PE营运证500226017843声明作废。顺遂公司渝BZ8220营运证500110065983遗失作废。
胜丰公司渝BU5657营运证500110086190遗失。卡乐公司渝BV1866营运证500110036256遗失。能凯公司渝
D93829营运证500110096299遗失作废。重庆东美物流有限公司渝D12749营运证500110094670遗失。榆祥物流
公司渝BZ9679营运证遗失。五尊物流公司渝BN0113营运证遗失。旺宇公司渝F25186营运证500101018816遗失
作废。天旺公司渝B5A910营运证500222057429渝B6A739营运证500222057431遗失。运翔公司渝BP1237营运
证500105001332渝BT8669营运证500105007148遗失。恒祥物流公司渝BS9822营运证500110085272渝B8327
挂营运证500110049979灭失注销。云河物流公司渝D66569营运证遗失。骏豪万盛分公司渝BQ9201营运证
500110038878 遗失作废。金轮公司渝BM6988营运证 500115036056 遗失作废。尊运公司渝BU1222营运证
500110024634遗失作废。普浩公司渝D94150营运证500115054869 遗失作废。普驰公司渝 BS3719 营运证
500110033121遗失作废。宏锦公司渝BV7319营运证500110039115遗失作废。汇康公司渝D59051营运证遗失
作废。阅宇公司渝 BZ7786 营运证 500110062370 遗失作废。重庆科盛物流有限公司渝 D85786 营运证
500222083018 遗 失 。 航 冠 公 司 渝 DA891 挂 营 运 证 500106036989 遗 失 。 进 银 公 司 渝 BV3168 营 运 证
500110072328遗失作废。万事如意公司渝BY7676营运证500222041300渝BV9939营运证500222035645遗失。
恒力公司渝BJ1253营运证遗失作废，泰金公司营运证渝BL9139渝BJ9702渝BR5732渝BL5676渝BJ9725遗失作
废，金载公司营运证渝BJ9709渝BV6397渝BL0361渝BQ6371渝BQ0561遗失作废。源亨公司营运证渝D35351遗失。

房屋出租公告
一、招租标的及现状
（一）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水井沟支行所有的位于重

庆市江北区五红路11号附22号（面积177.22㎡）、23号（面积145.75㎡）的两处商业门市，租赁期限2年。
（二）上述房屋为现状出租，房屋的实际情况请实地查看，涉及维

修及装修由承租人承担。
二、交易方式，租金底价及交付方式
此房出租采取竟价方式，价高者得租，若仅有一名报名者可采用

协议出租方式。租金底价为60000元/年，交付方式为按季一付，先交
租金后使用。

三、竞价时间：2019年5月20日
四、报名日期、地点
有意承租者请于公告时间截止前携带身份证及复印件，到泸州农

商银行江阳支行不良资产办公室报名，竟租保证金15000元（竟租未
成功者无息退还）。

五、公告时间：从2019年4月20日至2019年5月9日止。
六、联系电话：王先生：13551726588

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阳支行
2019年4月15日

重庆市德昌纺织有限公司债权登记公告
因我司控股股东退出公司经营，公司

股权发生重大变化，现正进行资产清算。
凡在我司享有债权、抵押权、担保等权益
的单位和个人，请于本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向我司登记，以便集中处理。超过期限
未登记的上述权益，我司将不予认可。

特此公告
重庆市德昌纺织有限公司

联系人：彭女士 电话：139 8389 4138
2019年4月16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区酸辣江湖私房菜餐馆：

本委受理陈春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
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918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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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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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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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室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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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尚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刘洁申请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因无法
通过邮寄和直接送达你单位，现依法公告送达渝九劳人
仲案字〔2017〕第1060号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出
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0日内。开庭时间为2019年 6月17日 10时 30
分。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城路71号留学生创业园
B1栋六楼本委4号仲裁庭，联系电话：（023）61968942，经
办仲裁员：杨可。如逾期未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4月16日

遗失重庆金山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刘金权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
业证书，注册号50002362，证书编号0018396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金山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杨晓波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
业证书，注册号50002269，证书编号0043216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金山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付敬成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
业证书，注册号50003028，证书编号003878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市瀚禾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编号：5002391049162）、财务
专用章（编号：5002391049163）各一
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卡米拉雷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华润置地
（重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万象城第L5层L578号商铺雷门
拉面收据1张，收据编号00185636,记载金额￥87174.00
（租赁保证金），特此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其法
律后果由我司承担，与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无关。

注销公告：经重庆顺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12000180391）股东会研究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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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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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MA5UTUR56C的重庆颖佳怡教
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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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颖佳怡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2019年4月16日
●綦江区发家致富汽车运输公司渝D99843营运证遗失作废●六六顺汽车运输公司渝D06276营运证遗失作废●宝顺物
流公司渝BU2870营运证500110025885遗失●鑫峰源汽车
运输发展公司渝BH0550营运证500222045758遗失●恒
丹公司渝D54331营运证500115050879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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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重庆泰骏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H9368渝BN6108
渝BJ9882渝BS1027渝BQ3978申请营运证灭失注销。
公告:重庆瑞昌运输有限公司垫江分公司以下车辆:渝
GB3697渝G1701挂从即日起灭失注销作废。特此公告！
重庆曲欣物流渝D76352营运证500222085965遗失作废
重庆和众汽车运输公司渝D07592营运证500110084673遗失

兹 有 我 公 司 二 级 建 造 师 刘 渝 江（注 册 号 ：渝
203080913039）；二 级 建 造 师 牛 元 钊（注 册 号 ：渝
203121226583），已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现已失去联
系，请以上人员登报之日起3日内回公司办理建造师证件调出
手续，否则公司将申请强制注销。重庆允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公 告
2019年4月15日在重庆晚报第7版刊登的关于重庆

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维修厂智能维保系统采购及
2019年度电脑采购两则《竞争性谈判公告》，其报名截止
时间延长至2019年4月18日16:00时止。特此公告！

何 彩 霞 （36233419771114754X） 、 王 亮
（510211197712293916）遗失渝富滨江首岸二期-
7- 1- 3- 4 房屋收据（P1175- 00000030）金额
768685元，收据（P1175-00000031）金额20964.41
元，收据（P1175-00000136）金额10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盛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327813214U）股东决
定，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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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4月16日

遗失2012年8月7日核发的重庆龙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300004932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龙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00905597955853）、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59795585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极靓炫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3MJJ6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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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人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4月16日
声明：武隆博爱精神病医院遗失重庆
市门诊医药费专用收据，编号:
013482275；遗失重庆市住院医药费
专 用 收 据 ，编 号 ：001706007、
001706646、00170930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荣昌区杨火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6MA5UH94G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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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仁洲竹园餐饮有限
公司2019年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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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仁洲

寻人启事
弃婴，女，于2014年1月14日早被发现

于国宾豪庭三楼楼道中，女婴由白色绒布包
裹，内有一张出生日期的纸条，请其家人速与
我联系，联系人：钟先生，电话：15320841665。

重庆镒金所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民生银行重庆江北支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6530063475201，声明作废
李先生遗失重庆市南岸区恒大滨河左岸4-
28-3，大修基金收据，票据编号00033339，金
额6412元，抵押登记费和按揭印花费收据，票据
编号00033340，金额95元，首期款收据，票据编
号00033341，金额324127元，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格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
联.抵扣联）发票代码5000184130
发票号码04675477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恒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7062866133C）股东会决
议，公司注册资本由原5080万元减至4580万元。
根据《公司法》规定请本公司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45
日内，到本公司办理有关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盾铭电磁阀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5000184130发票号码00365183（第二联.第三联）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盾铭电磁阀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5000183130发票号码03608841（第二联.第三联）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金果子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673363500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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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六月青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YUDNR3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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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鼎特电子产品维修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30000166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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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昀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91500103MA5U6HXF5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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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2019年4月1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蒲恩杰家电经营部（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577968059U）投资人
决定拟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有关规
定,请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市原万盛区同发商贸公司桐君阁大药房
第 十 四 药 店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核 准 号
J6530009695201 编号 653000314242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重庆市原万盛区支行万盛分理处账号
3100080109200016069）壹本，声明作废。

巫溪县图书馆（法人：彭玲）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00238451906063N 有效期自
2015年 4月 29日至 2020年 4月
29日)正本因遗失公告作废

重庆田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3万吨/年有机硅材
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重庆田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化工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3万吨/年有机硅材料生
产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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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相关信息已在网站
http://ccdri.cn/aspx/cqhgxy/show.aspx?
classid=173&id=1367上发布，如需了解该项目
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询。
1、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3万吨/年有机硅材料生产项目
建设地点：重庆市潼南高新区东区（田家特色

产业园）
建设单位：重庆田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总投资50000万元
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占地约160亩，建设有

机硅材料生产线两条并配套相应公辅设施，形成3
万吨/年有机硅材料的生产规模。
2、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重庆田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江总 电 话：15310251888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联系人：阴工 电话：15178822208
Email：yin.xiaolu@qq.com

重庆田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6日

公 告
由于原重庆七龙珠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员工黄楠存

在重大违纪，已于2018年12月30日被公司开除。自2019
年1月1日起，由黄楠私自用七龙珠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名义签署的任何形式的文件（包含合同、担保、债务、收据
等），都与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均无效。

重庆七龙珠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现更名为：重庆睿哲培优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6日

重金寻杜氏族谱
我家杜氏老族谱2014年 12月江
北区盘溪老房子拆迁时混于废旧
书籍中遗失。现酬谢贰仟元寻
觅。微信电话：13320500680

●王艳婕遗失2016年10月17日核发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500108608738192 声明作废●王艳婕遗失2014年12月23日核发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108604724279 声明作废

经营者黄支华遗失于2018年7月1日，核发
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为
92500112MA5UNY1M8J。声明作废。
佳兆业滨江新城四期入伙通告
亲爱的佳兆业滨江新城四期业主：

您所购买的佳兆业滨江新城四期住宅已
通过竣工验收，取得竣工备案许可证，达到了
入伙条件。2019年4月20-21日将于佳兆业
滨江新城四期大门处集中入伙，我司已将您
的“入伙通知书”通过EMS寄出，请您注意查
收快递，并按照“入伙通知书”上约定的时间，
带上《入伙通知书》、业主本人身份证、购房合
同、发票（收据）等原文件，前往佳兆业滨江新
城四期大门办理接房手续（需业主本人到
场），佳兆业全体员工恭迎您回家！
详询：13512356661 68836660 68169999

寻人启事
我单位原建造师刘仁海（男，出身日期：

1984年10月12日），现因二级建造师强制注
销事宜急需联系刘仁海（或其亲属），请于本
月18日前联系我单位，逾期将强制注销其二
级建造师注册证，联系人彭老师，电话023-
46732998.重庆市非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重庆灵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YNJ1D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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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6日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逢春煤矿公告
请本单位以下员工：
杨月勇 陈 源 犹正元 董 波 周兴煜
唐怀伟 吴代全 罗 逍 张少刚 殷远万
金志杭 瞿加强 黄明友 谢春勇 王启发
张集明 张 锐 谢尚碧 刘 波 白长春
杨玉富 唐名阳 赵和良 杨玉富 刘 为
罗 勇 孙海毅 云明财 等28人旷工天数
已经超过企业规定，请自登报之日起，7日内
返回单位报到复工，否则将对以上人员解除劳
动合同关系，特此公告。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逢春煤矿
2019年4月8日

限期返岗通知
石梁作（身份证：500228198809065071）

请你于该通知见报之起15日内返回单位报
到，如果逾期不报到，我司将依法给予除名处
理，特此通知。

重庆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6日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惠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罗孝贵（碚劳人仲案字〔2019〕第539号）
与你单位因劳动报酬引起的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出庭通知书，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与相关
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个工作日内。本委
定于2019年7月2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庭（北碚区缙
善路100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区月月火锅馆：

本委受理蒋万清、蒋成平与你（单位）计时计件工
资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1039、
1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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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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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

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江苏淮阴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陈达明（碚劳人仲案字〔2019〕第517号）
与你单位确认劳动关系争议。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
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与相关证据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19年7月2日上午9时
在本委仲裁庭（北碚区缙善路100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
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巴南区光叙一条龙餐饮服务部遗失2016年10月08日核发个体
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3608671847，声明作废●巴南区光叙一条龙餐饮服务部遗失2016年10月8日核发重庆市食
品生产经营活动备案证，备案证号：（渝）巴2016第2006号，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汇悦庆典礼仪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沙坪坝支行汉渝路分理处开户许可证，账号
0305010120440002902，核准号 J6530027739401,财
务专用章，陈巧玲私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汇悦庆典礼仪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656992798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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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渝港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7688575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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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大坡间水果种植场（注
册号：500101200267929）投资人决定，本企业拟
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
日起60日内，请债权人到本企业办理债务清偿手
续。 联系人：汤学兰.电话：18223775680.特此公告。

注销清算公告：重庆市中小企业服务协会( 注
册号：51500000073668538A）经2019年2月
20日理事会决议，决定解散，请有关债权债务
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协会办理债权
债务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中博能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750073399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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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重庆诺进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0MA5YN0PCX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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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奉节县吐祥镇原管家村9组
向朝辉的奉节县农村建房用地许
可证奉府（1992）NO：0029055和
村镇规划建设许可证川建委规建
字019300号声明原件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合州实业集团兆庆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304812593K）经股东会研究
决定，注册资金由1000万元减至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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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16日

减资公告：重庆瀚丰置业有限公司（渝合注册号
500382000459181）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注册资金
由叁仟万元减至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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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16日

遗失重庆泞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账号150389935）在中国民生银行
重庆大学城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530064014201声明作废

重庆池田名建汇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广安北新建材有限公司开出的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3 份 ，代 码
5100171130，号 码 09499203、
09499204、09499355，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佳正防水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304874698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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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声明：重庆凯丰复合肥厂遗失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川支行
双竹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25015103 账 号 ：
1814010120010001193，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睿捷顺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岸
支行雅居乐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6530068517001 账 号
060101012001000456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北碚区新焓饮食店公章一
枚，公章编号：500108701574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通久投资有限公司咨询服务协
议TJLD-0000100，现声明作废。●遗失皮婷婷执业护士证，证号201750002880，声明作废。●遗失2015-7-2发段冬梅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2605854712作废●遗失2015-12-11发张蒙营业执照副本500242606842834作废●遗失2018-12-19发蒋一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17MA607B8N5D作废●遗失2017-3-23发张元红执照正本92500117MA5UFQ3U02作废●遗失2019-3-12发李娟执照正副本92500117MA5UMRNR4X作废●遗失2018-8-1发李先琴执照副本92500117MA6019KW7B作废●遗失合川区南溪佳苑食品超市在中国工商银行重
庆合川支行开户许可证J6530086144201作废●遗失重庆市绿马交驰灯饰工程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铜梁支行开户许可证J6530062072602作废●遗失双桥经开区英杰家具销售中心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51023119660701171101声明作废●个人不慎遗失重庆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观音桥步行街
店发票壹张.发票代码050001800107号码01805460作废●遗失2017-3-16核发刘祖君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UE0DJ87声明作废●遗失2014年11月10日核发汤建洪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31600020346作废●遗失2015年1月7日核发垫江县肖记肥羊餐馆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31600239043作废●遗失重庆宝文运输有限公司渝BH2117
营运证500381018761作废● 声明：秀山县顺家鑫铝合金加工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241MA5YB4F89K遗失税控盘一个号码49993084453P作废●黄洁不慎遗失重庆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发票1张发
票代码050001700107发票号码26119639声明作废●遗失声明：中铁二十三局集团第六工程
有限公司重庆轨道交通项目经理部公章遗
失,编号5001001047564，申请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川区光容床上用品经营部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500119068297832声明作废●遗失启事：遗失重庆市瑞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一枚，编号5001038034847，声明作废。●王承彬2019.4.14遗失身份证500101198806060413作废●遗失声明：北部新区星火餐馆（杨茂斌）遗失2014.6.30
发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903602066607，声明作废●遗失舒睿晨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005871声明作废●遗失吴远丽之女黄思绮2017-6-28在重庆市南岸区第五人
民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10894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森誉农副产品经营部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4565642692V成立时间2010-12-1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瑚铵工贸有限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北碚区中山路支行的开
户许可证，证号J6530062683201声明作废●遗失2017-5-2发李正华执照正本92500117MA5UJRH5X3作废●遗失声明：谭来生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513031196603083939作废●遗失彭远红营业执照副本500224600167122作废●遗失罗云淇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042538作废●遗失2014.11.17发向天泉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37600153651作废●遗失2017.12.20发陈洪执照正副本92500222MA5YPLAP9N作废●遗失2014.11.6发唐荣迪执照正副本500230600271837作废●遗失2017.2.13发陈天保执照副本92500229MA5UBK4M39作废●遗失2015.4.7发永川区朱沱镇周守钦木材加
工厂营业执照正本500383605277866作废●牟伦海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
资格证，证号渝B042009001089作废●遗失重庆凯升物流有限公司道路
运输许可证500382014867作废●遗失2017.2.28发重庆湛兴机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552040430L作废●遗失曾小渝税务登记证副本51022419750609338401作废●重庆顺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遗失渝A933F9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112006750作废●遗失2015.4.1发张孝兵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3600182458作废●遗失丰都县鲁冬食品批发部税务登记证副本
51232419820725263101作废●遗失2015.2.3发重庆市南川区群益水果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4NA000259X作废●周治刚遗失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开具的重庆市住院医药费专
用收据，发票号2018000209061、金额18300.00元及病历作废

四川省华蓥市南方送变电有限公司十五分公司（税
号915001015748203314）遗失重庆启恒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1596737125C）开具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1份（发票代码
5000182130，号码00583877）特此声明

●遗失2017.6.14发重庆撼路者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UMWP425作废●遗失丰都县一遍地果蔬种植专业合作
社公章一枚，编号5002307007106作废●遗失丰都县合富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
社公章一枚，编号5002307012740作废●遗失方鸿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1600163755作废●重庆市云博畜牧养殖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6992575701，声明作废●重庆市江津区有权农资经营部（普通合伙）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号码是：500381200007424，声明作废。●遗失余林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1600163706作废●遗失付英梅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71016026作废●遗失重庆瀚丰置业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092404255。声明作废●遗失杨昭忠执照副本92500110MA5XRD4C2C作废●遗失2016年06月07日发江津区陈清明食品经
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1600717471作废●重庆市巴南区接龙镇铁矿村村民委员会遗失重庆市城乡居民合作医
疗保险收费专用收据1份批次号2016号码002068007声明作废●重庆迪扬汇辰广告传媒有限公司遗失三峡银行永川支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0162014210008587核准号J65300780105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五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壹枚，编号5001172011434，声明作废●重庆伟元佳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094531151M，
2015.11.11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居客科技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00103581450949，声明作废●重庆灏洋气体分离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工行大渡口支行西城分理处支行开
户许可证账号3100029409100019625核准号J6530036712901作废●重庆玖鼎原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工行江北区支行大石坝分理处开户许
可证，账号3100022709200083916核准号J6530077501001作废●遗失2015.3.17核发的个体户程慧碧（九龙坡区杨家坪双庆
副食店）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7600185704声明作废●遗失沈伟、胡群秀之女沈芯茹2007.6.13在重庆市江津区杜市
中心卫生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G500259802，声明作废●遗失曾凤残疾人证证号5001081985072315201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雅智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编号5001127100974）声明作废●遗失2016.11.8核发的重庆岑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8B1W5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际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7060508981G）财务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彭锋波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渝U042014027782遗失作废●巴南区小英食品店遗失2017.10.24核发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3MA5XETAW7J声明作废●遗失声明：纳税人秦朝根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10230196802161639，声明作废●重庆长乐食品开发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500905709335828，声明作废● 彭 培 洺 2019 年 4 月 7 日 遗 失 二 代 身 份 证 ，证 号
612523200001151016，发证机关为陕西省商洛市，声明作废。●遗失郑权泽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证书编号105000478,出生
年月1977年03月27日,签发日期2010年05月06日,声明作废●叶嗣勇遗失重庆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收据，号码
SG1509535，装修保证金 、一万元整；声明作废●遗失岑重林残疾证51021319461208241613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7月11日核发沙坪坝区聚根佳华日用品经营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601859268作废●遗失钱红云营业执照副本500238600093047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区袁清海餐饮店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0106MA60BA1952作废●遗失谭建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副本：500240600071202作废。●遗失重庆市托尔阿诗环保有限公司张欣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一
本编号00827476，执业印章一枚编号渝208121332215作废●华博健康药房重庆市原万盛区岩红药店遗失工行万盛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3100080109200013239核准号J6530006320501声明作废●遗失马兹龙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92500240MA5UDU0C4J作废。●遗失开州区车都汽车美容行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00234MA5YD6H37D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新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二级建造师
执业印章 陈勇渝230141445358声明作废●重庆乐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124401134）
因损坏声明作废，并启用新的公章（编号5001127158381）特此声明●遗失重庆市翔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小芳二级建造
师注册建造师执业证书，编号渝201101015972作废●遗失2014.10.21核发的重庆市渝中区代理记账行业协会社会团体法人
登记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500103320338991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腾铭商贸有限公司国地税税务登记
证正本（税号50010857616214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雨鸽翻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07MA5YREPE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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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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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MA5YTQ6715的重庆卿帼
餐饮服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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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卿帼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狮子坝通讯设备经营
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597956880E）投
资人决定拟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有
关规定,请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
企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记者从大足石刻研究院获悉，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大悲阁修缮工作于
15日正式启动。

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工程中心主任陈卉丽介绍，2015年6月，
历时8年的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
性保护工程竣工。然而，对千手观音造像的保护并未停止，经过3年环境
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不断优化方案，目前大悲阁修缮工作正式启动。

现存大悲阁为重檐歇山式建筑，依山而建。据现有资料显示，大悲阁
为清代后期建筑。为解决大悲阁内空气流通不畅、光线不足的问题，20
世纪50年代曾开展过一次大规模维修，除此之外，未开展全面维修保护
工作。

大悲阁受地基沉降、材料老化、结构变形等影响，部分柱子下沉，引起
局部大木构架连带变形、屋面多处漏雨、木构件多处糟朽等严重的安全隐
患，不利于千手观音造像长久保存。

此次大悲阁修缮工作严格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尽可能真实
完整地保存建筑的历史原貌和建筑特色。在维修过程中以本建筑现有传
统做法为主要的修复手法，尽可能保存原有的建筑材料，做到原材料、原
工艺，按原形制修复。

此次修缮为半封闭施工，持续到9月30日。半封闭期间，游客可经
安全通道继续参观。

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境内，始建于初唐，至两宋达到鼎盛。其
5万余尊石窟造像代表了公元9世纪至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
平，被誉为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1999年，大足石刻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 据新华社

大悲阁
昨起修缮

屋里住着大足石刻千手观音

昨日，记者从九龙坡区政府了解到，根据《重庆市主城
区山城步道专项规划》，黄桷坪步道已纳入近期建设规划。

规划方案显示，黄桷坪步道全长约4.5公里，起于轨道
交通5A线黄桷坪站，向南穿过黄桷坪正街，在5A线电厂
站向东南延伸跨越成渝线，止于粗炳碛码头。

步道包含一主三支。一主，即由川美艺术段、重庆电厂
段组成的半岛艺术主线。三支即铁道文创线、龙吟文创线、
铁路新村便民线三条支线。步道串起涂鸦街、如故、军哥书
屋、交通茶馆、川美黄桷坪校区、重庆发电厂等热门景点，形
成集当代艺术、市井生活、工业遗迹于一体的特色步道，有
利于吸引更多外来游客，激发九龙半岛的文旅产业活力。

黄桷坪步道类型为街巷步道。根据规划指引，将通过
新增步道、改善过街设施等方式，完善步道网络。通过完善
标识系统、安全环卫等配套设施，营造安全舒适的步行环
境。这一系列举措的落地落实，无疑将大大提升步道通行
能力，方便市民和游客绿色出行。

除黄桷坪步道外，九龙坡区还有望规划建设杨家坪步
道、中梁山步道、梁滩河步道等3条高品质山城步道，类型
分别为街巷步道、山林步道、滨江步道，具体选址和规划方
案正在研讨论证中。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王渝凤

黄桷坪
要建步道

长约4.5公里串起多个热门景点

此次修缮
为半封闭施工，
持续到9月30日，
游客可经安全通
道继续参观。

▲步道旁的涂鸦街
九龙报供图

▶步道旁的咖啡馆
九龙报供图

◀步道旁的书屋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毕克勤 摄

起于轨道
交通5A线黄桷
坪站，跨越成渝
线，止于粗炳碛
码头。

▲3月29日，游客参观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