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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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星球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张琴诉你司计时计件工资及二倍工资差
额争议一案，已于2019年5月20日开庭审理。本委以渝
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768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一、由被申请人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
请人 2018 年 11 月 6日至 2019 年 1月 16 日期间工资
6126元（大写陆仟壹佰贰拾陆元整）。

二、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达你

（单位），从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裁
决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生
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6月11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星球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杨围诉你司计时计件工资及二倍工资差额
争议一案，已于2019年5月20日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
人仲案字（2019）第695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一、由被申请人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
2018年11月15日至2019年1月21日期间工资8724元（大
写捌仟柒佰贰拾肆元整）；

二、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达你

（单位），从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裁
决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6月11日

公告
我司承建的龙山中学校校舍维修改造工程已于2017年

12月13日竣工验收合格，现已与重庆市渝北区龙山中学校
结算已办理完毕。请涉及本工程所有劳务班组各位工友，材
料供应商和相关债权人在本公告之日2019年06月10日起
45日之内到我司进行对账结算，领取应付款项，逾期视为自
动放弃，请相互转告！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芦洲大道云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金水 15870949039 刘为荣 13807936598
座机电话：0793-2679928

重庆熙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唐渡
江二级建造师执业印章一枚，编号:渝
217161858202，印章载明企业:重庆
熙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印章载明执
业专业:建筑工程。声明作废

宋江遗失重庆恒大金碧天下661-102房款
收据，编号：cqtxm0056657，金额364812
元；税费收据，编号：cqtxm0056658，金额
37723.01元。声明作废

公 告
原重庆建筑机具厂清算分配工作即将结束，雷光

荣、陈清忠、史大均、马德秀四人见报后，限三月内与
15723422202电话联系，到期后视为自动放弃。

重庆建筑机具厂清算小组 2019.6.11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星球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曹明胜诉你司计时计件工资及二倍工资差
额争议一案，已于2019年5月20日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
劳人仲案字（2019）第694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一、由被申请人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
2018年11月19日至2019年1月21日期间工资13800元
（大写壹万叁仟捌佰元整）。

二、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达你

（单位），从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裁
决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生
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6月11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星球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黄鑫诉你司计时计件工资及二倍工资
差额争议一案，已于2019年5月20日开庭审理。本委以
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696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一、由被申请人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
申请人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期间工资
36356元（大写叁万陆仟叁佰伍拾陆元整）。

二、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

达你（单位），从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
发生法律效力。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
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 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6月11日

施工公告
位于渝北区礼嘉街道横梁村、双堰

村的L49路工程已开始施工，请坟主将
L49路工程范围内的坟墓，于2019年6
月18日前自行迁移，逾期未迁出的将
按无主坟处理，请知情者相互转告；同
时，施工现场严禁无关人员入内，否则
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因施工带来的
不便敬请支持理解。

重庆建工市政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遗失重庆市人口信息中心开具给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的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1份，
（2016）No:001246505，金额柒万元，特此声明●遗失重庆市人口信息中心开具给国家人口计生委培训交
流中心的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1份，
（2016）No:001246506，金额壹万伍仟元，特此声明

公 告
2011年12月20日由重庆双枪机械有限公司和重庆市

北碚区隆顺摩托车配件厂将北碚区歇马街道小湾村的土地
49.82亩流转给重庆润坪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从2016年
12月31日至今未付村民租金，违反《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经我村研究决定解除土地流转协议，限你公司自登报之日起
15日内来我村完善相关手续，如逾期不来，该合同自动终止，
我方保留向你司的追赏权利。

重庆市北碚区歇马街道小湾村
2019年6月11日

重庆合川区工业园区南溪组团、渭沱组团B区
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南溪组团A区东至盐井街道照镜村接沙溪立交，南至南

津街道十塘村遂州路为界，西至南津街道花园村铜合路为
界，北至南津街道高阳村接城区，规划面积为13.48km2，主
要产业定位为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健康医药。南溪组团B
区位于主城区草街-滩子组团，东至草街街道江家湾水库，
西至草街街道百岁村、南至草街街道镇玉龙村、北至草街街
道玉龙村，面积为0.55km2，主要主要研发、设计及生产物联
网芯片、控制芯片、电池芯片、终端芯片、存储芯片、组合芯
片、集成电路芯片、5G核心芯片等自主安全可控芯片；南溪
组团C区位于重庆市合川区草街镇，东至古圣寺、小松树顶，
南至响塘、对家山，西至渝武高速以东，北至土地岩，面积为
1.85km2，主要产业定位为机械制造。渭沱组团B区北以大
白果院子至徐家院子的规划44米道路为界，东以火焰湾至
金刚堡的规划22米道路为界，南接现状五尊场镇，西以胡家
坪至彭家院子的规划22米道路为界，面积2.46km2，主要产
业定位为高新技术、机械制造。目前合川工业园区管理委
员会已经组织编制完成了《合川工业园区十塘拓展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报
告书”）。现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征求
公众意见及建议。《报告书》网络公示网址：合川区人民政府公众
信息网http://www.hc.gov.cn/。《报告书》纸质版查阅地址：
重庆合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重庆合川区信息安全产业城服
务中心。公众可于公示期间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进
行意见反馈。（联系方式详见网络公示网址）。
重庆合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合川区信息安全产业服务中心

2019年6月8日

重庆嘉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由重庆正合
古麦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月 19日开
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11张，代码5000174320，
票号 11277722—11277732，票面合计金额为：
1,014,779.23元，合计税额为：57440.36元。

遗失声明
兹有重庆资源与环境交易中心（原重庆资源与

环境交易所）开具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遗失，缴
款书号：6215680451、6215681892、6215682262、
6215682270、 6215683177、 6215684241、
6215684815、 6194444547、 6215682828、
6173420212、 6173420896、 6215685738、
6215684284，声明作废。

兹有重庆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管理中心
开具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遗失，缴款书号：
7023474578、7023470753，声明作废。

车辆牌照作废公告：渝BZ9880车辆挂靠本
公司后长期脱离监管，特登报申请车辆牌证
作废。渝BZ9880申请牌证公告作废。

重庆市长寿区勇胜运输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1日

●廖霞珍遗失重庆万达广场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定金收
据一张，收据号：0003113，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廖霞升遗失重庆万达广场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定金收
据一张，收据号：0003114，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重庆鸿淋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遗失重庆万达
广场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定金收据一张，收据号：
0003115，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李奕遗失重庆融创白象街1幢9-1号，票据
号0001351 金额450000；票据号0001650，
金额3705；票据号0001665 金额260000；票
据号0001682 金额160000；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金铎实业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重庆金铎实业有限公司股东研究决定，

公司将减少现有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现在
的10000万减少至1000万，为保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
日内向公司提出债务清偿或提供相应担保请
求，特此公告。逾期不申报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重庆金铎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10日

声明庞婧遗失重庆邮电大学自动
化 专 业 毕 业 证 ，证 书 编 号:
106171200805002029; 遗 失 学
士 学 位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106174200800203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澳松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1040000498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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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18发北碚区大郎食品
店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500109607568369、食品流通许
可 证 正 副 本
SP5001091650066520作废

渝北区欣兴荣建材经营部开具给重
庆桥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增值
税专用发票（代开）代码5000184160
号码00019926特此声明遗失
遗失2010.6.17发潼南县天和信息
广 告 部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500223600127081、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510227197601112546作废
铜梁区新豪轩门窗经营部遗失居然
之家家具建材销售合同1份，编号：
2019160079，遗失居然之家交款
凭证1份，编号：1016902908作废
遗失2016.12.6发两江新区奥尼克斯门窗
经营部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000MA5U8XWM0X、发票专用章
一枚，编号5001141106948、财务专用章
一枚，编号5001141046742作废

注销公告：经开县丰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号
500234NA00077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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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长寿区碧蓝柑橘种植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558015809X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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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红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 徐贵贤、林际艳、李宗兰、谭德第、潘义彬、杨
生贵、文继兰、温昌江、杨国超、熊彬、黄祖兰、梁大明 与你单
位带薪年休假报酬、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劳动争议二十二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直接送达及邮寄送达未果 ，依照《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渡区
劳人仲案字〔2019〕第138-159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起
六十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重庆市大渡口区松
青路72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阳光花园二期）305室），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到
劳动合同履行地或用人单位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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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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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三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13MA5U5RL2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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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
遗 失 重 庆 勤 旺 自 动 化 科 技 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500116080195951Q）开具给重庆创精温锻成型有限
公司（税号91500116733988183Y）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扣联和发票联）4 份（发票代码 5000174130，号码
05732957、05732958、05732959、05732960）特此声明

杨华刚{蒋伟}遗失中南玖宸2-11-2006
购房契税收据{单号；180226394 收据金
额 27454.61 元 契税 27374.61 元 产权
登记80元}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鼎瑾旺（重庆）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MA60DPH64W）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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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俊菱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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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治桥
注销公告：经重庆大世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77A63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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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
注销公告：潼南县花厅村农贸市场管理有限
公司（注册号5002230078394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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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遗失马波 2006年取得的 重
庆二级建造师 建筑工程 资格证
书，证书编号：0007852 档案号
为：420655608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汉鼎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26MA5YT8H21D)经股东会研
究决定注册资金由3008万元减至1008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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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中吉华科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遗失建行重庆南岸骑
龙山庄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50050107650000000055
核准号 J6530069114301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中吉华科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87078744）声明作废
重庆金易仁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5905102290）
遗失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发票
代 码 ：050001800107，发 票 号 码 ：
08876101--088762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源柏贸易有限公司2019年3
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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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应林
遗失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销售分公司万州奉节经营
部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代 码
050001700107 号码 50890001-
50890500共计500份，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合晟信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T7W04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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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
顺心顺意汽车运输公司渝D71896营运证遗失作废
重庆润明客运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以下车辆营
运证注销:渝BB9553 渝BF1866 渝BD0162 渝
BB9930 渝 BD6376 BD8857 渝 BD8581 渝
BF0131 渝BF1520 渝BＤ0127渝ＢＤ2967
遗失登报：重庆同路机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668905037W）遗失2008版增值税普通发票（二
联无金额限制版）发票代码：5000094620，发票起号
00876922、发票止号00876931，共计十张；遗失增值税专用
发票（中文三联无金额限制版）发票代码：5000101140，发票
起号01298797，发票止号01298806，共计十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工艺美术装饰工程公司开具给中
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的
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发票
代码：5000183130，发票号码：02674041，金
额：91105.00元，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经重庆智集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MA5U4YW36K)股东会决定，现将
原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少至155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办
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19年6月11日

紧急通知
重庆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员工彭波，因你连续旷工，我公

司于2019年5月13日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请于2019年6月
30日前回户籍所在地的劳动就业部门申领失业金，逾期不办理，
一切后果自负。重庆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019年6月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谢王清皮鞋店（注册
号：500101200072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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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玉清.电话 13896299556.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腾香汤锅店（注册号：
5001012000254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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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昌平 .电话 15215230696.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瑞影农产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3004979342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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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北碚区鹏力花木园艺场遗失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碚支行柳荫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300299983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万州天成客运有限公司车牌号渝AG5318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重庆耀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渝 AN626V 营运证 500108034744 遗失作废。重庆万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 BJ0899 营运证
500110017882遗失作废。仁泰公司渝C1088挂营运证500383013195渝C0979挂营运证500383012642
遗失作废。君睿达公司渝 A95380 营运证 500110098280 遗失。五千货物公司渝 BD9901 营运证
500110094838遗失作废。全富公司渝D95265营运证500110087035遗失。满荣公司渝D30565营运证
500106033462遗失作废。黄金钾公司渝BY9975营运证500110099713遗失。重庆奔峰物流有限公司渝
A96738营运证500110048744遗失作废。重庆鼎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Z9987营运证500110064396
遗失。宏锦公司渝BY8711营运证500110054509遗失。九辉公司渝BY2871营运证500115044263遗失
作废。创发公司渝BV2118营运证及卡遗失作废。桦威公司渝B2968挂营运证500110037628遗失作
废。豪运公司营运证渝BQ6208 渝 BQ0536 遗失作废。重庆传骑物流有限公司渝DC001 挂营运证
500110094153遗失作废。渝BM7520车主，因公司多次通知你该车脱保，你拒不履行投保义务，现公司为
了治理安全隐患已将该车开回公司进行投保治理隐患，请见报后5日内回公司财务办理该车投保事宜，
过期不回公司办理公司将该车报废处理。重庆依金物流有限公司渝 BC039挂 道路运输证遗失。

●谢友珍遗失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会计电算化
专业毕业证证书编号108701201706002502●景兴华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证
号：501218080579，声明作废●遗失2018.8.23发张家淑执照正本92500113MA6025NT68作废●遗失桂华刚税务登记证正本500222198706185910作废●遗失罗金秋残疾证50010920040821832754作废●遗失刘耘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H500208455作废●遗失两江新区惠灵建材经营部印章备案回
执，编号50011420190315056作废●遗失重庆市璧山区金菀房产咨询有限公司印
章备案回执（公章编号5002278016814）作废●重庆市钦鼎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公章财务章遗失作废●遗失北碚区辉煌足浴店卫生许可证渝卫
公证字（2019）第500109002424作废●遗失重庆市腾海铝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一枚，编号5002272100593作废●遗失重庆市铜梁区土桥镇六赢村村民委员会税务登记
证正本51022819680416101601作废●遗失2017.4.5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君蒂宾馆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5UGMJG2L作废●遗失2016年9月29日发重庆市潼南区商会社会团体法人登
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500152072325963H作废●重庆市江津区津洲轮船有限公司遗失津洲319货船
《船舶营业运输证》，编号：渝SJ(2018)001042作废●遗失2015年6月16日核发的个体户曾丽(巴南区荣昌名小
吃面馆)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13605750589声明作废●陈林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渝X042010003543遗失作废●张均敏遗失保险执业资格证02000150000080002013249978作废●遗失2017年9月20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王兵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5UUBN89M声明作废●遗失南岸区李树林餐馆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
本，税号510221196910233111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北展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
5001141050082）、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41050083）声明作废●重庆欣全庆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工行重庆鸳鸯支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3100032309100053593核准号J6530064899101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皇 运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税 号
500233091231436；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09123143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好酒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税号91500112MA5U48KC2M )
金税盘(44-66155586230)报税盘(44-66250545530)声明作废●遗失2016.2.18核发的重庆市永川区蒋世杰电子商务经营部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4NU68B声明作废●遗失2016.6.13核发的重庆微尚品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6DCJ32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周立兴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1352519740517231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饮圣酒类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号:500105676103819，声明作废

●重庆潮莱商贸有限公司遗失招商银行江与城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123909361210601核准号J6530076827801声明作废●遗失周善菊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3600035988作废●武隆县长征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税务登
记证正本50023266894428-X遗失●遗失陈红权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30600125008作废●遗失开县奥康皮鞋龙锦名都店通用手工发票，代码
150001520531号码03181951-03181975共25份，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荣昌区稻花村养猪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6MA5U5F212C声明作废●遗失巴南区逢叮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编号JY25001130056194声明作废●南岸区彭记羊肉粉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编号JY25001080129391，声明作废●遗失上海强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李德兵的一级注册建
造师执业印章，编号：泸131050806642（03）声明作废●遗失周丹华渝AT3569巡游出租车营运证500100035903作废●2019.6.6遗失潘毅涛身份证500103199007101810声明作废●遗失2015年8月28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夏清明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224606178571声明作废●重庆言色广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大渡口松青路支行
开户许可证,账号114418475287核准号J6530033201202声明作废●王枰遗失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结业证143881201805002418作废●遗失卓银惠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191079作废●遗失蔡思淇《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009586声明作废●遗失2015.1.15核发的两江新区邓丹蛋糕店（邓丹）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5604855596作废●重庆广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V5911营运证500110048964遗失作废●重庆跃汛物流有限公司渝D5702挂营运证500222077957遗失●昊海物流遗失渝D81157营运证500108032681声明作废●个体遗失公告:经营者张建遗失于2014年1月2日核发的
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601053054声明作废●遗失高行亮医师执业证书14500190000237作废●遗失2015年7月17日核发梁平县明兴文化用品经营
部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22860008554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万盛区得劲窗饰经营
部（账号0810010120440002232）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万盛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29340601特此声明

●遗失2018.5.10发沙坪坝区尚玉水果屋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YWP3K27作废●王玺遗失融创滨江壹号房号1-7-5-13，票据
号00001546，金额68145元，遗失声明作废。●遗失姚林雪护士证号码为201750000242作废●遗失重庆惠友久隆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
代码5000182130发票号码04591506第二联.第三联特此声明●李华丽遗失重庆市物业管理从业人员岗位证
书，证书号：0231539822，声明作废●重庆奥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6MA5YQF9310 )遗失空
白增值税普通发票1份代码050001800104号码0014921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赞英物资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00107588006330，声明作废

重庆才硕广告有限公司2018年9月5日
开具给重庆市新事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5000172130，发票号码：03545295）不
慎遗失发票联和抵扣联，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至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AWYA3J）
经合伙人研究决议拟将注销，根据《合伙企业法》规
定，请相关债权人，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本企业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19年6月11日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钱也）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起两天，
重庆多阴雨天气，今天雨势较大，中西部地
区可达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

专家提醒，近日重庆多阴雨天气，空气
潮湿，可在饮食上增加莲子、薏米、赤小豆、
白扁豆、茯苓、白术、淮山等健脾利湿类食
材，有除湿的功效。

三天天气预报
11 日白天，中西部及东南部阵雨，雨

量小雨到中雨，局地大雨；东北部阴天转阵
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2～31℃，城口及东
南部 19～27℃。主城区：阵雨，气温 24～
28℃。

11日夜间到12日白天，各地阵雨，雨
量小雨到中雨，偏南局地大雨到暴雨。大
部分地区气温 21～30℃，城口及东南部
18～27℃。主城区：中雨转阵雨，气温
23～29℃。

12 日夜间到 13 日白天，各地多云到
晴，大部分地区气温 19～33℃，城口及东
南部 16～30℃。主城区：多云到晴，气温
22～31℃。

今明两天阵雨频繁
注意防范地质灾害

昨日，记者从两江新区城市管理局了
解到，两江新区将打造全市首个垃圾分类
宣教展览馆。该馆位于正在建设中的金州
公园内，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计划今年
底建成投用，投用后最多可接待3200人
次/天参观。

可分拣处理5.5万人生活垃圾
据悉，展览馆由垃圾分类体验馆和再

生资源分拣减量展示馆构成。其中，分拣
馆主要为游客现场展示垃圾分拣减量的实
际过程，为此将设计两条垃圾处理分选线，
包括30吨/天大件垃圾分选线和30吨/天
生活垃圾分选线，可处理5.5万人的生活
垃圾。

以生活垃圾为例，物料来到分拣馆后，
首先分拣出重质杂物、大块异物和有害物
质，如电池、灯管、废旧药品等。并通过带
式磁选机选出磁选金属，再进入破碎机进
行破碎。破碎后的物料进入滚筒筛，筛出
可燃物和有机质等，并外运至餐厨垃圾厂
发酵处理。

据了解，30吨/天大件垃圾分选线、30
吨/天生活垃圾分选线可实现整个流程信
息化、产业化。在每个网点配备电脑，每个
运输车辆配备信息采集系统，形成回收点、
清运车、预处理中心信息系统，并与龙头企
业及废旧物资加工厂、电厂、焚烧厂等联网
形成一个物资交易网络。

体验馆设有游戏互动区
而体验馆则设有影音宣传区、手工制

品展示区、垃圾分类学习区、垃圾分类游戏
互动区和文化长廊展区五个部分。

影音宣传区播放关于垃圾分类的宣传
视频、电影、音乐、动画片、手工制品制作视

频、垃圾分类处理流程视频，并设有VR设
备让游客身临其境。

手工制品展示区则展示由废旧物品制
作的精美手工艺品，引导居民对废旧物品
进行简单的再生利用，减少垃圾的产生。

垃圾分类学习区设置垃圾分类相关
书籍、漫画及趣味问答题，供居民学习了
解垃圾分类的意义和方法，增长垃圾分类
的知识。

垃圾分类游戏互动区将设置垃圾分类
智力闯关、抢答互动、脚踏互动、体感互动、
低碳自行车等互动游戏，通过寓教于乐的
方式，调动居民的积极性。

文化长廊展区宣传垃圾分类理念、垃
圾分类政策法规及社区垃圾分类氛围等。

现场体验垃圾分类兑换礼品
此外，在体验区还将进行垃圾分类模

拟，设置有垃圾分类现场体验区：垃圾（餐
厨垃圾为模型）、智能垃圾回收箱、二维码
打印机、礼品兑换机。

市民可通过现场注册会员，自助打印
二维码。现场进行垃圾分类后，在垃圾袋

贴上二维码，投入智能垃圾箱后获得积分，
最后可自助通过礼品兑换机兑换礼品，从
而能现场体验垃圾分类的乐趣。

两江新区城管局还将筹建网页版的
3D模拟体验馆，让市民在网上感受体验馆
的内容。同时，会在网页上增加各类讲解
说明，提供一些互动游戏，帮助居民理解哪
些垃圾分别丢到哪个垃圾桶等等。

“我们希望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讲述环
保产业背后的故事，让市民更好地体验和
了解环境保护、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两江
新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体验馆现场，工作人员也将放置几
套BIM AR设备，游客下载APP，便能身
临其境“参观”体验馆了。

据两江新区城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两江新区公共机构已实现垃圾
分类全覆盖，居住小区已覆盖202个、覆盖
率约60%，办卡居民约7.9万户，日均分类
易腐垃圾7至8吨，日均回收可回收物100
公斤，垃圾分类减量率达20%。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吴娟 受
访者供图

全市首个垃圾分类宣教展览馆年底投用
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可处理5.5万人生活垃圾

▲垃圾分类宣教展览馆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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