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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底前实现新旧系统切换

去年，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部重大决
策部署，川渝两地率先开展取消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试点工作。去年底，重庆和四
川同步取消了G42沪蓉、G65包茂、G75兰
海等10个高速公路川渝省界收费站。记者
从重庆高速集团获悉，接下来，重庆与湖

南、湖北、贵州间所存在的高速公路省界收
费站将全部取消。

根据《重庆市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
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2019
年10月底前，重庆将实施完成600余个覆
盖全市高速公路的ETC门架系统、250余
个收费站入口计重检测系统及800余条
ETC车道改造等工程建设，升级完善结算中
心、收费站、收费车道软件系统；完善重庆高
速公路收费政策调整，实现通行费“按元据
实收费”和货车按车型收费；还将开展部市
系统联调联试，今年底前实现新旧系统切
换，完成取消省界收费站工作目标任务等。

11月底开展全国联调联试

据记者了解，根据相关要求，按照实现
ETC快捷收费、辅以车牌图像识别、多种支
付手段融合应用的技术路线，今年6月底
前，重庆将制定自由流门架、密钥、结算中
心系统、收费车道、运行监控、入口治超、网
络、信息安全等标准和重庆取消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总体设计方案；7月底前，将编

制详细施工图设计，形成具体的工程建设
方案。

另外，重庆高速公路将加快收费结算
中心、收费站、收费车道软件标准化建设改
造，加快推进部市两级运营管理等系统升
级，保障今年11月底开展全国联调联试。
重庆还将重新构建重庆路网收费稽查体
系，依托部省数据稽查平台，建立市内稽查
系统。

ETC安装率今年将达80%以上

还没有办理汽车ETC的车主要注意
了，记者从《重庆市高速公路ETC推广应用
方案》中获悉，今年12月底前，重庆将努力
实现全市汽车ETC安装率达80%以上、高
速公路入口车辆使用电子不停车快捷收费
系统比例达到90%以上的目标任务。

该推广应用方案中提及，汽车ETC相
关办理政策正在完善中，将实现用户免费
安装ETC车载装置（OBU）；简化ETC办理
流程，为用户提供多种选择账户绑定的服
务，推出“先消费、后支付”的支付模式；推

进机动车登记信息共享，开通货运车辆安
装ETC车载装置渠道，及时便捷提供通行
费发票等。

目前，重庆正加快推进区县ETC直营
服务网点全覆盖，同时，集中协调在商业银
行、4S店、加油站、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
等车辆集中场所增加ETC安装网点。

ETC用户不少于5%优惠

据了解，按照交通运输部对汽车ETC
用户不少于5%的车辆通行费基本优惠，重
庆将加大ETC车辆通行优惠力度，鼓励发
行机构用积分机制，给予ETC客户权益专
享、礼品兑换等多种优惠。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重庆正推动汽车
ETC在停车场、服务区、加油站等场所，在
无车承运、旅游、电商、保险等领域的有关
应用。

此外，重庆将按照取消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总体技术路线要求，对高速公路实
施分段计费收费。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琅

重庆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今年全部取消
ETC安装率将达80%以上

昨日下午，“渝中区诉调对接·速裁中
心”在渝中区法院正式揭牌。记者了解到，
渝中区婚姻家庭纠纷、物业纠纷、医患纠
纷、旅游纠纷等11个行业性、专业性人民
调解委员会全部入驻中心。通过诉前委派
调解、诉中委托调解等方式，力争10%的案
件通过诉前解决，快审快结60%以上的民
商事案件。

力争10%的案件通过诉前解决

“诉调对接·速裁中心”位于渝中区法
院三楼，渝中区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心
将“和合之道”融入人民调解和法院速裁工
作中，量身定制了建筑、劳动、商事、物业、
医患、知识产权等9个调解工作室，每个调
解室选派2名专职调解员、1名辅助人员。

上述负责人表示，此前，渝中区物业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
员会等分散设置在渝中区各个地方。中心
成立后，全区11个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
解委员会全部入驻，通过诉前委派调解、诉
中委托调解等方式，坚决把非诉讼纠纷解
决机制挺在前面。

据介绍，通过推动“调解·速裁”的深度
融合，经人民调解申请司法确认的渠道将
更加畅通，人民调解的法律效力、社会效果
将有力提升，同时力争10%的案件通过诉
前解决，快审快结60%以上的民商事案件。

将调解和诉讼中某些环节融合

“中心将调解和诉讼中某些环节融
合。”渝中区法院速裁庭相关负责人介绍，
比如一起医患纠纷，当事人双方愿意调解
的，可以通过“诉调对接·速裁中心”进行调
解，过程中还将对接速裁法官指导调解。
如果调解成功，中心出具司法确认裁定或
调解书，不成功将退回立案庭。

如果一起纠纷，当事人双方不愿调解
或不宜调解，就将立案。适合速裁的就可

以进入“诉调对接·速裁中心”由专业速裁
团队负责，期间也可以安排指导调解员进
行诉中调解。如果成功，出具调解书，不成
功就进行速裁判决。

79个社区设立社区法官工作室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渝中区致力于诉
外过滤纠纷，不断完善社区法官与人民调
解组织的衔接机制，在79个社区设立“社
区法官工作室”，79名法官与79名特邀调
解员“一对一”联络，定期开展“法官进社
区”活动，现场答疑解惑，指导人民调解，纾
解实际问题，获得社区居民一致好评。

此外，在诉前消化纠纷方面，发挥全市
首个入驻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作用，进
一步充实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健
全婚姻家庭、交通事故、劳动纠纷、工伤、保
险等12个诉调对接平台。去年，占比11%
的人民调解员成功调解50.8%的3541件人
民调解案件。

同时，致力于诉内定止纠纷，在渝中区
法院成立速裁审判庭，组建4个速裁小组，
下设12个专业审判团队，约五成案件30天
内审结，七成案件60天内审结。2018年，
占比16%的15名法官审结55.6%的17495
件民商事案件。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何浩 摄
影报道

渝中区成立“诉调对接·速裁中心”
旅游纠纷、物业纠纷等11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全部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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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催化剂有限公司
SCR脱硝催化剂煅烧炉技改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1、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的网络链接为：http://www.yuandacm.
com.cn/news/CompanyNews/2019- 05-
30/868.html；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建设
单位“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催化剂有限公
司”（联系电话人：刘先生，联系电话：
62972041）；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边企业
单位及群众；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http://
www.yuandacm.com.cn/news/CompanyNews/
2019-05-30/868.html；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填写公
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致电建设单位、环
评单位；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即日起5
个工作日内。

遗失重庆两江新区鸿杰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法 人），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500191MJP579192G，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张燕皓：

本委受理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与你计时计
件工资、其他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
〔2019〕第1467号）。因无法直接送达和邮寄送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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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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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

关于更换公司印章的公告
重庆市展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为规

范公司印章管理，从2019年6月13日起
启用新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印章，
原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印章停止
使用，同时作废。特此公告

重庆市展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二0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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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冉小雯02000150010180020170601746
王中丽02000150010180020180903329
朱运琼02000150010180020181102154
唐传航02000150010180020190101878
汤菊英02000150010180020180901083
王洪鸿02000150010180020181101158
陈 琳02000150010180020181101852
杨雪平02000150010180020181203280
蒋 春02000150010180020180603615
杨禄平02000150010180020181206132
覃v琼02000150010180020180304787
李先明02000150010180020180703934
田家卫02000150010180020181000745
曾兰萍02000150010180020181102584
曾 权02000150010180020181104002
袁昌明02000150010180020181205068
廖雨睛02000150010180020181102592
潘文芳02000150010180020181207182
骆小芹02000150010180020190103597
马明珍02000150010180020170701932
吴奉恩02000150010180020181103075
彭允鸿02000150010180020181203749
胡金奎02000150010180020180904725
严 新02000150010180020190103505
杨 琼02000150010180020190103513
田 华02000150010180020180701985
李绪淼02000150010180020180804099
郭生林02000150010180020181205148
张香兰02000150010180020180903345
洪 微02000150010180020181002056
葛子存02000150010180020190102936
张黔川02000150010180020180903353
贺金美02000150010180020181206165
曾宇林02000150010180020190103222

陈海燕02000150010180020190103572
胡 勇02000150010180020190201707
兰 燕02000150010180020180501160
郭峰洪02000150010180020180601736
王树森02000150010180020180400971
杨洪丹02000150010180020180504471
曾代菊02000150010180020181101844
向 辉02000150010180020181204241
刘传武02000150010180020190100168
包健琼02000150010180020190100754
吴春游02000150010180020180703918
付孝友02000150010180020190100176
张文霞02000150010180020190100762
何 喜02000150010180020180504957
李路华02000150010180020180903312
冉 新02000150010180020190102733
邓吉玲02000150010180020190201348
王立菊02000150010180020171202581
魏 沿02000150010180020180300132
李森林02000150010180020180801646
邓聪聪02000150010180020181002933
向进军02000150010180020180904112
彭 风02000150010180020181201281
万 宇02000150010180020181205121
何小文02000150010180020180403280
谢长游02000150010180020180605346
谭兴刚02000150010180020181204661
王志平02000150010180020190100019
何 娟02000150010180020181203757
熊玲玲02000150010180020181104529
张 磊02000150010180020170501181
熊维东02000150010180020180804111
张 勇02000150010180020190100711
陈 洪02000150010180020190100859

万 丹02000150010180020180702247
谭琳琳02000150010180020181004020
陈 康02000150010180020180501854
谢小莉02000150010180020180804179
张扬令02000150010180020181207123
谷志清02000150010180020180301359
蒋伟君02000150010180020190100561
朱海容02000150010180020160904613
朱 羿02000150010180020181204209
唐雨鑫02000150010180020190103191
张财文02000150010180020190101407
阮罗珍02000150010180020180803916
黄美军02000150010180020190101706
熊 陈02000150010180020190103247
张 涛02000150000080002013316117
黎 峰02000150010180020190100867
贺云龙02000150010180020181205566
冯 啸02000150010180020190101185
平兴灵02000150010180020180601111
沈 伟02000150010180020160701929
谭福生02000150010180020161000041
熊秀宁02000150010180020180802358
王金凤02000150010180020190101249
魏 波02000150010180020181103219
吴真国02000150010180020171005114
左 伟02000150010180020190102897
田 东02000150010180020190102889
孟小辉02000150010180020180901823
谭 洋02000150010180020181207199
佘兴宇02000150010180020190201194
阙灵娟02000150010180020170200629
彭 磊02000150010180020170703840
谭元柳02000150010180020180900363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平安人寿离职业务员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杨卓莉重庆文旅城A8-T7-2705号房的收据及合
同遗失:定金收据号0053741,金额20000;首期收
据号0054512,金额5000;首期收据号0054513,金
额139076;代收费收据号0054514,金额14784.76;
楼款收据号0058389,金额380000,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泓坤物流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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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永
减资公告：经重庆童氏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3554058220F）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
本从1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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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重庆艾尔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税号
500903709475054）遗失空白通用机打
平推式发票三联万元版（特殊规格）25
份，发票代码150000721031，起止号码
01066826-01066850，声明作废

遗失出质人为：秦红明、质权人为：高梁、出质
股权所在公司：重庆赫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9MA5UFD-
DX37）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渝碚）股
质登记设字（2018）第038682号作废
声明：遗失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南川税务局
代开给四川科瑞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代开
企业：南川区蒙划商务咨询服务部）重庆增
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050001900105发
票号00257547金额11000元，声明作废
重庆平头哥酒业有限公司遗失中国人
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
司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单一份，
单证号：AE0000031000020081，流
水号：0925197894，声明作废。

通知
公司已对严重违纪员工：黄伟1972.7、王建康1991.1等作出

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请务必于2019年6月15日前回公司人力
资源部办理解除劳动法律关系手续及转移个人档案申领失业金等手
续，因你本人原因逾期未归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你自行担责。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艾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030001227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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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华新参天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资源化综合利
用固体废弃物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公示

重庆华新参天水泥有限公司拟在重庆永川区红炉镇龙井口
村建设水泥窑资源化综合利用固体废弃物项目。现该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将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http://eco.huaxincem.com/xinxigongkai/2019/0612/
3705.html（如需纸质本请至电索取）
2、征求意见的范围：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或关心本项目的所有公众。
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由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
意见，通过邮箱、电话、信函等方式将意见反馈给建设单位。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6月13日至2019年6
月26日。
联系方式：联系人李老师，电话13996462493
邮箱272004854@qq.com，地址：重庆市永川区红炉镇龙井口村。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灵智弱电系统控制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90121067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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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富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5U76YG5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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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2011年11月6日核发重庆光捷物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YMW9R2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光捷物流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南坪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77593301声明作废

遗失向思琏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500101016023 声明作废。周先彬道路货物运输许可证
500382013716遗失作废。重庆友科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渝BV0207营运证500108013297
遗失作废。重庆市天鸿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渝F06193营运证0939684遗失作废。重庆市天鸿物流集
团丰茂汽车经纪有限公司营运证渝F17813渝F17053遗失作废。欣泰物流公司渝CB2873运业证
号 500110106895 遗失。鸿漉公司渝 BR6277 营运证遗失。富奥物流公司渝 C78962 营运证
500225006229遗失。重庆市华廷建玲物流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M9706营运证500115037721
遗失声明作废。易到公司渝AE117G营运证500222050721遗失作废。和诚公司渝BZ5905营运证
500110067044遗失。勇明物流公司渝D69695营运证遗失。耀富公司渝BR0591营运证遗失。派
欧公司渝A98037营运证500110049987遗失作废。高安公司渝BX1001营运证500110098116遗
失作废。强顺公司渝AG972挂营运证500222088366遗失。巨晟公司渝BQ3857营运证注销。丰
富公司渝BU2516营运证500110068992遗失。东能长寿分公司渝AH0332营运证500115047178
遗失作废。勇發公司渝BV1705营运证正副本500110036060遗失。轩泰公司渝BX1862营运证
500110060399遗失。重庆凯腾物流有限公司渝BS0263营运证500110068444车辆与公司失去联
系，同时该车保险未购买及相关费用未缴纳，行驶证、营运证、登记证书未交回。公司多方寻找车主
无果，现请车主于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完善相关事宜。如逾期未至，我司将向车管所，运管所申
请牌证公告注销，后果自负。特此公告。祥成商贸公司渝BK1863营运证500113007408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小
学校遗失重庆市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服务性收费专用收据 3张，编
号:002848377、 002848402、
00284871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宋明亮服装经营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157480279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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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亮.联系电话 13228507332.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经重庆市万州区冯春远饭馆(注册号
5001012000180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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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春远.联系电话 15025531961.特此公告。

重庆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给四川省烟
草公司内江市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代
码均为5000184130，号码分别为05554794、
05554795、05554796、05554797特此声明遗失
注销公告：经重庆咏海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500109NA00043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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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庆裕麓农资有限公司2019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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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继琼

注销公告：经重庆爱娃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68392962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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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遗失重庆市沙坪坝不动产登记中心档案查询结果，房屋座
落:位于筲箕岚垭42#,所有权人:周绍云,权证号：41000,建
筑面积：77,用途:住宅,结构:混合结构,声明作废●两江新区张峻嘉食品经营部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许可证编号：JY15003590066508，声明作废。●袁亮遗失2018年4月2日核发的个体工商营业执照
正、副本，证号：92500104MA5YU0529U作废●四川骁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刘波造价工程
师，印章B15510008915遗失，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片风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康利副食店食品流通许可证（副
本）编号SP5001091550060644作废●遗失重庆亚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渝税字500109561617705号，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建渝工程建没监理有限公司蒙长胜的房
屋建筑工程专业监理工程师证件，声明作废。●遗失广州富力地产（重庆）有限公司桂承艳、罗彦购买重庆富
力院士廷3B9-1705 号房定金收据，编号0583147声明作废。●遗失朱国洪营业执照正副本 500230600278795 作废●遗失2015.7.2发代玲营业执照正本500243600179715作废●遗失2011.5.23发龚圣超执照正副本500223600158376作废●遗失渝北区秀秀餐饮店金税盘，盘
号44-66180467613作废●遗失重庆市鑫鹏园林景观工程有限
公司金税盘，盘号661554861126作废●遗失铜梁区秦氏卤菜经营部个体工商营业
执照正副本编号：500224604081704作废●遗失周灵重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社
会信用代码：50022319860114409401）作废●重庆东邦置业有限公司企业核名通知书
遗失名标编号:2019-345532作废●遗失重庆市璧山区邹景华苗木种植场通用手工发票代
码150001420531号码08686176-08686200作废●遗失2017.11.29发北碚区御抄餐饮店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9MA5YNRP80J作废●重庆九鼎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渝AE323Q
营运证渝交运管渝字500227015201号作废●遗失2019.1.16发璧山区凯峰电气设备销售部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7MA608AYU05作废●遗失重庆慧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开具给肖明的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代码150001922060号码00071005（第四联）作废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越琦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申德万（碚劳人仲案字〔2019〕第366号）与
你单位因劳动报酬引起的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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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决为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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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燕垚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5MA5U5RU99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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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庆 美 人 渝 文 化 传 播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91500103MA5YUARP4G）遗失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沙
坪坝区税务局代开给重庆偲行致远公关策划有限责任公
司 的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第 三 联）1 份（发 票 代 码
5000164160，号码02126463、价税合计13050元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坤林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000MA5U8EA9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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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重庆市江津区土地房屋征收储备中心
关于江津-荣昌成品油管道工程江津分输泵

站项目区内坟墓权利人登记的公告
江津-荣昌成品油管道工程江津分输泵站项目，经

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地〔2018〕1264号文件批准，依法
征收广兴镇红塘村四季坪村民小组部分集体土地。
2018年11月1日，江津区人民政府做出《重庆市江津
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通告》（江津府布〔2018〕51号）、
《关于江津-荣昌成品油管道工程江津分输泵站项目农
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通知》（江津府地〔2018〕243
号）；2018年12月18日，江津区人民政府做出《关于征
收广兴镇红塘村四季坪村民小组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
案的批复》（江津府地〔2018〕283号）。

依据渝府令53、55号，江津府发〔2008〕56号、江
津府发〔2013〕70号文件规定，现对征地范围内的坟墓
进行清理登记。请墓主吴国相（字洪川）及其妻子胡氏
的合葬坟、吴天亨及妻子幸氏的合葬坟、吴天伦（字汉
清）的单人坟的直系血缘亲戚向我单位进行申报登记，
登记时间为2019年6月17日至2019年7月16日。逾
期不登记的，按渝府令53、55号，江津府发〔2008〕56
号、江津府发〔2013〕70号等文件规定，视为放弃相关
权利，按无坟主处理。
联系人：周先生，联系电话：13896096677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西门路143号16楼。

重庆市江津区土地房屋征收储备中心
2019年6月13日

重庆市双桥区宜家建材行（税号
51022319750117811201）遗失通用
手工发票（三联百元版）25份（发票代
码 150001520531，起 止 号 码
07806801-0780682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固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742886824D）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3000万元减少到1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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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遗失太极大药房渝北区惠乔药店药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证号:渝CB0131016作废●遗失2016.12.13发黄道琼执照副本92500106MA5U99TNXG作废●王复伦遗失璧山区人民医院住院收据，住院号1902076、单
据号T0011278、发票号006111363、金额21153.39作废●遗失重庆锦然居置业代理有限公司印章备
案回执（公章编号：5002278044032）作废●遗失忠县华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674000300102，声明作废。●遗失罗志强营业执照正本500113600276658作废●遗失重庆坤达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051013614）声明作废●遗失冉裕均残疾人证，证号51022219561119821522声明作废●重庆九章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7747474263T )遗失通
用手工发票千元版1份代码150001320532号码08261475声明作废●重庆宣诺房产中介有限公司遗失建行重庆南岸茶园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50050110420700000080核准号J653006771510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奥兰医药有限公司印章
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 个 体 户 袁 杰 ( 沙 坪 坝 区 袁 杰 食 品 店)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00106MA5YP3L649，2017.12.6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黄虹元(江北区虹元塑料制品经营部)2017.5.22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5MA5ULAAA0D 声明作废●重庆言色广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春晖路支行开户
许可证,账号114418475287核准号J6530033201202声明作废●重庆创诺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工行重庆江北建新东路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3100022209200011537核准号J6530054459401声明作废●遗失2018.12.5核发的重庆永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MA606N0H25声明作废●遗失2015.10.8核发的重庆元旺兴盛建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5U30FU0Y声明作废●遗失2016.8.9核发的酉阳县云众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2MA5U786CXA声明作废●遗失2017.11.16核发的重庆坤林服饰有限公司备案通知
书，（渝两江）登记内备字【2017】第059861号，声明作废●重庆极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5001141112718声明作废●重庆正唐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代码5000184130发票号码05367941声明作废●遗失夏悦之女毛羽洁，于2000年11月22日在重庆西南医
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A500084580声明作废。●遗失侯德志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0066370作废●綦江县中峰镇顺开养猪场遗失重庆通用机打发票 1
份，代码:150001820230，票号:00911524，特此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拉瑞永固混凝土有限公司财务章壹枚声明作废●重庆百皇物流有限公司渝DA329挂营运证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源隆工程技术服务工作室（纳税人识别号91500226MA5YWE9B7N)
剩余 23份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发票08135132-0813515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星崇网络科技工作室（纳税人识别号91500226MA5YYC7BXG)
剩余 25份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发票09774314-09774338作废●遗失重庆尼禄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机构信用代
码，编号G1032030100179250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力千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印章证明。●遗失重庆市大渡口区世纪英才培训学校印章证明。●遗失重庆市文创商贸经营部印章证明，声明作废。●遗失郭楚天人民警察证编号301085声明作废●遗失张力文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号JY25001060161987作废●遗失2014年11月24日核发沙坪坝区天陈路腊年米
线店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6604466024声明作废●遗失2018.12.17核发的个体户王剑瑜(双桥经开区丰加旅社)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1MA5XQ7BD3K声明作废●张小桃遗失失业证,证号1010569812,声明作废●重庆捷康汽车运输潼南分公司渝CE1280
渝CE1083运营证遗失声明作废●重庆绿海商贸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0090320288078X;声明作废●沙坪坝区渝涛超市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32038219831230314201，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博 润 医 疗 器 械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915001083203775607）报税盘，编号662504420990，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汤 问 餐 饮 文 化 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500103MA5U3WDJ5T）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爱利福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8577988666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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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注销公告：经开县河堰煤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234000014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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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8日核发的重庆永崛科技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000541793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永崛科技有限公司国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108097122177）、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代码097122177）声明作废

前日，重庆召开深化收费公
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推进会，记者从会上获
悉，重庆将在今年底前，实现全
市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的
目标任务。

▲“渝中区诉调对接·速裁中心”揭牌

“文明在行动·满意在重庆”
投票通道开启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化旅游
委、市交通局、市商务委、市市场监管局等
部门联合主办，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轨
道传媒、都市热报社共同承办的寻找“文明
在行动·满意在重庆”岗位服务明星展示活
动正式进入投票环节，只需登录都市热报
厢遇APP，即可以为“吃、住、行、游、购、娱”
6类旅游服务行业推荐出的候选人投票，综
合市民投票结果，经行业专家评审，再由活
动组委会综合评判后，共同评选出120名旅
游行业岗位服务明星，成为重庆优质旅游
服务“代言人”。

目前，全部286名重庆旅游岗位服务明
星候选人资料现已在厢遇APP上展出，即
日起开始投票，至30日截止。最后将根据
投票票数和综合评分，分别在“满意在交
通”“满意在住宿”“满意在餐桌”“满意在娱
乐”“满意在商铺”“满意在景区”6大岗位上
选出120名旅游行业岗位服务明星。

如何为你支持的服务明星候选人投
票？扫描二维码下载都市热报厢遇APP
后，进入厢遇，点击首页下方“发现”，选
择“寻找岗位服务明星”进入活动页面，
即可为你喜爱
的岗位服务明
星候选人投票，
每人每天可投
十票。

重庆晚报-
上游新闻记者
郝树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