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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开州区润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MA5YNBT7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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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娱乐协会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新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49693201，声明作废 。
注销公告：经重庆保时龙塑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066175110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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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骄致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127016617）财务
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任福莉（身份证500221198402143627）购
买紫御江山项目熙岸沿街商业5-3号房，现税费收据
遗失，票据号CQZY12566，票据金额￥50000元，验
证码 9d8dd0ca-f521-4fab-8f63-2364e3c4b272，
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六便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6MA5U7K612H）经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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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六便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8年8月8日

遗失邓宗凤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12600064096作废
遗失邓宗凤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510225197405192486作废
遗失邓宗凤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510225197405192486作废
声明：华城博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分公司不慎将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重大支
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653003810290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2017年04月14日核发重庆懿汇生态农业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17MA5UCXBA0X 声明作
废，遗失重庆懿汇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公章一枚，编号为500382703006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嘉美特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5009030018679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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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8日

合并公告
经重庆市二零五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8688936631M）.重庆二零五测绘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868145439XA）.股东决定：重庆市二零五勘测设计有限公
司吸收合并重庆二零五测绘有限公司，重庆二零五测绘有限公司注
销，重庆市二零五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存续。合并前重庆市二零五勘测
设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208万元，重庆二零五测绘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为200万元，合并后重庆市二零五勘测设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408万元，公司合并后，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由重庆市二零五勘测设计有
限公司承继。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重庆市二零五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重庆二零五测绘有限公司

清算公告
重庆中集远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统一企业
信用代码为：91500105MA5UAEW77Q 经 2018 年
5月8日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请
有关债权人员于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联系电话：13637996870，联系人：李露业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经纬大道789号美源大厦602

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苏州凯凯空调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陈会超（碚劳人仲案字〔2018〕第
8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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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4日下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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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贵阳亿拓阳思商贸有限公司开给重庆巨能建设集
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材料发票（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代码052001800104，发票号码02214433，
02214434， 02214435， 02214436， 02214437，
02214438， 02214439， 02214440， 02214441，
02214442，02214443，02214444，02214445共计壹拾叁
张，因不合规定，回寄过程中遗失。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重庆博浩环境治理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建行重庆北部新区支
行科园一路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07074602
账号50001043600050200870声明作废
遗失 2015 年 12 月 17 日核发的重庆博浩环境
治理设备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1077748690171 声明作废

个体户杨行（税号92500103MA5UBPKF14）遗失
空白增值税普通发票12份（发票代码5000172320，
起止号码04640966-04640977）声明作废
个体户杨行（税号92500103MA5UBPKF14）遗失已开
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账联13份（发票代码5000172320，
起止号码04640953-04640965）特此声明

马顺公司渝BV1555营运证500110034695遗失作废。重庆市开隆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L3713渝
BL3813渝BL3791营运证遗失作废。慧鸿公司渝D42707营运证500222063677遗失。遗失重庆市巴南
区但荣建材厂道路运输许可证500113005295声明作废。遗失李金阳道路运输许可证500113004905声
明作废。君睿达公司渝 BZ7979 营运证 500110062264 遗失。卡乐公司渝 BN5963 营运证
500110025446遗失。吉安公司渝A92116营运证500222040177渝D512营运证500222062385遗失
作废。天旺公司渝 D65476 营运证 500222060392 遗失。鸿普公司渝 A2A136 营运证正本
500103014285遗失作废。重庆星斗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渝D029D0营运证500108027305渝
D226X0营运证500108027314遗失作废。路港公司渝BR7619营运证遗失。嘉熙长寿分公司渝B99668
营运证500115030040注销。捷美盛公司营运证渝BL7139遗失作废，越坤公司营运证渝BH0373遗失
作废。龙光綦江分公司渝BS6169营运证遗失。龙科双桥分公司渝CH1667营运证500225008841遗
失。龙科万盛分公司渝 D63049 营运证 500110073044 遗失。和弘公司渝 D28297 营运证
500110094723遗失作废。万事达公司渝BU7839营运证500110027038遗失。高宇公司渝BS1762营
运证遗失。五祥公司渝CK8333营运证5003820005878渝CK8268营运证500382020653遗失作废。

遗失2016年8月9日核发的重庆唯冠科技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23315211695声明作废
重庆唯冠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綦江支
行版画院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5252701
账号1108080120010001450声明作废

重庆市永川区中菊建材经营部遗失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永川支行万达广场分理处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8210201，
账号1801050120440000631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永川区绿健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8MA5U88YW7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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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金园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8MA5UR1QW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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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8日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东北营运分公司关于G42沪蓉
高速梅溪河特大桥梁断道检测施工期间实行交通管制的通告

为了保障重庆高速公路行车安全性和舒适性，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决定对G42沪蓉高速梅溪
河大桥断道检测施工，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如下：
一、G42沪蓉高速奉节段梅溪河大桥双向断道施工
施工时间：2018年8月13日22:00至2018年8月14日06:00
二、断道地段：夔门互通-奉节互通
三、车辆行驶路线：1巫山至云阳方向行驶的车辆在夔门互
通、草堂互通下道绕行。2、云阳至巫山方向行驶的车辆在奉
节互通下道绕行。
四、管制措施：（1）车辆通行管制路段禁止超车、禁止停车，严
禁超速，并按交通标志提示行驶，超限车辆严禁通过、必须择
道行驶并服从高速公路执法人员和施工现场管理人员的指
挥。（2）施工期间，相关部门将根据工程进度对交通管制措施
和通行线路予以相应调整，并适时发布。
五、对违反本公告要求的单位和个人，高速公路执法机构将
严格按照有关法规的规定处理。特此通告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东北营运分公司 二0一八年八月八日

注销公告：经云阳县黑马蜜柚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55922942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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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977号
重庆铁安物资有限公司：

本委于2018年4月24日受理的皮磊诉你单位计
时计件工资、其他劳动争议一案，已于2018年7月19
日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977号
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达
你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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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八年八月八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亚旭仪表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9000020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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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维多利建材有限责任公
司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500383000035434 、税务登
记 证 副 本 ， 渝 税 字 ：
500383597952433；声明作废
陈云连遗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重庆市大足区分
公司2018年7月29日代开给重庆通用机械工业
有限公司的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
票代码:150001720230，发票号码：02072073，
合计金额：393052元，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云阳县拓新地质矿产咨询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2350000126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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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溪县味食尚餐馆遗失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巫溪支行城厢
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679000402101， 账 号:
4006010120010004288，声明作废
云阳县顺通二手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开具给重庆海鑫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代开）
代码5000162160号码01084399
特此声明遗失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合川区富民蚕桑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767335196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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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田之伟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75X99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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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田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60076381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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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帆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LUK74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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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8日
王成建遗失圣名世贸城有限公司
于2017年9月5号开具的C1-3-
057号商铺的装修保证金收据一
张，收据号码：6003341，收据金
额：2000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诺维斯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304821086G）股东会决
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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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8日

注销公告：重庆大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3MA5U3J810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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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遗失大渡口区中锐建材经营部
在工商银行新山村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J6530028532701，账 号
3100029109200038351声明作废。

●遗失冉春艳之女王七情《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P500392786声明作废●遗失吴勇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7608570538作废●遗失2017-1-9发重庆弘库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13204739826作废●遗失2016年06月30日发重庆榕悦惠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91500000MA5U6NTQ69，声明作废。●李富兰三级育婴师编号1531001187301028遗失作废●遗失雷雅丹出生医学证明 〇 500041885声明作废●遗失李青松CNG证，证号500112199104170654作废●遗失重庆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诚意金收
据整本，编号1085126-1085150声明作废！●重庆瑞宏物流有限公司渝BY9182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市綦江区德中建材厂公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2017年02月15日发重庆清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91500112MA5UBPDA6G，声明作废。●池小林遗失融创白象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
收据 金额16517元 收据号：0000351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兴红得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永川萱花店财务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本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2_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5634956257声明作废●重庆面包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华夏银行中山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71214101账号11261000000403785作废●重庆市向辉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305138000M，2017.3.21核发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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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以回学校读书
了。”想到就要回家，李双露很开

心。王勇告诉她，回家之后她就能回到阔别
近一年的校园，跟姐姐一起读书。但是，王勇并没
有告诉她，医疗费用依然是一个大问题。

得知不再做移植手术，李书群让王勇算了算所
有好心人以及公益机构给他们的捐款，他说，至少
得给大家一个交代。王勇算出的数字是99080元，
不包括儿童大病救助基金的6万元，这笔款项若不
进行移植手术将会被暂时冻结。

但王勇比李书群更清楚，捐赠的医疗费不仅没
有剩余，甚至远远不够。李双露若使用瑞士进口的
第二代靶向药物“达希纳”，每个月将花费3万元。

王勇了解到，中华慈善总会对服用“达希纳”的
患者有相关的救助计划，目前他正按照低保人员的
标准，希望帮李双露申请到全免费的援助。即便申
请不成功，李双露的条件也符合另一种援助方式，
即患者提供3个月用药凭证，获得随后12个月免费
用药的援助（该药物一个疗程为15个月）。

“谢谢，谢谢。”王勇做的一切，让木讷的李书群好几
次都热泪盈眶，却无法说出太多感谢的话。几天前，他
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带着姐妹俩一起捐献遗体。

昨日上午，他带着两个女儿赶到市红十字会，
表达了捐献的愿望。让他意外的是，两姐妹的捐赠
请求因未满18岁，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而被红十字
会的工作人员婉拒。

李书群坚持让姐妹俩帮自己填写人体器官捐
献志愿登记表和遗体（角膜）捐献志愿登记表。他
说：“社会上像王勇这样的好心人帮了我太多，但我
却没啥能报答他们。”

救妹妹救妹妹

7月 17日，重庆晚报慢新闻刊登
《16岁少女患白血病，双胞胎姐姐要捐
骨髓救妹妹》一文，讲述双胞胎少女李双
露患上白血病，姐姐李双娇捐献造血干
细胞（俗称骨髓移植）救妹妹的故事。稿
件刊发后，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帮助下，骨
髓移植的流程得以顺利推进。

但是，命运似乎给两姐妹开了一个
玩笑，在最后的配型检查中，医生发现姐
妹俩的基因相同，移植手术后病情复发
的几率将很大，所以不得不放弃造血干
细胞移植的治疗方案。

“我拥抱着爱
当从梦中醒来，你执着的等

待却不曾离开……”
这是8月5日在袁家岗的一家KTV中，

李双露和李双娇姐妹合唱歌曲《最美的期待》
中的歌词。5天前，市红十字会志愿者王勇
考虑再三，还是告诉了姐妹俩医生给出的判
断，由于她们的基因相同，而不得不放弃移
植。而这，原本就是姐妹俩最美的期待。

“咋个就不行呢？不是配型越吻合越好
吗？”听到这个消息，父亲李书群哭出声来，这
个庄稼汉子怎么也想不明白，最初双胞胎姐
姐明明就是李双露的希望，但为什么最终这
却成为了无法移植的原因。他不识字，更不
懂医，甚至无法辩驳自己的疑问。他只是迫
切地想知道，孩子能不能活？活多久？

反转剧情在李双露身上却没有太大的反
应。从治病开始，两姐妹就选择了沉默，媒
体、医院、好心人、企业家……被报道之后，她
们见过很多人，但大多数时候，只是怯生生地
保持沉默。

得知无法移植的消息，姐妹俩更加沉
默。王勇担心她们思想负担太重，在KTV订
了包间，让姐妹俩发泄一通。因为在重
庆没有太多的熟人，她们叫上了重庆晚
报的实习生姐姐。

不知道是不是音乐有着神
奇的力量，拿起麦克风，李双露
姐妹似乎丢掉了害羞腼腆的沉
默外表，脸上
洋溢出属于她
这个年纪的笑
容与青春。

她说：“我
们 超 喜 欢 唱
歌，就是没有
音响麦克风，
跟着电视哼唱
也很开心。”

昨日，李书
群决定带着孩子出院。下

午，王勇带着他们一家到陆军军医
大学西南医院血液中心找到主治医生，让医

生确定孩子回家后的用药计划。
“为什么基因相同反而无法通过移植进行治疗

呢？”这个藏在大家心里的疑惑，医生给予了解答。
西南医院血液中心副主任医师田小波介绍说，经过
检测，同卵双生的双胞胎两姐妹的基因完全一样。
基因完全相同就相当于自体移植，手术后移植物抗
白血病效应几乎可忽略不计，复发的几率很高。快
则半年，慢则一两年就会复发，最终还是要用药物控
制，这和患者摆脱药物控制的愿望不符，反而加重他
们的经济负担。

田小波说，现在的靶向药物可以使大部分病人
稳定在一个比较好的情况，临床已经有用药后达到停
药指标的案例。李双露目前服用的国产药物效果不
好，接下来可考虑选择进口的一代、二代靶向药物。
按照大部分病患的情况来看，李双露依然可以有很好
的生活，存活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可能性很大。

最美的期待

希望并未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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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相同！

双胞胎姐姐

无法移植骨髓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彭光瑞
实习生 雷小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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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俩帮父亲填写登记表

8月6日，国务院调查组公布了吉林长
春长生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案件
调查的进展情况。

调查组介绍，长春长生公司从2014年
4月起，在生产狂犬病疫苗过程中严重违反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国家药品标准的
有关规定，其有的批次混入过期原液、不如
实填写日期和批号、部分批次向后标示生
产日期。目前，召回工作在进行中。其销
往境外的涉案疫苗，同时启动了通报和召

回工作。
为评估已上市销售的涉案疫苗安全

性、有效性风险，国务院调查组成立了由病
毒学、疫苗学、流行病学、临床医学、预防接
种、卫生应急、质量控制等方面专家组成的

专家组，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分析。专家
组专家综合评估建议，尚未完成接种程序
者，接种单位免费续种其他公司合格疫
苗。根据狂犬病发病特点，已完成接种程
序者不需要补种。如受种者有补种意愿，

接种单位在告知防控知识、疫苗的保护作
用、接种后注意事项等内容后，可免费补
种。据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4月发布的狂
犬病报告，狂犬病潜伏期通常为1－3个
月，罕有超过1年。

调查组强调，长春长生公司案件涉嫌
刑事犯罪和涉及监管责任必须依法严肃追
究。相关调查及后续有关工作正在抓紧进
行中。

据新华社

▲遗体捐献相关材料

国务院调查组公布吉林长春长生公司
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案件进展

另一种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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