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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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重庆市南川区利搏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号：500384007938784）经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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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市南川区利搏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8月15日

南涪高速公路青草背特大桥断道公告
为了满足南涪高速公路青草背大桥变形监测需要，

及时开展高速公路桥梁监测作业，经重庆市交通委员会
批准，对青草背大桥进行变形监测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我公司计划于2018年08月28日22:00至08月29
日06:00对青草背大桥实行全幅断道封闭监测。如遇
雨、雾天气，工期顺延。

封闭期间，请广大驾乘人员提前做好出行安排，并按
照交通标志提示和信息预告，服从高速公路执法大队及
施工人员的指挥。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咨
询电话：023-72187788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南方营运分公司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

通 知
致：赵伟

鉴于你于1997年5月自动不辞而别离开重庆旅游汽车有限公司后，至今未向重庆旅游汽车有限
公司提供任何劳动。因此，视为你以不提供劳动的方式单方作出解除与重庆旅游汽车有限公司劳动
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1997年6月，重庆旅游汽车有限公司以你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与你
的劳动合同关系，因无法联系你，无法向你送达解除通知书，但是，重庆旅游汽车有限公司在你离开后
对应计薪周期亦停发了你的劳动报酬，视为对你单方解除意思表示的认可，双方就解除劳动关系形成
合意，你与重庆旅游汽车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于你离开重庆旅游汽车有限公司不提供劳动之日（即
1997年5月31日）解除。2017年7月，我司吸收合并重庆旅游汽车有限公司，现我司再次郑重通知你如
下：1你与重庆旅游汽车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于你离开重庆旅游汽车有限公司不提供劳动之日（即1997年
5月31日）解除；2请你于收到本通知后5日内至我司办理劳动合同的解除手续、社会保险的停保手续；3我
司保留向你主张退还从1997年5月31日起至今为你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权利。 特此通知

重庆阳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4日

公 告
“港城•铜锣湾”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

“港城•铜锣湾”项目位于大足区棠香街道办事处五星大道南段3
号，由重庆锦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由于在14栋负一层有
一处柴油发电机室，为了便于排烟，现重庆锦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向我局提出申请在14栋负一层至屋顶增设一处烟道。现拟将调整情
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18年8月16日至2018年8月22日，公示
地点为“港城•铜锣湾”项目售房部和大足区规划局网（http://ghj.
dazu.gov.cn/）, 请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相互转告。

若各位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无重大异议，公示结束
后我局将依法按程序对该调整办理相关规划手续。特此通告

联系人：吴勇 何明洋 联系电话：43725061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局 2018年8月15日

公告
“和记黄埔地产杨家山项目（三期）”建设项目位

于南岸区杨家山片区（南坪组团E10-2/02、E11-
1/03）地块。建设单位是和记黄埔地产（重庆南岸）
有限公司，现建设单位对原规划批准的烟道和围挡
进行局部调整，重庆市规划局南岸区分局将于2018
年8月17日－8月23日在“和记黄埔地产杨家山项
目（三期）”建设项目现场和售楼部对调整情况进行
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到“和记黄埔地产
杨家山项目（三期）”建设项目现场和售楼部查看。
联系人：郑仙林 联系电话：62605118 2018年8月14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子非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4MA5U7H6M6N）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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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15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500105MA5UDR331T的重庆首呈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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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首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荣至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U7W5R12）
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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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尝手续。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香画农业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222000039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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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绿固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MA5U7N3R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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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保险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我单位近期对70余台大小车辆保险采购项目进行公开

招标，参与采购活动的投标人需满足以下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纪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投标人为商业保险总公司或其授权的分公司，如投标

人为总公司，则不接受其分公司投标；如投标人为分公司，则
只接受总公司授权的一家分公司参与投标（提供营业执照副
本复印件，分公司投标的需提供总公司授权函原件）

8、投标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提
供许可证复印件）；9.经年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0.税务登
记证复印件；11.法人代表或法人代表授权书；12、银行开户
许可证复印件；13、组织机构代码证；14.经营保险业务许可
证复印件；15、社保卡复印件及社保缴费证明；16.有利于本
次招标的其他证明资料；17.印有此次公告的报纸。（以上资料
要求全部盖单位鲜章）于2018年8月20日前到我单位报名。
报名地址：南岸区二塘街156号 联系人：王老师 18983844053

训练器材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我单位近期将对21类17000余件训练器材采购项目进

行公开招标，合格投标人应首先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
条规定的基本条件，同时符合根据该项目特点设置的特定
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

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经年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8.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9.法人代表或法人代表授权书；
10.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11.组织机构代码证；
12、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13.社保卡复印件及社保缴费证明；
14.有利于本次招标的其他证明资料。
15.印有此次公告的报纸。
（以上资料要求全部盖单位鲜章）于2018年8月21日

前到我单位报名。
报名地址：南岸区二塘街156号 联系人：王老师 18983844053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酷鹏商贸有限公司2018年8
月14日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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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琪

注销公告：经重庆诗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YMUUK3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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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5日

通 知
易启敏自2015年4月18日起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又没到公
司上班，已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根据公司考勤管理制度
（考勤管理制度4.1.4项）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十四条
第2项）规定，凡旷工七天以上的按自动离司处理，据此予以
除名。请你于本通知发布之日起7日内，到公司办理工作交
接手续，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你自行承担。特此通知。

重庆新申世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铜梁区流杯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MA5YYF29X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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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帮公司渝 A92027 营运证 500110057933 遗失。重庆鑫汇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渝 DJ7266 营运证
500107024920遗失。雄盛公司渝C5N756营运证500381007775遗失作废。锦延公司渝BV6879营运证
500222081809遗失作废。满运公司渝D0051营运证500110079880渝D8397挂营运证500110080948遗
失。天浩公司渝BZ8607营运证500110064645遗失作废。骏运公司渝AH1789营运证500115039548遗失
作废。豪帅公司渝BR6288营运证500110015022遗失作废。天耀公司渝BS7113营运证500222021272遗失
作废。建成公司渝D22585营运证遗失。重庆奔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1A163营运证500115047663遗失
作废。重庆镇南运输有限公司渝BJ5311营运证500103031587渝BJ3860营运证500103030632渝BH1159
营 运 证 500103031334 渝 BJ3886 营 运 证 500103030892 遗 失 作 废 。 一 帆 公 司 渝 B6A716 营 运 证
500110067918遗失。财达公司渝BX5570营运证500110048365渝BA871挂营运500110063079遗失。金
中明渝ＧB5515经营许可证号500231012052遗失作废。怡景公司渝C73825营运证500383005801遗失。重庆
科氏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渝D55106营运证500110071299遗失。跨越公司渝BY6566营运证遗失。添福物流
公司渝BU5667营运证遗失。畅抵公司渝D25416营运证500110082966遗失。豪帅公司渝BR3337营运证
500110021023遗失作废。重庆交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B956N0营运证500108025602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亿佳豪农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TMK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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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遗失重庆恒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57247301， 账 号 ：
69480530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农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或注册号：91500108339615258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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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万州区新田法律服务所脱钩改制清算公告
我所是根据《重庆市基层法律服务条例》的有关规定，经
上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设立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现
拟脱钩改制为合伙制法律服务所，将对我所资产进行清
算，请我所债权人在见报之日起60天内向我所申报债
权，申报地址：重庆市万州区新田人民政府办公大院内，
逾期不申报者，视为自动放弃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市万州区新田法律服务所 2018年8月15日

注销公告
重庆展凰仓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458148952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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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15日

公 告
重庆东兆长泰劳务有限公司：

你单位工伤职工田忠泽向我委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经我委组织劳动能力鉴定专家进行鉴定，田忠泽伤残等级
鉴定为捌级。因你单位经多次电话通知未来领取鉴定
结论，邮件送达也拒收，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渝北
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渝北劳鉴伤（初）字〔2018〕414
号《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请你单位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委领取，逾期不领视为送
达。如你单位不服本鉴定结论，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可向重庆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8年08月15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市宏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周益与你单位确认劳动关系争议一案，案号
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19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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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
30日下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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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室（二号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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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15日

遗失重庆想想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3MA5U6T2E2P）金税盘66161680099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想想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5000162320号码21233509-2123351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鹏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綦江分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693915149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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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庆市天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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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全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祥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18
年8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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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殊言

寻亲公告
2012年2月10日，刘晶
晶未婚生育一子取名贺
汁宣，刘晶晶离家出走
无法联系，该子一直由
贺德勇（重庆市巫山县

邓家乡邓家村）抚养，但非贺德勇
亲生，请该小孩的亲属见报后立即
于笃坪派出所联系，联系电话:
1842331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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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施工时间：2018年8月15日22:00至2018年8月16日06:00
2.断道地段：夔门互通-奉节互通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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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红狮至奉节单幅断道。

断道时间2018年8月17日00:00时-02:00时
三、奉节至红狮单幅断道。

断道时间2018年8月17日02:00时-04:0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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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15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500105MA5YWQ993X的重庆四零五零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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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四零五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5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500105MA5UDR1H34的重庆
玖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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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玖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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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MA5U3B8351的重庆市智
瑞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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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智瑞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5日

重庆古宇人家餐饮店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万盛支行
万盛大道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3741801
账号081101012044000273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古宇人家餐饮店公章壹枚（编号
5001107002302）声明作废
重庆市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司遗失：渝
C20B78 的 营 运 证 号 是
500383015687，渝 C71316 的营运证
号是 500383015600，渝 C61886 的营
运证号码是0626484，声明作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开具给重庆首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代 码 5000161320，发 票 号 码
11338283，特此声明遗失。
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荣昌
区分局于2017年6月20日遗失重
庆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
票据一张，编号为：0006105445，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云阳县渝东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350023505048347L）成员大会决议，本
社拟将解散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规定，请债权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
人到本社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原梁平县金带镇福平水禽养殖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8051706476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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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旭媛冻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6355659760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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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冯飞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08912739X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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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北碚区润华机械厂：

本委受理的代心富、邓礼勤、刘国志、王彬、倪尔言
（碚劳人仲案字〔2018〕第392、411-414号）与你单位
因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劳动报酬引起的劳动争议
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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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文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非终局裁决，你单位可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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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15日

通知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监控中心员工文健（1977.12），因

你旷工，已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请你于2018年8月18日前回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相关手续。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5日
注销公告：重庆蜀晨枫千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YWQ6U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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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荣昌区古昌镇盛家沟养猪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6MA5U5Q3P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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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王翔宇之子袁宇鸿《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R500006962声明作废●殷文亮遗失99年高教自考西南师范大
学毕业证书，证号：3103126声明作废● 遗 失 吕 波 医 师 资 格 证 书（ 编 码 ：
199850110510221590530042）、执业医师执
业证书（编码：110500000004518）声明作废●遗失刘惊鸿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编码：
200950142511621198608163564声明作废●陈以高遗失常住人口登记表，身份证：
500240198511240871声明作废●重庆市渝中区大明驾驶培训学校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5001038000719，声明作废。●遗失渝派精品服装城负二楼B36号商铺，余时荣，
叁万元经营保证金收据（0017096），特此声明作废。●遗失云阳县后叶乡后叶2组王立本，陶桂清
之子王韦富男出生证D500066207作废●遗失蒋双梅保险执业证02000750000080020171119060作废●重庆金夫人实业有限公司金旭宏电脑服务中心遗失2015.12.25发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472R8W作废●遗失王德勇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5155550作废●遗失重庆市铜梁区腾马中药饮片厂（普通合伙）在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铜梁支行安居分理处开户许可证J6530006637905作废●城口县巴山镇梦园酒楼遗失2010.12.29发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9568706946E声明作废●遗失张松林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6067626作废●遗失杨华记者证，编号：B50000255000162作废●遗失2017.11.13核发重庆宝舰实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YN5X738声明作废●遗失2015年10月23日核发的秀山县百隆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1091219912W作废● 遗 失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晓 硕 电 脑 经 营 部（税 号
92500107MA5YLJGW76）金税盘，盘号 661729492757声明作废●遗失2017.3.22核发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海发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0MA5UFMPUX3作废●遗失2017.6.14核发重庆九拾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MY890F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利 比 康 玻 璃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91500222MA5U61D79M）税控盘，盘号49992522527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万君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在民生银行重庆分行营业
部办理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4043001）声明作废

●遗失2016.9.6核发重庆市永盈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5842603153声明作废●遗失2018.4.17核发重庆亿佳豪农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备案
通知书，（渝两江）登记内备字【2018】第018603号，声明作废●遗失郭俊菡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342180声明作废●吴廷惠税务登记证正本510231196312242221遗失●重庆桑茂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遗失●遗失古海灵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369218声明作废●遗失2014年06月24日核发重庆皮光勇服装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00109200025861及公章声明作废●遗失2015年04日23日核发重庆宅急送快运有限公司永
川一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383311058221作废●遗失重庆冠维齿轮箱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002236689435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公牛互动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
号5001087011949及私章（王炳池）声明作废●重庆祥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8MA5YR54F60），现声明作废●遗失2017.6.26核发重庆顶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5U7RT697声明作废。●声明：本人李易、陶春花购买重庆万达文化旅游城项目6
幢15-1，契税票据编号0019487 金额13363.24元声明作废●廖永松遗失鲁能北渝星城10栋2-701号房契税
发票,编号1032008,金额26975元,声明作废●渝A56T25营运证500100042895遗失作废●遗失重庆佳泽果品有限公司公章一枚（500105103002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商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及其公章一
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305037218K，声明作废！●伍家兵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500113600120344，遗
失税务登记证，注册号:510213197106163719 声明作废●遗失2015.10.27发盛丹丹营业执照副本500103604797917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屹原机械制造
厂（普通合伙）财务专用章一枚作废●遗失2015年08月20日核发吴尚容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7606130831作废●永川区旺岭宾馆袁春雷遗失由东科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房
屋租赁保证金收据，收据号5218142，金额叁万元声明作废●遗失永川区弟中骇餐馆重庆增值税卷式发票代码
050001700107号码48146701-48146800作废●遗失永川区谷芳敏建材经营部通用手工发票（千元版）
代码15000160531号码07423851-07423875作废● 遗 失 北 碚 区 牛 吒 吒 火 锅 店（ 识 别 号
92500109MA5UUBOP1C）发票领购簿作废●韩月梅遗失华润万象汇-L3层L326号租赁保证金
收据00152440，金额30360元声明作废●遗失2017.3.3发重庆市永川区平安乐途酒店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CXH31A作废●重庆市天星寨粉葛食品有限公司公章遗失作废●遗失2013.7.2发张石林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4600325364作废●遗失2015.5.14发蒋雪梅营业执照副本500106600325288作废●遗失:重庆万鑫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北碚区云清路
药店税控盘，编号499934570660声明作废。●遗失张孝碧保险执业证02000050023880020160600139作废

●遗失江津区四面山本先蔬菜店税务登记
证副本51022519591028817201作废

许璐佳30岁，是我市一所小学的
音乐老师，家住沙坪坝区诺丁阳光小
区，丈夫也是教师。这几天，正在休暑
假的她愁眉不展，
忧心着自家那
套成了摆设
的避暑房。

许璐佳
说 ，2016 年
春天，宝宝 2
岁多，丈夫带
她去邻省考
察 避 暑
房 。 丈 夫
称，家里与
其换一台高
档车，不如买
一套避暑房，
每年夏天可以
逃离酷热和喧
嚣，来到自家专属
小天地。“你想一
下，主城热得不得了
的时候，我们早晚出去散
步还要加件外套，好安逸。”
丈夫当时对她说。

最终，他们以20多万元在
那里买了一套套内50多平方米
的避暑房，由丈夫父母守着装修大
半个月。“就简单装修了，整个房子
打通弄成开放式，像酒店那种。”许璐
佳说。

20多万元避暑房
两年后成为摆设

小夫妻爆发家庭大战

这几年，避暑房行情一直很火
爆。由于考虑不周等各种原因，极个
别人买了避暑房却感到不满意——
两年前，许璐佳和丈夫彭先生花20

多万元喜滋滋购了一套避暑房，但是今年，丈
夫说啥也不肯去避暑，因为那边没有WiFi，打
扫清洁麻烦，蚊子多，做饭也不方便……

许璐佳非常气愤。她认为，再不方便也
要去住几天，不然避暑房岂不是成了摆设。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王薇 实习
生 黄光英 李建陶

只玩一两天不划算
26岁的王川家住南岸区，从事销售工

作。“前两年避暑房非常热，同事先后入手，
我也觉得特别划算，就在远郊购置了一
套。”王川说，买了两年多，就刚买时去住过
一两次，如今一直闲置着。“开车过去三四
个小时，只玩一两天，太折腾了。”

王川说，他还处于事业奋斗期，没多少时
间去避暑，“考虑出租，价格合适卖了算了”。

每次去都在修修修
最近，家住渝北区两路的钱正芬正在筹

备出售自己的避暑房。51岁的钱阿姨告诉
记者，2015年和老伴以16万元买了一套位
于湖北省利川苏马荡的避暑房，第二年去，
墙壁很多地方受了潮，电热水器无法正常运
作。去年再去，又面对一堆问题，电冰箱故
障，洗手池水管坏了，客厅灯泡坏了，一些木
质家具也受潮了。“感觉每次去都不是度假，
而是解决各种问题。”钱阿姨说，上了年纪不
愿折腾，和老伴一致决定卖掉该房。

避暑房成了烂尾楼
2016年8月，重庆一家媒体以《女子湖

北买避暑房成烂尾楼 一栋楼仅住一人》
为题，报道56岁雷女士以15万元购买湖北
省利川市苏马荡一套避暑房。没有想到，
楼盘意外烂尾，她成为一栋楼唯一住户。
该报道还称，烂尾原因与大量避暑房仓促
上市有关，而当时周边还有多个避暑房项
目处于停工状态。

购买避
暑房要注意
哪些问题请
扫描二维码
下载慢新闻
APP

两年前不换车
买避暑房

去年暑假刚
至，彭先生立即驱
车载着一家三口
去了避暑房。但
是，期盼了一年
的避暑生活并
不如意——确
实凉快，但蚊子
多，不敢在户外
多待；电视频道

少，看不到动画
片，儿子天天哭

闹；才住了几天，一家
三口便不欢而归。当时他

们商量，等来年儿子再大一岁
再去。

转眼到了今年暑假，许璐佳早
早开始准备去避暑房，丈夫却以需
要做一些总结工作为由，要求推迟
去。眼看拖到7月底，许璐佳再次催
促，彭先生又称和兄弟伙约着打篮
球锻炼，过段日子再去。

如今各种借口
不去享受

买避暑房要考虑4点
重庆大学经济管理与工商管理学院教

授、博导廖成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购
买避暑房是为了改善生活，属于改善性需
求。在购买避暑房时，不单单只是考虑避
暑、凉快等问题，还要从多方面考虑。首先
要思考的是买不买，衡量的标准如资金是
否充裕、是否有充足时间去享受该房、是否
可以住酒店、民宿等替代、是否具有投资价
值等。如果决定要买避暑房，就要把消费、
生活、投资等因素结合起来思考。

1、交通因素：自驾出行无疑是去避暑
房的最佳方式，但车程不宜太远，1至3小
时最佳。要留意是否有客车、高铁等交通
体系。

2、生活配套：是否通水电气、有线、宽
带等，周边3公里内是否有菜市、超市、医
院等，安保和物管服务水平也非常关键。

3、自然因素：空气情况、海拔情况（最
佳海拔区间1100米至1400米）、天气状况、
周边自然环境等。

4、升值空间：是否具有投资价值，如
果避暑房价格在高位，景区出现过度开发
等状况，升值空间会受到压缩。

点评

丈夫承认买得
有点后悔

8月9日，暑假过去
一大半，许璐佳忍无可
忍，要求第二天必须收
拾东西去避暑房。丈夫
就是不肯动，最后两人爆发争吵。

彭先生说：“那边网都没得，电视又收不到几个台，
蚊子也多，煮饭火小油烟排不走……还有，周边吃的好
少哟，还不如我们小区楼下多。干脆就在屋头吹空调
嘛，小区还有游泳池，哪点不好嘛？”

许璐佳有点怒不可遏，当初还是丈夫主张要买避暑
房的，如今房子闲置着实在太心疼。“平时租也不好租，
卖又舍不得卖。”许璐佳说，已给丈夫下通牒，开学以前
无论如何也要去住几天，不然坚决不原谅他。

昨日，彭先生接听记者电话就叹息：“为了这个
避暑房，老婆已经怄气好多天了。说实话，买得有点
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