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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综 合 服 务
啤酒批发部转让
南岸区南坪后堡啤酒批发部转

让。因事无法继续经营 利润稳
定，价格面谈。13996022913

遗 失 公 告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重庆直方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税
号：91500107MA5YP3J88X）遗
失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5000172320，发票号码28607507
声明遗失

关于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的公告：丰都县交
通行政执法大队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本遗失，
法 人 ：曾 宪 波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500230MB0W398281，有效期：自2016年
12月6日至2021年12月6日，特此声明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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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322411849U的重庆江上兰葶茶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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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江上兰葶茶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9日

关于解除门市租赁合同的通知
重庆市合川区可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我与你司于2015年9月23日签订的位于
公交.上中心A栋3楼清水房《门市租赁合同》由
于你方提供的场地设施不完善、顾客不便出入，
加之市场诸多因素影响，每月亏损，无法继续经
营，我曾于2017年12月21日书面向你司送达
了解除租赁合同通知，而你方依然向我索取租金
并将该房门上锁，阻碍我对室内空调等设备的处
置，导致我损失更为惨重，现不能完全实现合同
目的，特再次慎重向你方提出解除该房屋的租赁
合同，并请立即返还我向你方交纳的押金3万
元，至于合同约定承担的违约金20万元过高，应
当减少，可以室内设备冲抵违约金。根据合同法
第96条规定，合同自本通知到达你方时解除，如
你方有异议可依法提起诉讼。特此通知。

承租人：何俊 2018年9月29日

●遗失四川美术学院2015级宁运禄学生证2015210911作废●遗失四川美术学院2017级刘璨学生证2017211315作废●遗失四川美术学院2015级高超学生证2015210939作废
声明：钟静知遗失重庆医科大学护理学专业
本科毕业证，编号106311200705000097；
遗 失 护 理 学 学 士 学 位 证 ，编 号
1063142007000097，声明作废。
中国教育工会（原）綦江县城南中学工会委
员会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綦江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15849404）
开户许可证（编号 653000414242）账号
110208981256，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重庆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委托，定于2018

年10月15日上午10：00 对以下标的按现状依法在本公司会
议室进行公开整体拍卖，现公告下：
一、本次拍卖标的（以下简称标的）：1、应收账款（债权，详见审计
报告）。拍卖参考价为：433.05万元；竞买保证金为：100万元。
二、标的展示时间、地点：公告之日起标的物资料存放地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应在2018年10月11日17:00时
（到账为准）前将保证金缴至重庆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指
定账户，并于2018年10月12日17:00前于我公司办理竞买
登记手续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四、特别说明：1、拍卖成交后，由委托人负责标的物（相关资
料）交付。由委托人和买受人自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发
布《债权转让通知书》等相关资料。2、应收账款资料交付以
现存资料为准。标的可能存在的年代久远、资料不全、纠纷
等导致实际收回金额小于账面金额的情形，由买受人自行了
解并承担相应风险及后果。3、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当在拍
卖成交之日起10日内将价款全额支付到委托人指定账户。
联系电话及联系人：023-67635173 何老师
公司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红旗河沟中信银行大厦22-4

重庆集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9月29日
遗失2012年2月27日核发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留一点餐饮服
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40000009443声明作废
遗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留一点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240590542642）、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和IC卡（代码59054264-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全曹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5MA5U70LU0D）经公司股东会研
究决定拟将注册资本由200万整减资为20万元
整。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自公告发布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黔江区万方种养殖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MA5UGDJE1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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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

牵美缘婚介服务
寻老伴男63丧，女国外，退休自
办公司，房3套，独居，寻真心伴，
急急急023-62478187
温柔女58，女国外，经商世家，
房多套，寻健康老伴，拒游戏
023-62478187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500105MA5U3C547E的重庆振鸿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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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振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9日

注销公告：重庆风精之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331695943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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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9日

更正启事
我单位产品“熊胆粉”于 2017年在晚报作了一则广告，其中使用了

绝对化语言以及夸大功效。我单位生产的熊胆粉（国药准字Z19991017）
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功能主治为：“清热、平肝、明目、用
于惊风抽搐，外治目赤痛，咽喉肿痛”，超出这个内容的均为夸大和虚假的
内容。经过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教育，我们深刻意识到该广告对本产品的
适用症（功能主治）范围进行了夸大宣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严重违反了药品广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欺骗和错误引导了广大
消费者，受到了监督部门暂停销售措施的处理。我们立即进行了整改，停
止了广告宣传。在此，我们对广大消费者深表歉意！并保证今后不再发布
违法的广告，我们将严格按照批文批件进行宣传，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企业。

瑞丽彩云南集团药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8日

接房通知
尊敬的金科天元道业主：

金科天元道项目二期020-6/8地1-3号、14-20、
22-28号楼经竣工验收合格已具备交付条件。请业主
于2018年9月30日9：00至17:00时，前往金科天元道
物业管理处办理接房手续；接房时请按《接房通知书》、
《接房须知》等内容备齐资料，如：购房合同、按揭合同、
房款缴费依据、大修基金票据，代收费（契税）等缴费凭
证及产权人身份证、一寸彩色登记照片贰张等办理接房
和登记产权相关的手续。

接房电话：67390155
特此通知！

重庆金科竹宸置业有限公司

遗失王万波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101021305声明作废。浩安公司渝A9711挂营运证500110058382渝
BS8815营运证500110025945遗失。宏立物流公司渝BU3187营运证及卡遗失。遗失重庆市长庚物流有限公
司渝BT5261营运证500115049257声明作废。稳驰公司渝A93121营运证500110051604遗失作废。灵泰
物流公司渝BX0786营运证遗失。路峰公司渝BH8236营运证遗失作废。勇發公司渝BQ2799营运证正
本 500110051124 遗失。轩勃公司渝D39418 营运证 500110071715 遗失。雨帝公司渝C82606 营运证
500383018204 遗失。重庆富惠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以下车辆营运证正副本遗失，渝
D79053(500110081377)渝D62363(500110081370)渝D98199(500110082670)渝D89013(500110084629)渝
D94177(500110085705)渝 D98569(500110086633)渝 D2485 挂(500110086602)渝 D80710(500110089273)
渝D3112挂(500110089322)渝D75131(500110094965)渝D75170(500110097967)声明作废。
重 庆 华 韵 译 建 筑 工 程 机 械 租 赁 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500112MA5UU9CAXQ）遗失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渝北区税
务局（代开06）代开给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
专用发票（第2联、第3联）1份（发票代码5000164160，号码
01852910，金额价税合计49000.00元）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崎美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QH8L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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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重庆艾贝尔纺织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69925875XA）经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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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9日

通 知
严蓓（50011219871015****）：

因秀山县捷达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
尾款的支付，存在法律风险，请在10月20日前
到公司进行说明及办理打款手续，逾期未到，我
方不构成违约责任。电话：13458508935。

王照岸
2018年9月29日

减资公告：重庆乐教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258570247X7），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000
万减少至人民币200万元 ，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
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姚长琴遗失于2018年8月27日核发的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为
50090261307076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长寿区炭厂坡沙田柚种植专业合
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5MA5U7NUD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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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忠县浙川蜜蜂养殖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077283299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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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重庆市璧山区创律花椒种植专业合作
社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3500227MA5XE3AR5E）经成员大会决议，本
合作社拟将注销。请各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2018年9月29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家心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7094946345）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520万元减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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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29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将于2018年10月25日10：00-2018年10月26日10：00止

（延时除外）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址http://zc.paimai.taobao.com，
户名：重庆时代拍卖有限公司）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
1、重庆皓鼎华德西尔原种猪繁育有限公司位于重庆市长寿区长寿湖镇玉

华村4组的猪场资产，起拍价：2152.0794万元，保证金：216万元。
2、重庆皓鼎实业有限公司位于重庆市长寿区新市镇新同村的26项实物资

产，起拍价：494.29万元，保证金：50万元。
3、重庆皓鼎实业有限公司位于重庆市长寿区新市镇奶子山片区的7项实物

资产，起拍价：66.8877万元，保证金：7万元。
4、重庆巴牛食品有限公司位于合川区钱塘镇三元村15社的房地产、机器设备及其

无形资产（注册商标、专利、美术作品著作权），起拍价：149.95万元，保证金：15万元。
二、标的展示：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本公告其他未尽事宜：详见我司网站（http://www.shidaipm.com）及

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址http://zc.paimai.taobao.com，户名：重庆时
代拍卖有限公司）发布的《拍卖公告》和《竞买须知》。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68号（中安国际大厦）14-3#
咨询电话：023-86665098 13983701335余老师

重庆时代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9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耘农 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于2018年9月10日受理的陈庆平、钟显
洪、康小丹、刘静、尤莲、李盼、蒋坤志诉你司劳动
报酬、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其他争议一
案案号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2278-2284号，因
无法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
达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及申请书副本。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8
年12月13日下午14点在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一庭203室（重庆市渝北区仙
桃街道桂馥大道10号）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
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9月29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旺可和电子有限公司：

本委于2018年9月17日受理的李东棣、杨
池、姜美伶、蒋敏、王钟胤诉你司计时计件工资争
议一案案号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2452-2456
号，因无法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现依法向你司公
告送达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及申请书副本。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18年12月14日下午14点在重庆市渝北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一庭203室（重庆市渝北
区仙桃街道桂馥大道10号）开庭审理此案。请准
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8年9月2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东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3000105559）股东会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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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长蕴红山网络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7QA9X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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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南川区广富机械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9MA5U34238Y）股东决定，本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500万元减少到20万元。根据《公
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9月28日
减资公告:重庆表哥鞋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00106MA6023UU3W）经公司股东会研
究决定拟将注册资本由1000万整减资为100万元
整。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自公告发布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致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381008167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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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敏遗失重庆葛洲坝融创国博城
三期8号 7—11—6房款收据，收
据票号0020531，金额508119.00
元 ， 票 号 0018947， 金 额
203000.0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尼依格罗酒店有限公司（税
号91500105MA5UTF9G0K）增值税
普通发票，发票代码050001800104
号码08184789声明作废
股权变更公告：重庆巨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原公司法定代表
人朱勇变更为蒲敏，原公司股东朱勇持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
蒲敏；2018.09.15以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及税务纠纷由原股东
全权负责，2018年9月15日以后的所有债权债务及税务纠纷由
现股东全权负责。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各单位及个人，
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30日内向本公司申报。特此公告

●遗失欧昌伦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4611123657作废●遗失王仁奎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2600230532作废●遗失云阳县富华干洗部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062898565作废●遗失云阳县易美不锈钢加工厂组
织机构代码证副本346040552作废●遗失2018年01月04日发璧山区鑫洪建材经营部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7MA5YQ4BH9J作废●遗失重庆市铜梁区明龙凯越宾馆有限公司通用机打卷式发
票代码150001320410号码01250239-01250240作废●重庆鸥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遗失2016.6.1开具的收据，客
户名：黄奕杰，票号：18009133金额10000.00元作废● 遗失巴南区盖不同小吃店发票领购簿（纳税人识别
号：92500113MA5U9U3C13）声明作废●注销公告：华博健康药房北碚瑞宏药房中医诊
所申请注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号
PDY70816550010917D2122-1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鸳尾服装经营部
（注册号500101200068795）投投资人决定，
本企业拟注销，按《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之内到
本企业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锐沃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33158417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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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忠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27874712005）不慎
遗 失 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号
2006042030005）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大渡口区金轩建材经
营部通用手工发票（三联百元版）
代 码 150001220531 号 码
02682951-02682975（25份）作废

遗失2015.8.21发彭水敏钰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500243008199271、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352742454作废
遗失原璧山县富泰电脑经营部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50022719870215043X、通 用 手
工发票代码150001120531号码
12319201-12319225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璧山区向敏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YR83642）
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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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天山云石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30505268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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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云阳县君诚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533166225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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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500105MA5UHR7R5K的重庆艺玺
艺术品鉴定咨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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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艺玺艺术品鉴定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9日

遗失2016.1.27发重庆南武竹木种植专业合作社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信用代码93500119059888614K、公
章一枚，编号500384400747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南武竹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信用
代码93500119059888614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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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轮顺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3MA5YQ82W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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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房通知
尊敬的金科九曲河业主：

金科九曲河项目(F03-11-1/05)A-1#
至A-13#至A-46#、A-S1#、A-S2#及A区
车库，经竣工验收合格已具备交付条件。请
业主于2018年9月30日9：00至17:00时，
前往金科九曲河物业管理处办理接房手续；
接房时请按《接房通知书》、《接房须知》等内
容备齐资料，如：购房合同、按揭合同、房款缴
费依据、大修基金票据，代收费（契税）等缴费
凭证及产权人身份证、一寸彩色登记照片贰
张等办理接房和登记产权相关的手续。

接房电话：67388906
重庆金科嘉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经重庆沸鑫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3MA5UAL398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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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将于2018年 10月 29日 10：00-2018年 10月 30日

10：00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http://zc.paimai.
taobao.com，户名：重庆时代拍卖有限公司）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1、重庆国奥电梯有限公司位于涪陵区李渡街道办事
处聚龙大道的建(构)筑物及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面积共计约27269.64㎡(含厂房、办公楼、职工食堂、职工公寓，均未办理产权证)，《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证号为李地字第50010220100000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
号为李建字第500102201100009号，土地证证号为303房地证2010T字
第000220号，土地使用权面积为82559.80㎡，土地用途为工业，土地使用权
终止日期为2060年11月15日。2、重庆国奥电梯有限公司厂区内的84台
(套)设备。3、重庆国奥电梯有限公司厂区车间内的钢材一批。以上标的整
体起拍价：4654.01万元，保证金：500万。

二、标的展示：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本公告其他未尽事宜：详见我司网站（http://www.shidaipm.

com）及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址http://zc.paimai.taobao.com，
户名：重庆时代拍卖有限公司）发布的《拍卖公告》和《竞买须知》。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68号（中安国际大厦）14-3#
咨询电话：023-86665098 13983701335余老师

重庆时代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璧山区朝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UQME5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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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重庆市耀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号：62210027）经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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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9日

声明：李正惠遗失重庆（沙坪坝）赛博
迈特数码广场有限公司铺位保证金
押 金 收 据 ，编 号 0014247、编 号
0013947、编号0013639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嘉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3033961957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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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丰都县新视线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30MA5U4QFQ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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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丰都县联鑫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320451097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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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坟公告
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地〔2018〕227

号文批准，征收重庆市南岸区长生桥镇乐天
村瓦子坝，桃花店村罗家湾、果庄村民小组
部分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并予以征收。
请长生桥镇乐天村瓦子坝，桃花店村罗家
湾、果庄村民小组征地范围内的坟墓主于
2018年10月10日前自行迁移坟墓，逾期
未迁移视为无主坟处理。特此公告。

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服务中心
2018年9月29日

解散公告
根据重庆爱上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2018年9月25日股东决定，本公司决定解散。按
照《公司法》一百八十五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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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联系人：韩世兴 联系电话：13372778877

重庆爱上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8日

重庆向远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遗失
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2份，发票代
码均为：5000172320，发票号码：
13308136、13308137，已填开，已
盖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江北区庆芳怡食品经营部遗失2014年6月12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601779203声明作废。●江北区庆芳怡食品经营部遗失2015年12月28日核发的食
品流通许可证正、副本，编号：SP5001051550084704声明作废。
●巴南区乐芮食品超市遗失2015年3月20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3605169407声明作废。●巴南区乐芮食品超市遗失2015年5月19日核发的食品流
通许可证正、副本，编号SP500113155006602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500105320412709W的重庆未羊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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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未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9日

遗失声明：本人陈祥，2018年9月2
日认购恒大国际文化城21幢2504
房屋，收款 10000 元，票据编号
CQHDGJWHC G0000975，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碧红服装经营部（注册
号500101200034310）投资人决定，本企业拟注
销，按《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联
系人向真红，电话15202348588，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瓣香滴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2MA5U8JFR5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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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瓣香滴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9日

遗失江北区郁茶香茶叶批发部2014年04月
0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05601336238；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51021219641225381801；声明作废
陈旭杰遗失重庆市璧山区妇幼保
健院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一张，开
票日期 2018 年 1 月 30 日，编号
006225187，合计金额2221.69元，
特此声明第一联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天巨承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重庆
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发票代码
5000164160发票号码01909881；发票代码
5000084140发票号码00154619特此声明
遗失靖春兰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345373作废
遗失陆海鹰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0380020180804410作废
遗失方贤清保险执业证02000250023480020180300207作废
遗失张英保险执业证02000250000080002013059952作废
遗失向玉翠保险执业证02000250023480020170701327作废
遗失张中波保险执业证02000250000080002014064486作废
遗失马宇磊保险执业证02000350000080020170818368作废

原巫溪县国家税务局在农行巫溪支行营业部开立专
用存款账户，户名：巫溪县国家税务局，账号：
31500101040004260，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Z6679000007601；户名：巫溪县国家税务局，账号：
31500101040004716，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Z6679000008401；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巫溪支行开立专用存款账户，户名：巫溪县国家
税务局工会委员会，账号：4001010120010001822，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Z6679000027602。以上三个
账户的开户许可证遗失，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500105590527418D的重庆燕山财
务咨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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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燕山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9日

遗失重庆天锦机电设备安装有限
责任公司建筑业统一发票（代开）
发票号码 251161122001 发票号
码00040339（发票联）特此声明
重庆优力刻数控设备有限公司遗失：2017年6月1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M1KM3D），
公章壹枚、财务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
重庆优力刻数控设备有限公司遗失民生银行重庆大学城支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152992838核准号J6530073904901）声明作废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500101612738070作废●邱先梅遗失其女邱小芳《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O350903157声明作废●遗失于芷晗《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500309779，声明作废。●遗失江玲主管药师资格证，编号：
11361800024声明作废●重庆市金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证，
车牌号：渝A6051U，证号：500402015792;声明作废●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遗失长安
汽车俄罗斯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外
汇管理业务登记凭证，声明作废●遗失2013年11月29日核发的南岸区强奥汽车美容服务中
心（注册号500108600326876）营业执照正本；作废。●遗失原铜梁县香五养鱼场5002241016991公章一枚作废●遗失华博健康药房北碚瑞宏药房中医诊所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副本PDY70816550010917D2122-1作废●重庆朋程易够商贸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5001127031316，公章遗失作废●遗失2015.10.16核发重庆市黔江区珂维副食经营部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MA5U34UR2Q声明作废●2018.9.25遗失唐黎身份证,号码510202198108071813,
自遗失之日起非本人使用该身份证无效，特此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高林广播电视器材有限公
司公章，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作废。●遗失重庆润达扶贫投资有限公司公章，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作废。●遗失重庆国立不动产咨询评估事务所
公章，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作废。●重庆衍志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恒大金碧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收费收
据，编号为1146199的三联收据，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潼南区曲直空间广告经营部通用机打发
票，代码150001720230，号码01931292声明作废●泰和泰（重庆）律师事务所王丽均律师持有的律师执业
证号15001200311429497的律师证不慎遗失，声明作废。●遗失唐另华身份证512301195610292993作废●个体户张国利公章遗失，以此证明作废●重庆顺延物流有限公司安全负责任何礼伟安全证遗失●重庆臻悦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遗失民生银行重庆杨家坪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5872801账号698113928声明作废●遗失王洪全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5600266350作废●遗失原武隆县天悦淡水鱼养殖场公章壹
枚，编号5002321002596声明作废●遗失2018.5.9核发重庆市豪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5MA5YWLR350声明作废●遗失蒋和金私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韩珍勇重庆市保险中介从业人员执业证书，
证号02000150000080020180704129作废

●遗失2017年10月10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晏芳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1MA5XE1D91U声明作废●何倩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编码：201550012747）遗失作废●个体户蒲德琼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1600478640作废●李福德执业证书遗失，编码：141500230000098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幸世立2017年3月10日颁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5UDD7P9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威科餐饮服务部金税
盘，盘号:661706867149，声明作废●遗失梁渝《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500101987声明作废●彭丽、龚小林之子龚熙宸2013年7月2日在江北区妇幼保
健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277123作废●遗失重庆市巴南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218年6月18日开
具给明月江南小区的收据，号码：001095283，特此声明。●遗失2015年8月27日核发的江北区利贝利蛋糕店（彭勇
钦）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5606173176作废●顾先傲税务登记证正本51022519610511703301遗失●遗失陈明富营业执照正本50011360034158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赵修航饭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证号915001185801554702作废●遗失重庆酉渝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42MA5U647NXM）财务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遗失江北区民伍食品经营部食品流通许可证正
本，编号SP5001051550080068，声明作废●遗失徐诗雅巴南区接龙镇中心卫生院《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O500131656声明作废●重庆市新壹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中国民生银行重庆
南坪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8885801声明作废●重庆(香港)中原营销策划顾问有限公司遗失独家委托
0004923一式两联，遗失收据红联00047943，声明作废●重庆天慧思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号码：5001038045894），声明作废●遗失云阳县江平生猪养殖场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00235573432804，声明作废●遗失四川美术学院2017级刘璨学生证2017211315作废●胡世美遗失联通代理押金条:号码0009587金额500元作废●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编号5003847000847），声明作废●重庆奥斯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声明作废●重庆冠成公司渝G19127营运证500231004383遗失作废●富力城2K1-17-3李羽中0066593。2K4-27-6
杨富兰0057242.押金收据各2000遗失●遗失荣昌区昌州街道耀缘食品经营部通用机打卷式发票，
代码：150001620531号码：06668476-06668500声明作废●遗失李艳艳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营销与策划专
业毕业证：编号411326198610052929，作废●遗失蒋维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70939037作废●本人胡萍因故遗失重庆驰程百旺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壹万贰千元保证金收据一张，现声明作废●遗失2018.3.21核发重庆品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YTD385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兴黔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财务专
用章壹枚（编号5002391017337）声明作废●遗失万盛经开区羚耀房屋维修部（税号92500110MA5YP-
KWX1H）税控盘，盘号33-499937893940，声明作废●经营者刘东明遗失2008年08月25日核发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7600099998作废●遗失渝北区捌壹小龙虾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编号JY25001120045537，声明作废●重庆艺博瑞广告有限公司遗失光大银行重庆分行九龙坡支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39420188000446472核准号J6530037143701作废●重庆永康物流有限公司渝BV5666营运证500110037686遗失作废●遗失袁先建的渝F70H53道路运输证：500234009573作废●遗失重庆市璧山区智绘树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公章壹枚（编号5002278033006）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鼎泰酒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号码42842966作废●遗失2016年12月08日发重庆波拉米拉服饰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91500103051716869T，声明作废。●遗失2016.10.14发唐玲执照正本500382608729877作废●遗失重庆毓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编码5001097039566作废●遗失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宝兴建材经营部税务
登记证正本510225197108220014作废●遗失2016.12.22发城口县知佳堂餐饮服务中心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9MA5U9U6K66作废●遗失2016.6.8发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艺瑶副食经
营部营业执照正本500240700062403作废●重庆维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编号5001127093373）壹枚，作废

国庆长假即将到来，前日，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市城管委、市旅发委和市交
委等部门联合组成“文明在行动·满意在重
庆”暗访督查组，深入主城各区，进行了一
次国庆节前的摸底考察。

节日氛围浓厚卫生秩序良好

在解放碑、观音桥等商圈，记者见到灯
杆上挂起了国旗，喜迎国庆氛围浓厚，有不
少市民、游客在商圈广场上的“我和国旗合
个影、文明旅游伴我行”活动点拍照留念，
表达对祖国母亲生日的祝福。

在重庆北站南广场，虽然人流如织，但
南广场井然有序，交通疏导员或志愿者在
为旅客指引方向，清洁工人也在辛勤劳动
保持地面清洁。

在巴南区的巴滨路湿地公园，虽然天
空下着细雨，但暗访组一行看到，公园内卫
生状况良好，沿着河滩步行，沿途都摆设有
垃圾桶，河滩上没有发现垃圾。

各景区景点井然有序

游客外出旅游，除了卫生状况，景区是
否存在欺客、强买强卖等问题，也是游客关
心的方面之一。长江索道作为重庆独特的
风景之一，一直深受游客喜爱。记者在长

江索道看到，即使非节假日，长江索道外仍
有志愿者在现场服务，维持秩序，指引游客
使用网络购票系统、叫号系统等，很好的减
少了游客的排队时间。

在磁器口古镇，暗访组走进商户了解
情况，一些旅游特产商铺窗明几净，货品摆
放整齐，明码标价。在李子坝轻轨站外，新
搭建的观景平台已经投用，过去那种人挤
人甚至走上公路抢拍的拥挤情况已经不复
存在，宽阔的观景平台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游客们可以悠然自得的在这里拍照留念。
在渣滓洞景区门口，一位刚刚参观完的外
地游客告诉暗访组，景区工作人员服务热
情，商品很有特色，价格也不贵，他感到很
满意。

车站拉客现象不见踪影

记者在陈家坪汽车站看到，车站出入
秩序井然，因为购票窗口和自助售票机充
足，旅客很快就能买到车票。去往荣昌的
张先生告诉记者，以前，车站外面总是许多

“羊儿客”，不停询问旅客
要去哪里，这次他来乘车，
发现这种情况不见了，一
路上，都没有人揽客，耳根
子清静多了。

昨天，暗访组召开了

通报会，对暗访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
并落实整改责任。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暗
访情况来看，主城各区、各有关单位高度
重视，围绕让游客“行之顺心、住之安心、
食之放心、娱之开心、购之称心、游之舒
心”主动作为、措施有力，总体呈现环境秩
序好、服务质量优、配套设施齐、宣传氛围
浓、游客满意度高的良好局面。但仍存在
局部、个别的不足之处。各区县、各有关
部门要针对发现的问题迅速对照检查，举
一反三、由点及面，切实
整改，全面提升，为推动
全域旅游发展做出应有
贡献。

重庆晚报记者 朱婷

重庆开展“文明在行动·满意在重庆”迎国庆暗访

让八方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金秋十月，凉爽的天气非常适合运
动，我市各项体育赛事也纷至沓来。最吸
引人的当属2018重庆国际女子半程马拉
松赛，这项在今年初被
中国田协认证为“银牌
赛事”的马拉松将于10
月 28 日在南滨路鸣枪
开赛，届时将有 1万选
手竞逐冠军。重庆市民
可能对冰壶比较陌生，
10月 16日中国冰壶公
开赛将在巴南鱼洞的华
熙 live冰场举行，到时
你可以到现场感受冰壶
的魅力。重庆晚报记者

金秋十月
我市体育赛事精彩纷呈

重庆晚报讯 （通讯员 康思嘉）为
进一步打造更加干净整洁、文明和谐的居
住环境，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和
文明形象，日前，璧山大兴镇在赶场天开
展“文明在行动·璧山更洁净”志愿活动。

在活动中，巾帼志愿者及青年志愿者们
为群众宣传环境卫生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理
念，倡导群众共同参与，勿乱穿马路、乱停乱
放、乱吐乱扔、乱涂乱画，指导农村妇女做到
庭院洁净、物品摆放有序、污水垃圾集中处
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志愿者们动员大
家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共
同推进农村环境之美，共建共享整洁有序、
环境家居、文明和谐的美丽乡村。志愿者们
还在现场悬挂横幅和发放了宣传单。

璧山大兴镇巾帼志愿者
服务“赶场天”

想详细了
解 2018 年 10
月的重庆体育
赛事，请扫描下
载慢新闻APP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唐中明）重庆晚
记者昨天从市科委获悉，为从源头上预防
和遏制科研不端行为，市科委建立了“黑名
单”制度，将严重不良信用记录者记入“黑
名单”，45家单位由于严重失信已被列入
市科委科技信用“黑名单”。同时，对失信

的责任主体建立科技“黑名单”数据库，及
时准确地进行监管限制，并纳入全市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

市科委负责人介绍，相关措施实施以
来，强化了科研信用体系建设，净化了我市
科研风气，构筑诚实守信的科技创新氛围，
规范了科研项目管理工作，保证了目标实
现和财政资金安全，促进了全市科技创新
活动和谐发展。

45家失信单位被列入科技信用“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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