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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

让生活 下来慢

重庆晚报讯 （通讯员 康思嘉）前
日，全国“家庭指导师”重庆璧山项目正式
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导师走进璧山，
为璧山培养更多的家庭指导师，为璧山家
庭教育带来新风。

据了解，该项目由家庭指导师学院主
办，璧山区教委、区妇联等单位协办。活动
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导师开设了多
个工作坊，内容涵盖《如何激发孩子的学习
兴趣》《如何与孩子谈性》《如何让孩子放下
手机爱上学习》等多个方面。工作坊所授
内容精炼实用，可操作性强，对解决家长们
在教育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很有帮助。
导师们风趣幽默，家长们积极参与，体验式
的学习让大家收获良多。“家庭指导师”项
目落户璧山，让家庭指导师走进千家万户，
为璧山家庭教育翻开崭新的一页。

璧山启动
全国“家庭指导师”项目

重庆晚报讯（记者 陈旎）近日，招商银
行联合芒果TV开展的全民音乐创意团赛

“为美好发声”复赛第三站在重庆成功举办。
每个复赛区现场投票量前3名的团队将晋级
12月决赛，登上湖南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厅。

当天，参与重庆赛区复赛竞选的20支招
商银行总、分行团队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精彩
表演，参赛选手通过将专业花腔融入歌曲、手
语、RAP等表演，展现出招商银行关注客户
需求、勇于创新的精神。经过激烈的角逐，招
商银行重庆分行“DIF组合”、长沙分行“芒
果战队”、贵州分行“ZYBOYS”分别获得“为
美好发声”重庆赛区复赛第一、二、三名。

活动现场，巨幅环形LED霸屏展现招
商银行APP及掌上生活APP，抢睛商圈人
流。同时，招行重庆分行还增加了全新的多
媒体设备落地海报屏助力现场宣传，实时滚
动播放招商银行APP宣传片以及商户优惠
等信息，让选手和观众在参与活动的同时也
能知晓相关的客户增值信息。该分行还精
心准备了小招喵等多种贴心小礼物，观众
与选手参与活动即可获取，美食优惠券现
场即得即用，全面提升客户服务体验。

招行：“为美好发声”
重庆复赛区圆满收官

这家康复医院有个大型“健身房”

重庆旅游形象歌曲

等你来推选
重庆晚报讯 （记者 许安全）昨日，中国·重庆

旅游歌曲艺术节暨旅游形象歌曲推选大型主题活动
全面启动，面向全球推选征集重庆旅游形象歌曲。该
活动旨在通过音乐这把钥匙，将重庆旅游与歌曲有机
结合，让代表重庆美景、美食、美人、美事的美妙歌曲
成为重庆旅游一个响亮的名片，让全球游客唱着歌儿
来重庆。

据活动组委会介绍，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委员会、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作为指导单位，
市音乐家协会和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重报都市
传媒集团、重报集团旅游发展中心、新女报时尚传媒集
团等承办执行，数十家权威媒体机构参与支持，将确保
活动组织公正有序，传播推广深入广泛。

据组委会透露，本次活动不设门槛，也没有专业和
业余之分。凡是能与重庆城市及旅游形象、区县和景区
旅游文化相关的，积极传播正能量的，不论题材、风格和
形式，都在被评选的范围之内。推荐的应征歌曲应是一
首具有时代内涵的完整歌曲，要有词有曲，最好有小样，
要易于传唱，社会传播力要强。本次活动包括旅游形象
歌曲征集推选、旅游十佳金曲评选、成果展示及旅游歌
曲演唱会暨颁奖典礼等阶段。

投稿方式：
1、扫描二维码，进入“重庆周末

去哪儿”微信公众号，关注后按提示
进入活动报名专属页面。或直接通
过公众号菜单入口进入。

2、按要求上传在上述评选范围
内制作的词曲谱、视频或音频音乐作

品 ，不能直接上传的可以发送作品到组委会邮箱
（cqlygq@sina.com，需注明作品名称、作者及联系方式，无
相关资料的作品，主办单位有权取消其参评资格）。

3、作品通过审核后，即可出现在活动页面。
4、参赛提交的歌曲文件格式要求如下：
1）提交音乐创作词曲谱（JPG格式）；
2）提交的音乐文件为MP3格式（15M以内，如有）；
3）提交视频文件为MP4格式（30M以内，如有）。
以上作品材料，第一项为必须提交，第二、第三项有

则提交。
参赛范围：
1、社会各界人士均可持作品报名；
2、各区县、各部门、各景区和社会各界

根据实际情况选送作品报名。
奖项设置：
重庆旅游形象歌曲特别大奖（1个）；
重庆十佳旅游歌曲金曲奖（10个）；
重庆十佳旅游歌曲提名奖（10个）；
最佳作词奖（1个）；
最佳作曲奖（1个）；
最佳网络人气奖（1个）。

▲医护人员展示手平衡协调训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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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水公
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11.7米
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地，
23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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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垫国土房管告〔2018〕121号

根据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第39号令）的要求，
经垫江县人民政府批准，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将对垫江工业园区澄溪组团内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的名称和地址
出让人：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地址：桂阳街道桂西大道南阳内转盘
联系电话: 74684675、74684676、74501155
二、挂牌地块概况

编号
dj2018-11-015

地块位置
垫江工业园区澄溪组团内

用途
工业

出让面积(㎡)
23441

容积率
＞0.8＜1.5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按规划要求

出让年限
50年

保证金(万元)
70

底价(万元)
351.62

三、竞投者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
四、挂牌期限、地点及竞价方式
凡愿参加竞投者，可于即日起至2018年11月11日下午17时（节假日除外）到垫江县国土

房管局地产服务中心索取或直接在垫江县国土房管局公众信息网和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下
载挂牌交易文件，定于2018年11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桂西大道南阳公园
机关办公中心2号楼2楼举行现场竞买揭牌会，本次挂牌采取现场报名方式，有意竞买者在2018
年11月12日上午8时30分前汇入指定的竞买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账号、户名等信息详见重庆
市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djjyzx.gov.cn/）“土地出让”栏目，本地块招标（出让）
公告页面底端的《本项目投标保证金指定收取账户信息》。以到银行账上时间为准，否则不予受
理报名），并凭银行到账凭据进入揭牌会场，要求竞买人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明
或法人代表委托书、营业执照附本、资质证明书、承诺书、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
信用报告》2份、竞买申请人签署意见的《竞买须知》2份、居民身份证及印鉴，填写竞买申请，经审
查合格后方取得竞买资格。该地块每次增价不得少于5万元人民币，价高者得。

五、其他约定条件（见须知、中国土地市场网和垫江县国土房管局公众信息网）
竞买者报名前，需先由垫江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出具符合产业政策的证明材料。竞买者

参加竞买时需提交土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有支
付土地价款的资金的承诺书。

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18年10月19日
声 明: 遗 失 重 庆 七 律 室 内 设 计 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500108073660771Y）开给重庆悟成道企业品牌策划有限
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3张：发票代码5000162320号
码31940660金额75000元、票号31940661金额35000元、
票号31940662金额40000元，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重庆一建消防检测有限
公司开具给重庆江记酒庄有限公
司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050001800104 发票号 06414242
金额30000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瑞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大
会研究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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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瑞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重庆满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税号91500110MA5UDT2F9Q）
遗失重庆市网上税务局代开给重庆天骄爱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住宅物业管理分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发票代
码5000164160，号码02753190、价税合计13500.00元，号
码02753189、价税合计19010.12元）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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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778466290T的重庆瀚亚轩
商贸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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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瀚亚轩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重庆志诚会展有限公司遗失2015年03月02日核发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3007837623，声明作废；
重庆志诚会展有限公司(税号500223331699805)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及发票领购簿、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号33169980-5，声明作废。
●锦吉公司渝D92053营运证遗失●重庆明义物流有限公司渝A062E9营运证500110018264作废●重庆富进物流有限公司渝BM2737营运证500115033272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罗玛商贸有限公司车辆渝
HD1078营运证号500240003633，声明作废

声明：本人胡晨东，身份证号653101196907052435，在2018年7
月25日购买重庆中海实业有限公司开发的重庆黎香湖-春天里-合
院-02栋 114号房，不慎遗失该房屋定金收据，定金金额为
￥30000.00元（大写叁万元整），收据编号为CQLXH877，验证码：
73244169-02A3-4351-B1A5-75621155BB5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鸿凯商贸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綦江支行城东路分理处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7428102，
编 号 ：6530- 00972184，账 号 ：
5000116620005250473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金童教育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054267106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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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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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7号

安徽飞豹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于2018年6月12日受理的卿龙举诉你司工

伤保险待遇争议一案，已于2018年9月25日开庭审
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1557号仲裁裁
决书作出裁决: 一、申请人卿龙举与被申请人安徽飞豹
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之间用工关系于2018年9月5日
终止；二、由被申请人安徽飞豹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支
付申请人卿龙举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5000元、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24424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21982元、停工留薪期待遇15000元、鉴定期间生活津
贴1770元、鉴定费400元、鉴定检查费93.1元、交通费
300元。以上第二项共计108969.1元（大写：壹拾万零
捌仟玖佰陆拾玖元壹角），此款应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
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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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23日

遗失声明
烨柏（重庆）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增 值 税 普 票
01793273、01784627两张，代码：
050001800105，声明作废。

声 明
我公司承建的荣昌区2017年度农业综合开发

资金土地治理项目（三标段）已竣工。请所有债权
债务人在2018年11月20日以前至公司财务室申报
登记，逾期没有申报者，视为自动放弃债权债务。

特此声明！
联系电话：023-58123658

重庆平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9日
声 明

我公司承建的荣昌区2017年度农业综合开发
资金土地治理项目（四标段）已竣工。请所有债权债
务人在2018年11月20日以前至公司财务室申报登
记，逾期没有申报者，视为自动放弃债权债务。

特此声明！
联系人：王丽 联系电话：023-58241366
重庆科锐建设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9日

声 明
我公司承建的荣昌区2017年度农业综合开发

资金土地治理项目（五标段）已竣工。请所有债权债
务人在2018年11月20日以前至公司财务室申报登
记，逾期没有申报者，视为自动放弃债权债务。

特此声明！
联系人：胡阳 联系电话：17378303600

四川伟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9日

声 明
我公司承建的荣昌区2017年度农业综合开发资

金土地治理项目（七标段）已竣工。请所有债权债务人
在2018年11月20日以前至公司财务室申报登记，逾
期没有申报者，视为自动放弃债权债务。

特此声明！
联系人：龚玉梅 联系电话：023-55180333

重庆泉河建设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9日

声 明
我公司承建的荣昌区2017年度农业综合开发

资金土地治理项目（八标段）已竣工。请所有债权
债务人在2018年11月20日以前至公司财务室申
报登记，逾期没有申报者，视为自动放弃债权债务。

特此声明！
联系人：李小均 联系电话：023-55666666

中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9日

声 明
我公司承建的荣昌区2017年度农业综合开发

资金土地治理项目（九标段）已竣工。请所有债权
债务人在2018年11月20日以前至公司财务室申
报登记，逾期没有申报者，视为自动放弃债权债务。

特此声明！
联系人：陈应文 联系电话：023-85789999

重庆市万州区万泰建筑工程公司2018年10月19日

交通管制公告
因城开高速公路赵家枢纽互

通施工，定于2018年10月25日晚
22点至26日早7点，对赵家至开州
段实行断道拆除天桥施工，请过往
车辆提前规划线路、择道行驶！
重庆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第二支队六大队

重庆高速顾问工程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重庆马尚发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3395239439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
《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
来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10月23日
遗失重庆峰戈家居饰品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12MA5U9L9J2G）开具给重庆泰鼎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票联，
发票代码：5000164160，发票号码：01880028，价
税合计金额：25732.44元，特此声明遗失。

寻亲启事
王伟、男、汉族，1960年9月30日出生，户籍地：

渝中区征收局巷12号。2018年9月28日在重庆市渝
中区第四人民医院病亡。现尸体存放江南殡仪馆。曾
经与其侄儿联系，不能出面处理后事，现登报寻其他亲
友。见报后我们将按相关程序处理尸体，请亲友及知情人
速与朝天门街道联系。联系人：胡老师023-63939513
重庆康鸿物流有限公司渝 BN6878 渝 BQ1689 渝
B0W882 渝 BN1139 渝 B8N112 渝 BN3658 渝
BQ1226 渝 BN6986 渝 BJ7936 渝 BN6969 渝
A59U51 渝 A95306 渝 D27270 渝 B372M5 渝
BL6267 渝 BN2679 渝 BN6959 车辆脱保未年审，未
缴纳国家相关税务，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请在登报之日
起3日内到公司完善以上事项，逾期未完善者，公司将
向车管所、运管所申请灭失注销处理，后果自负。

声 明
以下证件于2018年07月16日遗失，声明遗失作废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 2018 年 3 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0MA5UF1L01H，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1500110MA5UF1L01H。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荣昌分公司 2016 年 6 月 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002260605258453，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15002260605258453。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奉节分公司 2016 年 9 月 1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36066159620L，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91500236066159620L。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武隆分公司 2017 年 8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32MA5UE2G07X，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1500232MA5UE2G07X。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云阳分公司2013年8月2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35300060715，公章、财务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500235300060715。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黔江分公司 2017 年 8 月 2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4MA5UEMPF1L，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1500114MA5UEMPF1L。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酉阳分公司2015年8月2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42311088744，公章、财务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500242311088744。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龙水分公司 2017 年 12 月 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5MA5UEMCU1M，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1500225MA5UEMCU1M。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 2017 年 12 月 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5MA5YNYN367，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1500115MA5YNYN367。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涪陵分公司 2017 年 12 月 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2MA5UE6XKXQ，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1500102MA5UE6XKXQ。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李渡分公司 2017 年 3 月 3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23556891939，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15001023556891939。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巫溪分公司 2018 年 7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00238080173058E，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1500238080173058E。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石柱分公司 2016 年 12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40MA5U8QC041，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1500240MA5U8QC041。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丰都分公司 2016 年 4 月 2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300703442475，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15002300703442475。

声 明
以下证件于2018年07月16日遗失，声明遗失作废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铜梁分公司2017年7月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MA5UEXCC4T，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1500224MA5UEXCC4T。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大渡口营业部 2017 年 10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4MA5XEWE17X，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1500104MA5XEWE17X。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秀山分公司 2016 年 7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41MA5U6QUF08，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1500241MA5U6QUF08。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梁平分公司 2016 年 11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8077285681G，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1500228077285681G。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合川分公司 2016 年 7 月 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70830588995，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15001170830588995。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永川分公司 2017 年 4 月 1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83051332776，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15001183051332776。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巫山分公司 2017 年 8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37MA5UEEL1XQ，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1500237MA5UEEL1XQ。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中梁山分公司2014年11月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7300060301，公章、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500107300060301。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垫江县分公司2013年9月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31300063270，公章、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500231300063270。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江北二部营业部2014年8月2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5304834316，公章、财
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500905304834316。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江北三部分公司2015年1月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300059944，公章、财
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500112300059944。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九龙坡一部营业部 2016 年 6 月 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MA5U6A8X47，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1500106MA5U6A8X47。
重庆市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潼南分公司2015年6月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3300092878，公章、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500223300092878。
重庆国达通物流有限公司巴南鱼洞营业部 2017 年 3 月 3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3MA5UGEUH9L，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章的编号统一为：91500113MA5UGEUH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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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MA5U5G4J5D的重庆富老
头食品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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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富老头食品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筑坤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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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筑坤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沙坪坝区泊众生物试剂经营部遗
失中国银行高滩岩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30025755601账号
108812056931，声明作废
遗失余红渝AN5670营运证号500113014964声明作废
重庆久福物流有限公司渝A95616营运
证500110050667遗失作废
重庆久福物流有限公司渝BY9978营运
证500110053798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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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3049635785的重庆玮沣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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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玮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潞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7MA5YYXB370）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减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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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23日
重庆龙凤呈祥运输有限公司，渝GA2676 营运证
号 ：500222035067；渝 GA1203 营 运 证 号 ：
500222034858 ；与公司失去联系未按规定参加年
检，拖欠公司费用，未交回营运证证件，公司多次
联系不上，申请綦江运管所注销该车营运证
注销公告：经重庆木刀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574823866N）股东会
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10月23日

遗失重庆市道路运输协会开具给重庆市
涪陵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的重庆市
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一张，收据号码：
000162160，金额：2000元（大写：贰仟
元整），特此声明收据联遗失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本委受理李仁华、邱有权与你单位二倍工资差额、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失业保险待遇损失一案，案
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2349、24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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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及申请书副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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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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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一庭
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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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23日

公 告
重庆秀清丽机械制造厂（投资人：牟顺华，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4304820200E）：

本机关于2018年6月7日中止龙昌定的工伤
认定程序，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龙昌定
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渡人社伤险中字﹝2018
﹞19号）。为依法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请
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重庆市大
渡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领取上述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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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号
中林国际建设有限公司：

本委于2018年7月18日受理的肖志双诉你司工伤保
险待遇、工伤医疗费争议争议一案，已于2018年9月4日
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1857号仲裁
裁决书作出裁决: 一、申请人肖志双与被申请人中林国际
建设有限公司之间用工关系于2018年8月7日终止；二、
由被申请人中林国际建设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肖志双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61776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6636元、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6636元、停工留薪期待遇33696
元、鉴定期间生活津贴8843元、鉴定费400元、住院期间伙
食补助费224元、交通费300元；三、驳回申请人肖志双其
他的仲裁请求。以上第二项共计178511元（大写：壹拾柒
万捌仟伍佰壹拾壹元整），此款应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
日内一次性支付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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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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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1号

重庆朝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于2018年6月13日受理的蒋光富诉你司工伤保险

待遇、工伤医疗费争议争议一案，已于2018年9月19日开庭
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1541号仲裁裁决书
作出裁决: 一、申请人蒋光富与被申请人重庆朝恩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之间用工关系于2018年9月1日终止；二、由被申
请人重庆朝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蒋光富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46575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24424元、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27477元、停工留薪期待遇15525元、
鉴定期间生活津贴5954元、鉴定费400元、鉴定检查费93.1
元、医疗费2038.7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120元、住院期间
护理费1200元、交通费300元。以上第二项共计124106.8
元（大写：壹拾贰万肆仟壹佰零陆元捌角），此款应于本裁决
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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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23日
注销公告：经垫江县杨中华肉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 500231NA000510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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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巫山县驰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7MA5UBYTN9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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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嘉昶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唐建平与你单位劳动报酬争议一案，案号
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2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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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0日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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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佳睿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K8EH2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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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翔及商贸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将公司注册
资本由5000万元减少至4500万元。请
债权人自减资公告之日起45日内，持有
效证件到公司办理相关法律手续。

2018年10月23日

减资公告：重庆羽沃绿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91500112MA5UTMQL98）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基本，由原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减少至1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与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公司清算组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
号为500105007571219的重庆允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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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允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遗失北碚区柳荫镇人口与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站中华人
民共和国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500109000212作废
注销公告：北碚区柳荫镇人口与计划生育生殖健康
服务站申请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登记号500109000212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铜梁区大模蔬菜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4MA5U5E7E8L）成
员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
社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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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万州区东大水产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1581477228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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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本企业申请债权。联系电话15823711166，联系人郝鹏。

重庆市万州区东大水产店 2018年10月2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江津区智耀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304929935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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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勘测
规划院北碚区房产测量所在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北碚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530031687101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润捷运输有限公司遗失渝
D70928营运证（营运证号500105017537）、
渝 D90115 营 运 证 （ 营 运 证 号
500105015132）、渝D98165营运证（营运证
号500105015369）、渝D62349营运证（营运
证号500105014874）、渝D62317营运证（营
运证号 500105014852）、渝D86593 营运证
（营运证号500105014402），声明作废。

君弘公司渝C8W069营运证500381010854遗失。建豪公司渝AN8212营运证500103029404渝AN7817营
运证500103011846渝AN7277营运证500103011845遗失。贵荣公司渝GB2775渝GB2158即日起登报灭
失注销。慧鸿公司渝D16906营运证500222071545遗失。重庆捷可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U7071营运证
500110027259渝BQ9529营运证500110010845遗失。嘉业公司渝BS1386营运证正副本500110018443遗
失。重庆昌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75R95营运证500107016086遗失作废。重庆万事如意物流有限公司营
运证渝A93607渝A92312渝A91725渝A92337渝A96353渝BV9911渝BB171挂渝A7872挂渝A9876挂
渝A9950挂渝A9926挂渝A9901挂遗失。齐郡公司营运证渝D58560遗失补办。凯富江津分公司渝D16901
营 运 证 500381020334 渝 D25447 营 运 证 500381020338 遗 失 作 废 。 强 顺 公 司 渝 B1A997 营 运 证
500222055372渝AG972G营运证500222055378遗失。尚善公司渝AH7179营运证500115050603遗失作
废。泽佳公司渝BX3197营运证500115036915渝A153V6营运证500115022070遗失作废。汇金公司渝
BT0028营运证500115038930遗失作废。宇国公司渝B3J059营运证500115033604渝BM6325营运证
500115039641渝BM2122营运证50011502286遗失作废。遗失重庆优快物流有限公司渝AG932挂声明注
销。渝润泽公司渝BZ1007营运证500222048779遗失，彬丰公司渝BU5836营运证500110054049遗失。九
辉公司渝BT9598营运证500115030153遗失作废。能通公司渝D13765渝D2676挂营运证遗失作废。路港
公司渝BU1088营运证500110042057遗失。汇能公司渝BU3163营运证遗失。重庆锦豪物流有限公司渝
BY8713 营运证遗失。宏亮公司渝 D68950 营运证 500110091736 注销。尊翔公司渝 D5952 挂营运证
500110074992遗失作废。喜悦公司渝D39447营运证500110078365遗失作废。

公 示
金成·溪山美郡业主及各相关利害关系人：

我司开发修建的金成·溪山美郡项目位于江津区双福街道南北大道北段518号（土地证
座落：江津区双福镇双福新区A2-01-2/01号）。目前，根据规划方案拟向行政主管部门申
请渝（2018）江津区不动产权第000194680号、203房地证2012字第05199号两个土地使
用权证宗地线性局部调整，调整后保持两国土证面积不变，使用年限不发生变化，不影响购
房正常交易，确保购房者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本公示时间为：2018年10月23日至2018年2018年11月1日。公示期内如有异议，
可向我司提出书面异议。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南北大道北段518号；联系人：
李治英；联系电话：13101331268。公示期满后，如无异议，我司将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
整申请。

联系单位：重庆瀚福房地产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治英 联系电话：13101331268

2018年10月23日

●遗失陈婷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编
号：渝A032018034918声明作废●遗失武隆县顺杨畜禽养殖场2012年
11月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500232200015639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张勇税务登记证正本，渝税
字：51022119700716531301号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夏志庆食品流通许可证，证
号：SP5001121650152849声明作废●渝B975Q7营运证号500113008955遗失作废●经营者李福遗失于2016年9月7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500108608511937，声明作废●本人秦伦学于鸥鹏御府购买房号G54-11-1，因个
人原因不慎遗失2万元收据，编号，18419738，故登报处理。●刘先安，男，职业证号15002200380699959，资格证号93
司律政字第316号512228196604120019，特此声明作废。●华泰保险摩交1110010799第二联遗失作废。●遗失两江新区依如初莲装饰材料经营部税务登记证副
本：渝税字51292519730503549102号，声明作废。●重庆嘉威物流有限公司渝BS0951营运证500110031837遗失●孙鹏鑫遗失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证，
证号：014010203605，声明作废。●遗失2017年04月14日核发永川区博强机电产品经营部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8MA5UHE9W34作废●遗失重庆全耀商贸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注
册号91500107070349099T）副本,声明作废●遗失永川区柯雪化妆品经营部2015年6月12日核发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38360345216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昌平医药有限公司吉安分公司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15001180044346,声明作废。●遗失游舒晗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045287声明作废●遗失肖凡焮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08277声明作废●遗失荣昌区昌元街道牛滚凼餐馆机打卷式发票，代码150001620410
发票号码36713706-36713728、36713730-36713731声明作废●遗失荣昌区昌元街道素素理发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0022661296100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潼南区谷谷运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代码代码：91500223MA5YXAR06J声明作废●重庆空付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建行重庆市分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
账号50050133360000000558核准号J6530075936001声明作废

●经营者李琴遗失2013年09月05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4600333645，声明作废●吴春红建筑起重机械司机S渝A042010004938遗失作废●重庆市永川区和顺农机专业合作社遗失2017.05.15核发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8MA5UKRWC8T作废●重庆市永川区罗华伦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遗失2007年12月17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3NA000452X,作废●荣昌县广顺街道晓梅日用品经营部遗失2012.08.01核发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22660032709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川区发茂苗木种植股份合作社2015.10.12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93459896787作废●新象狮物流渝D1V885营运证500115044761遗失作废●蔡忠芳遗失2014年11月04日核发的注册号
500107600403514个体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遗失杨晟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57841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区秦泽会餐饮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JY25001060049672作废●声明：北碚伍晓平内科诊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登记号PDY90488750010917D2112声明注销●遗失陈正福营业执照副本500224601102855作废●遗失涂银霞之女罗彦出生医学证明500057008作废●遗失2006.1.9发陈兴兰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63066841-1作废● 重庆骏伦物流有限公司遗失渝
AH7896营运证500384008659作废●遗失重庆中科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975008926XG 5-1作废●遗失北碚区龙凤桥街道凤凰村埝塘湾社张玉梅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CQ091404060061作废●遗失重庆百乐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001127027146），声明作废●遗失王永利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1600225318作废●王跃麟遗失铜梁区人民医院住院专用收据
1张号码002999912金额8166.35元作废●遗失北碚区静观镇天一花木园艺场公
章编号5001092008914声明作废

●遗失大足县佛都兰花专业合作社在中国建设银行重庆
大足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23542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合川区燕窝镇水碾村村民委员会在重庆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合川分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3914601作废

重庆晚报讯 （见习记者 周荞 摄
影报道）康复跑台、减重步行训练、脚踏机
甚至健身球……许多运动康复器材井然有
序地摆放着。你以为这是一个健身房？实
则不然，这其实是重庆广达康复医院的运
动康复区（PT）。

前天上午，位于沙坪坝区上桥二村11
号的重庆广达康复医院正式开业。这家医
疗面积2万余平方米，床位近500张的康
复医院拥有目前重庆最大、最系统的康复
治疗区。

“因受床位等客观影响，在大医院经历
重难急症手术后，多数病人一旦度过重大疾

病急性期，往往会被告知：可以自行回家康
复了。”重庆广达康复医院名誉院长王卫东
称，问题的现实性就在于病人回家之后，社
区门诊又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满足患者对
康复的需求，康复医院便适时而生，成了连
接两者的桥梁。依托丰富的医疗资源、技术
力量，发挥康复治疗承上启下的作用，解决
了重大疾病急性期后的康复治疗需求。

在传统观念里，多数人认为康复是大
病重病治疗后的疗养恢复过程，或是中医
的针灸推拿，甚至揉揉胳膊拉拉腿。实际
上，康复是功能障碍恢复的过程。其近期
目标是通过功能训练实现“早期康复”，在
达到“全面康复”的中期目标后，实现回归
社会，重返工作的远期目标。王卫东说：

“我们想最大限度的让患者重返社会，使其
生活自立，提高生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