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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能和这一地
球上的某个特殊地理区位有关——而且还
涉及到世界上最奇幻的现象或谜团。直到
前两天收拾笔记本相册时，想起一次格外开
心的旅程以及当时的一张照片——北纬
30°。就是这张标志性的照片，我来到东
极，祖国的最东端，迎接第一缕阳光的地方。

于是，我顺手查了一下我家所在地——重
庆市沙坪坝区高滩岩正街的纬度：北纬29°
33′，是这样啊！又查妻子回家探望父母的
纬度：北纬 30°45′。再查查在外读书的
孩子所在地：北纬 29°40′。有这么神奇
吗？我们一家人没在一起、甚至隔着十万八
千里，但此时此刻却在同一纬度线上——这不
禁让我一下子被北纬30°震慑了。

我简单搜索了一下这个北纬30°线。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方面，这
条线上密密麻麻的尽是那些令人神往的地
名；另一方面，自己竟然和北纬30°有着这
么多莫名其妙的联系——不是幻觉，不是
巧合——那一刻，不禁让我惊诧到脊背发
凉，心里感到神奇起来。

那么，我和北纬30°线都有些什么神
秘关系，让我连忙写下这篇文字呢？

人生轨迹指向北纬30°

归纳一下，我这人生50多年的纬度路
线图是这样的：我的出生地北京，北纬
40°；一年左右就搬到了郑州，北纬34°
44′；三年左右又搬到了湖北当阳，北纬
30°30′，这是我们家住过的纬度最低的
地方；然后又去了湖北襄阳（谷城，约北纬
30-31°）。1982年，我从这里考大学到了
重庆，就是北纬29°33′这个地方。大概
1985年，我父母家搬到石家庄，而我就停留
在北纬30°线了。

在大学的五年里，我只去过三个地方：
第一年暑假去了长江三峡；第二年的假期，
父母带着我去了武当山；1985年参加一次
文学笔会去了雁荡山。这是我除了曾经作
为“家”的城市之外的第一波外出，好巧，他
们都是在北纬30°线上。

大学毕业后，父母当然希望我回到他们
的身边。我在北方（京、冀）短暂工作了两
年，我也曾经努力过，但是工作和生活并没
有解决最基本的发展问题，于是就又回到、
且一直呆在了重庆。这期间，至少有3次机
会让我重返北京，但各种的阴差阳错、主要
是我的主动性不够，结果都失之交臂了。现
在无法判断是否在北方会更好，但在北纬
30°这里，我找到了最充分的成长时空，体
会了人生应该有的奋斗、愉悦和享受。

以前，我也曾想过，为什么我一个北方
出生的人竟如此眷恋这里。而今，从我的
人生位移线路看，好像发现了一个规律：从
出生到现在，我像不像是一个蹦蹦跳跳的
乒乓球，从遥远的地方跳到了北纬30°线
上，弹了几下，最后就和它紧紧地依偎在了
一起？或者简单地说，是北纬30°线冥冥
中的安排，吸引了我，收留了我，让我皈依。

所有大事都发生在北纬30°

因为人在重庆，个人的结婚生子、专业
上的接续晋升这些事都不说了。

因为工作关系，我在全国各地跑了不
少地方。只不过细细回想起来一些重要的
事件，仿佛都是围绕北纬30°而发生的，而
在除此以外的地方，经历的都不是对于我
的工作意义特别重大的事情。

1989年，重庆北边的统景（北纬29°
72′）发生地震，我积极申请参加抗震救
灾，那是我第一次外出执行救治任务。
2008年，我奉命带队参加汶川地震抗震救
灾，来到德阳（北纬30°31′-31°42′之
间），成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经历。

2014年，我连续多次到西藏执行任
务，一连串的所到之地竟然都是在北纬
30°线上，例如拉萨是北纬29°36′，羊
八井是北纬30°09′，尼木是北纬29°
40′，山南是北纬29°25′……正是在北
纬30°线上，我参加过军旅生涯中规模最
大的演习，也在践行使命上做出了最有实
战意义的努力。而其它的地方，比如年轻
时想去云南参战、参加其他的灾害救援或
者军事演习，都因各种原因，没有成行或去
了也作用不大。

在青藏高原的北纬30°线上，我遇到
过滑坡和落石。

在青藏高原的北纬30°线上，我遭遇
了天降大雪。

2015 年，我参加在川西理塘（北纬
29°99′）的高原演练，较大范围运用我们
研制的救治训练方法。其间忽遇雷击造成
数人受伤，在我们果断制定救治方案后全
部转危为安，标志着我们设计的“救治链”
理论实用高效。这是我经历的从预防、到
急救、到转运、到治疗与康复的特别成功的
一次实练、实操、且见实效。

当然了，作为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的
重要转变，我跑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
都是从北纬30°这里开始的。2011年首
届重庆马拉松的主题是“沿着母亲河的奔
跑”（现在也是）。现在琢磨一下这句口号，
不正是在告诉我们重马和北纬30°的关系
吗？所以说，我踏上马拉松的征途，也是北
纬30°魅惑力的神差鬼使。

好一道北纬30°风景线，它贯穿了我
生命的50年。它让我增长了见识，历练了
能力，完美了人生，更不枉其中30余年的
军旅生涯。

射进心怀的北纬30°线

回想起来，我这半生反反复复在北纬
30°线逡巡着，真可以一句俗语而谓之
——有缘千里来相会。北纬30°就像一串
温柔的子弹，射进我的心怀；又像是一条风
筝线，任我飘飞、又始终心有归宿。这些年
来，我究竟去过北纬30°的多少地方还真
数不清楚，暂且以图为证吧，虽然这只是电
脑里随机找到的一小部分：

——2002年在小金县，红军长征走过
的地方（北纬30°）

——2003年在三峡夔门（北纬31°），
瞿塘峡入口处，身后就是第五套人民币10
元背面的图案。

——2011年在杭州开会时到苏堤晨跑
两个来回、大汗出得是酣畅淋漓。（北纬
30°）

——2015年盛夏，在乘船过西陵峡时，

竟然有一只蝴蝶跨过长江飞到我的头上、
成功抢镜。（北纬30°）

——东极的天外飞石奇观“福如东海”
（北纬30°），这里以前是东海前线，就是在
这个荒凉小岛上，上世纪60年代曾经诞生过
一首好听的军旅歌曲《战士的第二故乡》。

从某种意义上，对于我这样的打小儿
就投奔北纬30°、又哪都不再去的人，肯定
在一些神秘的气场上与这里相合相投、融
入宿命，自然也会汲取这一神奇地理区位
所特有的物华天宝灵气了。那么，这里究
竟有什么迷人之处呢？

——这地方肯定不完美，甚至还在塑
造。这里有地球山脉的最高峰——珠穆朗
玛峰，是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之地，留下来大
地深处最为动荡的地震带内核。然而，这
种骨子里的不安分却恰恰能够满足人们求
新求变的欲望，给人们以方向，因为正是变
化的本质在激励人类生生不息地干好自己
该干的事儿。

——这地方并不那么舒适，生活于此
需要忍受。世界几大河流包括埃及的尼罗
河、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中国的长江、美
国的密西西比河，均是在这一纬度线行走
的，经常洪水啥的不说，在中国的北纬
30°，就安插了最高的山，最大的江，无数
的险境奇观和一座座最热的城市。然而，
江河自有江河足够浓烈的热情和包容，对
生命而言，这就是繁衍和壮大的原始动力。

——这地方也没有那么开化，好像还
到处散发着野性。这条纬度线上充斥着世
界上最著名的自然与文明的未解之谜。比
如古埃及金字塔群，北非撒哈拉沙漠达西
里的“火神”壁画、怪异的死海、毁灭了的巴
比伦“空中花园”，传说中的大西洲沉没处，
衰落的玛雅文明遗址，以及谈之色变的“百
慕大三角”。但那最后的神秘恰恰是诱惑
所在，有爱可寻亦有梦可追，最适宜喂养充
满幻想和情怀的大脑了。

这就是北纬30°。很显然，这些特质也
渗透在我的灵魂里。在这里，我完成了发
育，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在这里，
我从军从教从医、成家立业修身；在这里，我
竭尽全力拓展自己的见识、思考和生活。

在这里，还有许多等待我去领悟的未
解之谜。

总之一句话吧，我深深地爱着你：神秘
而美丽的北纬30°线。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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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传富

我用石块撑开柑桔
抱得过紧的枝桠
为光线留出穿行的空隙
尚未成熟的果实
喝饱阳光的汁液
就会像蜂蜜一样香甜
这让我想起父亲张开的双臂
护着我第一次攀爬梯子
我的每一次晃动
把他像木偶一样牵扯和摆布
当我费力登上每步梯子
他总是表现喜出望外的神情
柑桔与阳光在恋爱中生长
将会有果熟蒂落的时刻
如今我却孑然一身
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期待
除了父亲遥远又模糊的微笑

田坎
我的人间缩小为
一条坑洼不平的田坎
两边是青黄相接的稻田
稗子挺着亭亭玉立的身姿
小巢菜开出梦幻般蓝花
青蛙与飞虫通常相安无事
雨水过后的田坝荡，我卷起裤子
有板有眼地捉弄鱼虾
每年春耕期间
父亲会用钉耙挖些泥土
给田坎加固蓄水
我小小的脚丫
在稀泥新筑的田坎上蹒跚
父亲的目光分成两半
一半在干活，一半在紧张我
田坎的一头连着家
另一头连着公路，连着我
半世漂泊的城市生活
顺着田坎走
总能找到回家的路
只是身旁少了父亲的身影
（作者单位：渝中区大溪沟街道

党工委）

我爱神秘的北纬30°
生/ 活/ 随/ 笔

郭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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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风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招聘平板
车驾驶员数名及拖挂车驾驶员数名，要求
持有A2驾驶证，年龄在55以下者均可，
需从事驾驶平板车三年以上。对工作认
真负责，能吃苦耐劳，工资面议。
平板车联系人：李静 联系电话：13983121768
拖挂车联系人：李强 联系电话：18983290777

招
聘

综 合 服 务

遗失声明:重庆市大足区三驱镇灯
塔中心小学所持《重庆市行政事
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一式
三联空白收据，票号001793747
至001793777，声明作废
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委员会遗
失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3份，票
据号码分别是：7405174210、
7691496203、 7904737024。
特此声明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重庆锦悦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3204822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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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小禾生活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YURNN9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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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重庆顶呱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慎将合同编
号 为 ：CQ-XY1703642、CQ-SG201808- 008、
CQ-XY1800296的合同遗失，现声明作废。
重 庆 小 顶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不 慎 将 合 同
编 号 为 ：CQ-XD0000413、CQ-XD1812247、
CQ-XD1812383的合同遗失，现声明作废。

遗失富皇建筑工业化制品有限公
司车辆渝BB9136、渝BB9159货
车公告灭失作废
遗失重庆富皇建材有限公司车辆
渝BM3320货车公告灭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彭水斯博养殖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2430002437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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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巫山县兴山水产养殖业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500237NA004784X）成员大会决
议，本社拟将解散注销。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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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公告：遗失重庆富丰种子有限责任公司工商营业执照
正副本，工商注册号5002242100484，核发时间2004年11
月5日，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768850934k，税务登记证
正 副 本 ，税务登记证号 500224768850934，公章，编号
5002240979889，财务专用章，编号5002240053879，声明作废。
单位名称：重庆市綦江区永城中学工会委员会，核准号：
J6530020129804；单位名称:重庆市綦江区永城中学食堂，核
准号：J6530039429901；单位名称：重庆市綦江区永城中学，核
准号：J6530014397604;单位名称:重庆市綦江区永城中学，核
准号:z6530001071403；以上单位的开户许可证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开给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
码5000182130 发票号码08108064
（发票联.抵扣联）特此声明
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张权家电经销部（税号
92500110MA5UNJCY5D）遗失重庆市网上税务局
代开给成都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
用发票（第二联）1份（发票代码5000164160，号码
02730590，价税合计16505.29元）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小毅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332049031X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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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凯勒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1030001878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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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邦瑞机电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77874655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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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深海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30523277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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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同协电子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62102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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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同协电子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3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毅国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9577152586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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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注销公告：重庆大官椅餐饮文化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44JT4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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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声明：重庆阳晨精密铸造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壹枚（编号：5001078104896）；
遗 失 财 务 专 用 章 壹 枚（ 编 号 ：
500107810489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市庞森黑山羊养殖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500900NA000206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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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公告
重庆顶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681499117C）：
本局于2018年7月25日受理的邓兴碧工伤认定一案，因你
单位经营场所地址变更，我局无法送达有关邓兴碧此次受
伤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渡人社伤险受字〔2018〕725号），
为依法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重庆市大渡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领取有关邓兴碧此次受伤的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联系电话：02368083958）。特此公告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8年12月3日

注销公告:重庆为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32775452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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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重庆一零八广告有限公司遗失2006.8.22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1072107430）及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重庆壹零捌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遗失2006.7.13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1072107302）及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重庆市蜀宇气动元器件成套技术公司（注册号：
91500103202923962L），因无力继续经营，现进行清算。已
成立了清算小组。请各债权债务人见报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请债权债务事宜，逾期不报视为放弃处理。特此公告

重庆市蜀宇气动元器件成套技术公司2018年12月3日
通 知

公司员工：任福洲，夏运锋，因你的旷工行为严重违
反公司劳动纪律，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处理。请你于
2018年1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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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重 庆 湘 渝 晟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500905322163507）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5份（发
票 代 码 5000153320，起 止 号 码 00695894-
00695898）、报税盘（编号 44-662504730780）、税
控盘（编号 44-66150730067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交融后勤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U45DX16)经
股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目内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声明：丁华、李兴红遗失巴南区花
溪街道中国铁建•花语佰骊12幢
1一3的买房收据，定金5万元收
据编号0000015，首付344401元
收据编号0000039，声明作废

傅永红遗失重庆江北黄泥磅医院
开具的重庆市门诊医药费专用收
据 ，收 据 编 号 ：（2017）No:
115472540，金额：938.79元，特此
声明第一联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迈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U7NT-
GXY，经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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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注销公告
公司因故解散，请债权人、债务人持有效证件于本公

告之日起45天内来我公司清算债权、债务。公司债权债务
清理完毕后将向工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500108MA5U7JF33F

重庆熊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经重庆燕弘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322354565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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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茂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08016941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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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向昂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YPUXJ0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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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体动力(重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MA5UT40U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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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北碚区歇马镇东西味饭店通用
机打卷式发票代码150001620410
号 码 18945420、 18945554-
18945600代码150001720410号
码07090010作废

联成物流公司渝D12237营运证500110089036遗
失作废。重庆三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渝BY0110
营 运 证 500108019274 渝 B7600 挂 营 运 证
500108008212渝B8072挂营运证500108009943
声明作废。重庆五尊物流有限公司渝AN8570营
运 证 注 销 。 沛 华 公 司 渝 BN1708 营 运 证
500110001347遗失。为平公司渝B3A795营运证
500110068701渝B5A319营运证500110068698
渝B2A133营运证500110068620遗失作废。凯富
江津分公司渝D97010营运证500381019916遗失
作废。恒帅公司渝D22484营运证500110079283
遗失。汇旺公司渝A70995营运证500110024164
遗失。超富物流公司渝BY9690营运证遗失作废。

公 示
重庆市黔江区辉宇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铜

梁区旧县街道办事处泥溪公路路面硬化工程项目已完
工交验。凡是该项目涉及的未付的民工工资,材料款
等相关事宜的当事人请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与我公
司联系，逾期未联系的本公司视其放弃处理，责任由债
权人自行承担。
联系人:徐先生 电话:13452248999
办公室电话:023_79238876
公司地址:重庆市黔江区长征路北段90号
邮编:409000

重庆市黔江区辉宇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2月3日

注销公告：重庆誉鑫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2MA5U6FYK7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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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誉鑫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3日

●遗失李国彬（身份证号：510231197811054916）
二级建造师证书，证号：0022308，批准日期：2011
年06月，专业：建筑工程，声明作废●遗失彭玉强重庆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号码：
（2017）NO：006741745，金额6597元作废●遗失2017.3.20发周静执照副本92500113MA5UFDK16B作废●重庆市铜梁区陈栋饲料经营部公章遗失作废

●遗失陈庆林税务登记证正副本44088119861113003502作废●遗失2014.11.21发周红春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6604462398作废●遗失渝中区宰牛场世家火锅店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JY25001030019071作废●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渝北分公司遗
失渝BP7728准购证0679001作废●遗失2015.10.12发重庆市大渡口区纤手鱼家餐饮服务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U32611P作废●遗失2017.6.23发城口县洪家汤锅店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9MA5UNL9R49作废●遗失2018.4.13核发的重庆诗园科技有限公司备案通
知书 ,（渝永）登记内备字【2018】第017721号声明作废●公运南岸分公司渝D38578号车营运证号500108036067遗失作废●佳鼎物流责任公司渝BY7583营运证500105011442遗失作废●童燕税务登记证副本51250119790720684901遗失●重庆里希特工贸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碧津支行开户
许可证账号108818101583核准号J6530032852401作废●重庆怀洋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重庆三峡银行南岸支行开
户行许可证J6530038295601，财务章法人章声明作废●遗失万泽毅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340546声明作废●遗失2009年3月24日核发个体工商户张绍国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3600089141声明作废●重庆合枫予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绿梦广场分理
处开户许可证账号640057584600015核准号J6530083742501作废● 重庆金熙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331552133K，2017.2.13核发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重庆江都建材有限公司车辆渝G22055遗失道路
运输证，渝交运管渝字500230006688号，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善道人力资源有限公司2018.7.10核发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6G536E声明作废

●遗失个体户杨建勋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51021119750510251501，声明作废●重庆耐强机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7980437708，
2016.11.9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重庆禾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交通银行重庆茶园支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500114071018000006263核准号J6530064987201作废●遗失陈梓豪《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3116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麋鹿广告设计有限公司（税号500103578967656）
金税盘，编号 661554896353，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速 威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91500108320314105M）报税盘，编号662600027120，声明作废●施彬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证号:
JY15001130082167声明作废●重庆会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AA216挂道路运输证遗失作废●重庆瑞宏物流有限公司渝B9996挂道路运输证遗失作废●遗失石仕洲营业执照正本92500107MA5UFWGR5N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