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者要选择大品牌高质量车膜，
应到品牌授权的经销商场所购买更有保
障，而明显低于该品牌市场价位的商品
多为劣质假货。

市消委会相关负责人建议，如视力不
好，驾驶技能还有待熟练以及年龄偏大的
驾驶人，应选择可见光透射比指数更高的

产品；如生活所在地夏天温度偏高，汽车
又多在室外停放的消费者，则应选择太阳
能总透射比指数更低的车膜；如你是个旅
行达人又酷爱高原风光者，建议选择紫外
线透射比指数更小的车膜；如你的爱车更
多地为家中的小宝贝服务，则要把挥发物
含量放在重要位置进行选择。

如何选择车膜消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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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调查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综 合 服 务

招商寻求合作伙伴
重庆兴华清洗机设备制

造厂（成立于1984年，股份合
作制）、重庆兴华自控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注册地：渝北区，主要制
造、销售：清洗机、试漏机、压
装机及各种非标设备。现兴
华自控年产值达 500- 700
万，为扩大生产规模，寻求合
作伙伴，股份法人可转让。
联系人：田总13983826777

认尸启事
2018年6月10日，在四川省宜宾

市翠屏区象鼻镇大麦村3组某一居民
房内发生一起非正常死亡事故。死者
王正刚，男，汉族，身份证号码：
512323195502261311，户籍地址：重
庆市南川区南平镇荣华路400号20-7。

经宜宾市公安局翠屏区分局刑警大队法医鉴定，该员因疾病
死亡。我单位经实地走访、联系当地村委了解，未找到该员
亲属，无法获知其亲属联系方式。现向社会征询尸源，请近
亲属或知情者速与四川省宜宾市公安局翠屏区分局象鼻镇
派出所联系。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仍无人认领，公安机关
将依法处理尸体。
联系人：高警官18980398801 唐警官18208219250
宜宾市公安局翠屏区分局象鼻镇派出所2018年12月21日

认尸启事
涪陵区救助管理站于2015年 2

月17日接收到由涪陵区交巡警平台
送来一名无名氏，男性，大约50岁左
右、疑似精神病，该人无法提供自己
的身份信息，按规定我站送往定点医

院涪陵清溪精神病医院先行救治，该男性于2015年12
月28日因内科疾病转入人民医院内一科继续医治。于
2018年5月23日转回涪陵清溪精神病医院，于12月17
日由于多器官衰竭病逝于涪陵清溪精神病医院。

如有知情者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与涪
陵区救助管理站联系认领、逾期无人认领，涪陵区救助
管理站按照法定程序处理。
联系电话：02372270777 02372270839

重庆市涪陵区救助管理站 2018年12月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宇亚珠宝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0054822755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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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妃嫦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320344697A）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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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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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月02日至01月10日期间
根据天气情况选择一个夜间22:00点至次日06:00点对青
草背大桥实行全幅断道封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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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由重庆市垫江市政建筑有限公司承建的城口县

高观初级中学等四所学校建设项目二标段东安小学
扩建工程现已全面竣工，凡涉及该项目施工建设的所
有债权债务（含人工工资、材料供应，设施设备租赁
等），请于本公告登报公示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到
我公司办理结算全部债权债务。若逾期该项目产生
任何经济、法律责任与我公司无关。特此公告。

联系人：审监部 王女士
联系电话：023-85659198

18696918585 15902308956
重庆市垫江市政建筑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1日

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遗失“重庆市门诊医药费专用收据”217份，号码（2016）NO: 040552194－
040552234、040552244 － 040552300、040572393、040572394、040573739、040573740、
040554005、040554409、040554101、040554411 － 040554413、040554421、040554423、
040554424、 040554428、 040555283、 040555286、 040555363、 040555364、 040556410、
040556411、 040557085、 040557340、040557591、 040557867 － 040557869、 040558001、
040558003、040558027、040558032、040558037、040558040、040558053、040558065 －
040558068、 040558070、 040558127、 040558423、 040558424、 040558608、 040558700、
040559757、040562002、040562039 － 040562040、040562108、040562337、040562225、
040562306、 040562339、 040562340、 040562342、 040562343、 040562347、 040562354 －
040562356、040562360 － 040562363、040562373 － 040562375、040562378、040563487、
040563662、 040563663、 040564352、 040564938、 040565544、 040565581、 040565795 －
040565797、040566614、040567413、040567414、040567578、040567705、040568002 －
040568004、 040568718、 040568719、 040568734、 040568873、 040568934、 040569048、
040569112、 040569174、 040569385、 040606167、 040606168、 040606928、 040606929、
040607201、 040607408、 040607635、 040607939、 040607940、 040608004、 040608014、
040611977、 040612429、 040614244、 040614747、 040615430、 040616150、 040616305、
040617011，（2017） NO: 007982006、 008050841、 008089655、 008114002、 109071767、
109153950;“重庆市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1份，号码（2017）NO: 000952387;“重庆市预交住院医药
费专用收据”1份，号码（2016）NO: 004884736，声明作废。

房屋、土地出售拍卖
（1）、位于歇台子渝州路南方花园房屋一套出售，建筑面积43.94m2，起拍价30.142万元。
阿 里 拍 卖 https://sf- item.taobao.com/sf_item/582583770687.htm?spm=
a213w.7398504.paiList.31.4ba713dcnzDabn
（2）、叠拼别墅一套出售，位于九龙坡区金凤镇海兰云天，建筑面积130.94m2，享受超大花园
面 积 ，起 拍 价 85.239 万 元 。 阿 里 拍 卖 https://sf- item.taobao.com/sf_item/
582717255701.htm?spm=a213w.7398504.paiList.32.4ba713dcnzDabn
（3）、渝中区新华路216号办公用房一套出售，建筑面积179.4m2，位于雅兰电子城楼上，起
拍价 156.975 万元。 阿里拍卖 https://sf- item.taobao.com/sf_item/582586450933.
htm?spm=a213w.7398504.paiList.15.515d13dcynr996
（4）、永川大安工业园土地出售，面积14000m2，起拍价176.4万元。阿里拍卖 https://sf-
item.taobao.com/sf_item/583452685687.htm?spm=a213w.7398504.
paiList.2.5f6760e9sMDS7C价格面议，有意者请电话联系：罗小姐 13608353989

减资公告：经重庆兴瑞农林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42MA5U4HC67U）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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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
重庆众量联行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税号 91500112305087004L）遗失
2016 版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3 份
（050001800104， 号 码 08138052、
08138053、0813805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思读登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UPC01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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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银行业务部
遗失声明：以下离职人员的重庆市保险中介从业人
员执业证书遗失，号码如下，声明作废。明细如下。
李超 02000550000080020180600015
宋小燕 02000550000080020180700032
向志国 02000550011880020170300029
陈平英 02000550000080020180400072
陈晓玲 02000550000080020180400064
汪新春 02000550000080020180701804
曾煜桃 02000550000080002016001198
蓝显艳 02000550000080020171000042
刘勇 02000550000080020170400168
廖万元 02000550000080020170601259
胡涛 02000550000080020180800076
熊丹 02000550000080020180500127
周璐 02000550000080020180400110
蒋兴香 02000550000080020180800017
吕兰英 02000550000080020180800025
谢正琼 02000550000080002014011446
韩国栋 02000550000080002014036540
王轲 02000550000080020180701773

声明：重庆凯威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5771787673U）开给日通国际物流（中
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联）4张遗失，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发票号码
13463166，金额90000元，发票号码13463167，金额
43987.42元，发票号码13463168，金额90000元，发
票号码13463169，金额22668.60元，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童心童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开给国
际新能源智能汽车体验中心有限公司增值税
普通发票8份，发票代码：050001800104 ，发
票号码：06900284 ，06900285，06900286 ，
06900287， 06900288 ， 06900290 ，
06900293 ，发票金额:10000元，发票号码：
06900289，发票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债权债务公告
本公司承建的璧山区农村公路路面改建项目

2014-2015年第三批1标段项目已于2016年6月28日
完工，并于2016年11月12日竣工验收合格。凡与本
工程有关的债权债务人，务请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与本公司财务进行清算登记，否则，逾期依法律规定
视为自动放弃，本公司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联系电话：023-60362066 15696968777 13677644644

特此公告！
四川京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1日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于近日就车载CNG钢

瓶采购项目进行自主非招标竞争性谈判，采购型号：279/
80L，采购数量：350支。请具有相应资质有意参与项目谈
判活动的单位，在2018年12月28日16:00前携营业执
照、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等原件并提供盖鲜章复印件，
到重庆市巴南区融汇外河坪公交枢纽站报名。

联系人：方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
报名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316室

注销公告:重庆万客隆物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04000039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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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重庆锦航国际货运有限公司铜梁分公司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正本500224009702声明作废。重庆宏麦货运
有限公司渝AH2117道路运输证500384007349遗失
作废。铁顺公司渝D58462营运证500222068912遗失
作废。道鸿公司渝BQ6710营运证500110021398遗
失作废。成强公司渝BU3177营运证遗失。银冠公司
渝D86939营运证500222079621遗失。重庆宇泽物流
有限公司渝BV9652营运证500112011318遗失声明
作废。全辉公司渝BA811挂营运证500222037430灭
失注销。仁鑫公司渝BQ6252营运证500222007439遗
失补办。添锐公司渝A72676营运证500110033737遗
失作废。建成公司渝BA520挂营运证500222035974车
辆灭失注销。畅鸿公司渝BJ9391营运证500110037804
遗失作废。侯昌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500113003686遗失作废。 重庆豪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渝D10111营运证500110081119遗失作废。

缴销公告：因单位名称变更，原重庆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大足县分中心工会委员会公章，已于
2017年2月22日向公安机关缴销，该公章自缴销
之日起作废。特此公告 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大足区分中心 2018年12月21日

财务收据遗失声明
本人程秋涪（500239198807240015）由于保管不善，

遗失重庆中建信和嘉琅置业有限公司定金收据第二联贰万
元整（￥20000.00元整）收据编号：2828521，特此声明作
废。该收据所产生的任何权责均与贵公司无关
注销公告：经重庆安固佳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06000157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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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县旭升家具厂河堡经营
部，中国工商银行彭水分行开户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G13500243000077602，账 号 ：
310001920920002482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而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50077164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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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途田商贸有限公司2018年12月
12日开具给深圳鹏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
重 庆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
5000172130，发票号码：03030857，金额：
11873元。特此声明第二联、第三联原件作废。

重庆兴冠寓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018.11.28开具给重庆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1
张遗失，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发票号码NO19437792，开具金额12500.25.00元，特此声明。
重庆兴冠寓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018.11.28开具给重庆市播材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
票1张遗失，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发票号码NO19437793，开具金额9975.00元，特此声明。
重庆兴冠寓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018.11.28开具给重庆市播材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
票1张遗失，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发票号码NO19437794，开具金额9525.00元，特此声明。
重庆兴冠寓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018.11.28开具给重庆启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1
张遗失，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发票号码NO19437795，开具金额5940.00元，特此声明。
重庆兴冠寓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018.11.28开具给重庆启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1
张遗失，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发票号码NO19437796，开具金额5940.00元，特此声明。
重庆兴冠寓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018.11.28开具给重庆皓春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1
张遗失，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发票号码NO19437797，开具金额232.10元，特此声明。
重庆兴冠寓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018.11.28开具给重庆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1
张遗失，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发票号码NO19437798，开具金额1400.00元，特此声明。
重庆兴冠寓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018.11.28开具给重庆广州达美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
发票1张遗失，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发票号码NO19437799，开具金额5340元，特此声明。
重庆兴冠寓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018.11.28开具给安徽谊品弘科技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1张
遗失，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发票号码NO19437800，开具金额450元，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重庆三十七度家居建材销售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UBD2J7J经股
东会研究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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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债权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本公司（重庆德爱餐饮有限公司）由于保管不
善,遗失贵公司（奥司苏豪（重庆）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于2016年1月11日开具给本公司收
据,收据内容为票据号：0011932的履约保证金
收据，金额:人民币：41571.9元整。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正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60001128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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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正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1日

注销公告：重庆宸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30329540387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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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灭火器弹采购公告
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拟对物资库房灭火弹、大客

车车载灭火弹等进行竞争性谈判采购，现诚邀具备灭火器材生
产、销售、回收资质的公司参与响应，有意者请于2018年12月28
日前带单位介绍信及资质资料联系张老师13657639307.

佛吉亚（长春）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司重庆分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5000007842463667）遗失2008版增值税
普通发票（空白），代码5000102620，发票号
00562713至00562714，共2份，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雅丽洁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3460190328）经股东
会决议，注册资本由500万减少至50万。根据《公
司法》的相关规定，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45日内到
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12月21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微热八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谭珊珊计时计件工资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
案字〔2019〕第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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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下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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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李云霞：

本委受理李沙计时计件工资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
仲案字〔2019〕第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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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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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

遗失重庆巍立景服装有限公司（账
号 5441200001810200017638）
华夏银行重庆中山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30022773401作废
砂之船(重庆)商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重庆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重庆分
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码
5000182130号码07846687特此
声明遗失
注销公告：经重庆车洁缘汽车美容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5U3AHY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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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澳悦物流包装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0MA5U6K9N6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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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大恒建筑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国
恩中医医院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二联），代码
5000174320号码0546205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大恒建筑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市
公安局渝中公安分局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二联），代码
5000174320号码05453881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小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罗玉程、王川兰、邓琪琪、黄爽臣、莫启洗、杨杨、
龙惠、尹跷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劳
人仲案字〔2019〕第9-16号。因计时计件工资、解除劳动关
系经济补偿、其他劳动争议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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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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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室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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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车阿姆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MA5U4R4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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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欣乐美义齿有限公司开
具给德阳拜博永华口腔门诊部有
限公司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5000174320号码16414588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白鹤林工业技术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602NFP1M）股东会
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10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
整。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蕴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5UJN8Q3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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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重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开具给
四川泰兴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重
庆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三联）代
码 5000172130 号 码 05486921、
05486922特此声明遗失

重庆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九龙坡
分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
发票代码：5000183130，发票号码：
05718419.金额3444.37，声明作废。
重庆市璧山区建兴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统一信用代码：
91500227MA5UJY878W）遗失于2018年10月24日由国
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璧山区税务局代开给重庆万泰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一联次）1份（发票代码
5000164160，号码01452573、价税合计59840.00元）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500105352734390U的重庆星菲特服
饰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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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星菲特服饰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1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盛旅娱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0MA5YN8DJ20）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800万元减少至48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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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注销公告：重庆新鹭声建材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104008098045经股东会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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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债权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禾中运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5880467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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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丰都县建源汽车修理厂遗失2017年05
月15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500230MA5UKQXN1H，声明作废●声明：丰都县建源汽车配件门市部遗失
2015年4月14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500230605326668；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1232419830622120802作废

关于华蓥矿业公司职工唐云等七人
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

唐云、田有良等：
重庆华蓥矿业有限公司职工：唐云、田有

良、王利华、徐育利、唐女帝、唐绍辉、杜金文
等七人，由于企业改制，资产重组，根据劳动
合同法相关规定，请你们于一周内到公司办
理相关离职手续，完善离岗、离职体检证明，
若过期未办理视为自动解除相关劳动关系，
之后与重庆华蓥矿业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

特此通知
2018年12月2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车微媒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000MA5U4P4U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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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中科明觉智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304886971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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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骏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3MA5YMXP81N）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50万元减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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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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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MA5XDUL537的重庆单莱
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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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单莱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2018年12月2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汪洋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2808244739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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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朗石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42075673373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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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遗失2015年1月21日核发的重庆市渝中区聚点网吧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20001304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渝中区聚点网吧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51020219700911621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福蓉化肥销售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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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蓉

注销公告：经重庆万创金服创业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3GLY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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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九亿维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6GDE7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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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天心湖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500900NA000216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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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遗失原潼南县华波建材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准予注销登记
通知书，（潼工商）登记内销字[2016]第016356号声明作废
遗失原潼南县华波建材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准予注销登记
通知书，（潼工商）登记内销字[2016]第016366号声明作废
遗失原潼南县华波建材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准予注销登记
通知书，（潼工商）登记内销字[2016]第016367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新芮祥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MA5U430U9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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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
号为500105000214380的重庆玮长科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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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玮长科贸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1日

●遗失杨晶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专业名称：小学
数学，证书编号：012710203596声明作废●重庆永宝顺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代码050001700107号码43085201-43085300作废●重庆智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市
分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444100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铜梁区侣俸镇中心卫生院(2014)第
50022400002号放射诊疗许可证，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义丰旺商贸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惠实货运有限公司 渝A66826营运证声明作废●重庆宝顺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建行巴南支行铠恩家居名
都分理处银行开户许可证J6530045858002作废●森勃汽车运输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P6075营运证500115040296遗失作废。●遗失原荣昌县昌州街道华彩虹印刷品经营部公
章壹枚，编号500226604232129声明作废●遗失丰都县果品公司1989年5月20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20875097声明作废●遗失倪仁强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三联百元版，代码
150000721036号码01347651-01347675声明作废●海南军海建设有限公司重庆江南
分公司印章刻制证明遗失声明作废●重庆隆晨达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建设银行有限公司重庆
九龙坡华岩新城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93000735902作废●遗失重庆明敬传亮糕点店璧山区分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编号JY15001200020415，声明作废●遗失2016.10.8重庆市永川区嘉利幼儿园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法人）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18597965090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科丰运输有限公司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达江纸业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3834055736）声明作废●遗失李晓兰、吕林果之子吕佳滨2013.1.28在重庆育恩联合
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24856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昊燊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355704867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03355704867声明作废●魏林玲身份证(证号512301197109250027)于
2018年12月13日遗失，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罗弗敦商贸有限公司（税号500103339582871）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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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1 可见透射比

结果：标称“优膜V90”样本
（前档玻璃膜）不满足标准要求，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汽车膜可见光透射比体现产
品的透光率，尤其是汽车前档玻璃，
可见光透射比过低，可能造成驾驶人员视
线模糊、视觉疲劳等情况，存在行车安全隐
患。为此，国家强制标准GB7258-2012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汽车前
挡风玻璃用于驾驶人视区部位的可见光透
射比应大于等于70％。

本次比较试验汽车前挡风玻璃膜9个
样本可见光透射比大于78％，只有标称“优
膜 V90”的 样 本 为 74％ ，不 满 足 GA/
T744- 2013 要求，但超过了 GB7258-
2012≥70％的要求。10个品牌用于侧档
（后档）的玻璃膜样本均达到GA/T744-
2013，可见光透射率≥15％的要求，标称

“威固K28”的样本达到37％，透光度最好。

试验2 可见光反射比

结果：两个样本表现较差，超过相关标
准规定

GA/T744-2013《汽车车窗玻璃遮阳
膜》定义，汽车膜可见光反射比是反射的可
见光光通量与入射的可见光光通量的比
值。为此GA/T744-2013《汽车车窗玻璃
遮阳膜》规定，玻璃面和膜面的可见光反射
比都不应大于20％。

本次比较试验中对玻璃面和膜面可见
光反射比均进行了检测，所检测的结果无
明显差异。鉴于玻璃面的可见面反射光
可能造成的隐患更大，故对玻璃面可见光
反射比进行比较。标称“量子膜14”“优膜
V-90”的2个样本超过20％，与相关标准
不符，表现较差。标称“杜邦 75100、
20100”和“希尔盾K9、K8”的样本反射比
最低。

试验3 紫外线透射比

结果：近三成不符合标准，标称“3M黑
衣骑士”的超过标准15倍

汽车膜紫外线透射比反映产品阻隔紫
外线能力，汽车膜紫外线阻隔能力不高，会
导致其褪色模糊，光学性能减退，大幅缩短
使用寿命，还会导致汽车内饰龟裂、褪色和
老化。同时紫外线具有很强的穿透力，透
射力可达到人体真皮层，轻者致皮肤红肿，
重者起泡、脱皮，甚至诱发皮肤癌。GA/
T744-2013规定紫外线透射比≤1％，本次
比较试验中，标称“3M黑衣骑士”“优膜
VK-14”“卡仕邦钛晶K-80”“希尔盾K9”

“3M晶锐70”的5个样本超过1％的标准，
其中标称“3M黑衣骑士”的样本甚至达到
了15％，而标称“极尊15100”“量子膜14”
2个用于侧（后）窗的样本则以0.4％、0.5％
的低透过率表现最好。

试验4 太阳能总透射比

结果：隔热能力差异较大，且大多高于
标称值

太阳能总透射比（隔热率+太阳能总透
射比=100％）是体现汽车膜的隔热效果的
重要指标。太阳能总透射比数值越小，说
明产品阻隔太阳能的能力越好。隔热性能
好的产品在夏季可明显降低车内温度，从
而降低空调负荷，起到节能作用。

本次比较试验中，除用于前档玻璃的
标称“卡仕邦K80”“希尔盾K90”“威固V-
K00L70”“指挥官AIR”未明示太阳能总
透射比参数外，其余标明参数的6个样本
的实测值均大于标称值。标称“希尔盾
K9”45％最低，标称“3M晶锐70”64％最
高。

本次试验中用于侧（后）档玻璃标称
“希尔盾K8”“指挥官9920”未明示太阳能

总透射比，其余8个明示了参
数的样本只有标称“量子膜14”

“卡仕邦钛晶K2080”低于标称
值，其余6个样本实测值大于标
称值。标称“量子膜”的样本在

太阳能总透射比这一性能上表现
最好，而标称“3M”的样本垫底。

试验5 挥发物含量

结果：标称“威固”样本含量最低
汽车膜受到高温暴晒或长期使用时，

汽车膜粘结胶中有机物质会逐渐释放，挥
发出甲醛、苯、烷烃、烯烃、芳烃、乙醛或
酮类等物质。甲醛、苯等挥发物质会对人
体产生急性损害。烷烃、烯烃、芳烃、乙醛
或酮类等物质的沸点通常在 50℃～
260℃的范围内。气温达到一定高度时，
这些挥发性物质就会释放出来，有些会
形成雾翳并凝聚在前风档玻璃上，从而
影响驾驶员的视线；有些则产生令人不
舒服的气味，引起不适反应，从而影响乘
员的身体健康。基于上述原因，越来越
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汽车膜产品的有害
物质含量等。

本次比较试验参照GB/T18586-2001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聚氯乙烯卷材地板中
有害物质限量》进行了汽车膜挥发物含量
检测。标称“威固”的样本挥发物含量最
低，标称“3M 晶锐 70”和“卡仕邦钛晶
2080”的样本含量最高。

试验6 落球冲击剥离性能

结果：汽车膜宣传防爆只是噱头
本次比较试验中标称“极尊65100”的

样本明示为防爆膜，测试中参照 GB/T
15763.3-2009《建筑用安全玻璃第3部分：
夹层玻璃》的测试方法进行了落球冲击剥
离性能的6次试验，其结果均表明该膜不具
有防爆性能。

重庆晚报首席记者 李琅

10品牌车膜比较试验报告

车膜防爆？
认真你就输了

给爱车贴膜这件事，每位车主都会遇到，但目前市场上的车
膜品种繁多、价格差异大，遮阳膜、隔热膜、高清膜、防眩光膜、防
爆膜……让缺乏专业知识的车主难作选择。近日，市消委会对
在市场上销售的标称为龙膜、3M、威固、量子膜等10个品牌汽
车膜开展比较试验，昨日发布该试验结果。

据悉，本次比较试验样品均由市消委会人员以普通消费者
身份，在主城区4家汽车膜经营场所随机购买，共10个品牌30
个样本。用于汽车前档玻璃的10个，用于汽车侧档和后档玻璃
的各10个。该比较试验委托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进行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