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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程度高多发于青少年

重庆市肿瘤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医
生杨松巍介绍，骨肉瘤是一种恶性度极高
的罕见肿瘤，发病率约百万分之三，多发于
10-20岁的青少年，因此骨肿瘤病人，孩
子占绝大多数，本是年少无忧、天真烂漫的
年纪，但病痛的折磨使他们饱受痛苦。但
令人遗憾的是，大家对这种病知之甚少，当
孩子提起出现的疼痛时，很多家长都误认
为是生长痛或运动扭伤，甚至一些医生也
不能及时准确的诊断出病情，直至出现明
显的肿块时才来专科医院就诊，导致一些
孩子确诊时已发生了肺部转移，难以治愈。

据介绍，骨肿瘤是发生于骨骼或其周
围组织（血管、神经、骨髓等）的肿瘤，由骨
组织的各种细胞发生变异出现“瘤变”“癌
变”而形成。骨肿瘤有良、恶性之分，良性
骨肿瘤易根治，而恶性骨肿瘤发展迅速，致
残及死亡率较高。与肺癌、乳腺癌、胃癌、
结直肠癌等常见肿瘤不同，骨恶性肿瘤发
病率低，占所有恶性肿瘤发病率的1%，但
占儿童恶性肿瘤的15%，其多发于青少
年，恶性程度高，早期易发生转移，具有较
高的致残率和死亡率。

隐匿性强早诊早治很关键

《人间世2》中，4个孩子所患的骨肉
瘤早期症状主要为局部疼痛，常位于膝关
节周围，随着病情进展，疼痛加剧，很多家
属会误以为是生长痛。病情进展后，会出
现局部肿块，肢体活动受限，甚至轻微外力
作用下发生骨折。

骨肉瘤的形成原因可能是骨骼在内外
界因素（如遗传、病毒、辐射）的作用下，导
致细胞突变。骨肉瘤病情复杂、早期症状
隐匿，诊断容易发生错漏，治疗较为困难。
普通大众对其认识不足，会延误疾病的早
期诊断、早期治疗，往往患者就诊时已不能

保全肢体或发生转移，治疗效果甚差，因
此，早诊早治就显得尤为重要。

得了骨肿瘤如何诊断治疗

如何诊断恶性骨肿瘤？重庆市肿瘤医
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主任王全表示，诊断
恶性骨肿瘤需到有经验的骨肿瘤诊疗机
构，恶性骨肿瘤的检查包括：X线片、CT、
MRI等局部检查，必要时做增强扫描。同
时可进行全身骨扫描（ECT）或PET/CT
检查，排查全身其他部位是否存在转移。

骨肉瘤该如何治疗呢？骨肉瘤一般需
采取新辅助化疗后手术，即手术前就开始
化疗3-4次,再手术切除肿瘤，术后再行
12-18周期的化疗。最常用的化疗药物主
要有四种：甲氨蝶呤、阿霉素、顺铂、异环磷
酰胺；化疗的毒副反应主要包括恶心、呕
吐、脱发、白细胞和血小板下降等。白细胞
减少容易导致感染和败血症，血小板下降
易引起出血，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导致死

亡，必须密切关注。一般而言，化疗结束后
7-10天左右毒副反应最强烈，这个时候需
密切检测血常规、肝肾功能，如果发现危急
值应立即处理。

得了骨肉瘤必须要截肢吗？王全表示
不一定，骨肉瘤是否选择截肢手术应根据
肿瘤大小、侵犯的范围、类型、恶性程度等
因素决定，恶性程度较低、侵犯部位和侵犯
范围较为局限的恶性肿瘤，可选择保肢手
术。对于肿瘤较大，侵犯周围神经、血管，
如新辅助化疗后肿瘤缩小，与周围神经、血
管存在一定的间隙，则可选择保肢手术；如
果肿瘤侵犯范围广，包绕神经血管，则一般
需要截肢。同时，是否行保肢手术还需要
结合患者的意愿及经济承受能力综合考
虑。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
婷 通讯员 程风敏 熊志翔

近日，九龙坡区九龙镇开展“迎新大扫
除”活动，组织全镇清扫卫生死角，清运暴
露垃圾，清理乱堆乱放乱牵，清除“牛皮
癣”，清洁垃圾桶和栏杆等，给城市“打阳

尘”，准备清清爽爽过新年。
全镇机关干部、社区村居、保洁公

司、社区志愿者等上千人，男女老少齐上
阵，拿着扫把提着桶，带着抹布握着铲，

钻绿带、抹栏杆，拣烟头、铲纸条，撮垃
圾、冲地面，搬堆堆、拆绳绳，好一幅新春
扫尘图。仅14日这一天，便清运垃圾20
余车，清除“牛皮癣”3000余张，擦洗栏
杆 1万多平方米，此项活动将持续到春
节放假前。

（九龙镇 肖飞）

城市“打阳尘”清爽迎新春

《人间世2》中的骨肉瘤
到底是一种什么病

听听重庆肿瘤专家怎么说

一直以来，重庆就像一个巨大的摄
影棚吸引着各路导演的目光，张一白无
疑是重庆人最熟悉的一个。《秘岸》《好奇
害死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他的

“重庆三部曲”让无数人了解重庆，爱上
重庆。1月18日，作为2018重庆（国际）
影像文化节的“压轴大戏”，《张一白重庆
三部曲影像展》将在鹅岭贰厂举行，400
件与“重庆三部曲”相关的摄影作品，将
以电影作为媒介，呈现重庆十年之变以
及一位重庆导演挥之不去又不断起伏的
乡情。

据了解，2018重庆（国际）影像文化
节由重庆日报、渝中区共同举办，是重庆
近年来最大型的影像活动，从2018年6
月5日启动至今共举办了“百万市民拍
重庆”“见证重庆”影像展等16个大型活
动与展览。作为影像节的收官之作，《张
一白重庆三部曲影像展》将持续至2月
24日，免费对外开放。1月18日开展当
天，张一白将亲临现场与观众进行交流，
1月30日，张一白还将在贰厂举办分享
会，讲述自己心中的电影与城市。

上游新闻记者

展示城市变迁
首次披露大量戏外镜头

张一白
“重庆三部曲”

首次办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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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重庆模具产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开
具给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的重
庆中航翡翠城项目，收款收据，明细如下：
1.房号26-1606，票据号码1014377，金额267604
元，2.房号26-1806,号码1014378，金额271182
元，3. 房号 26-508,号码 1014379，金额 361121
元，4. 房号 26-608,号码 1014380，金额 361121
元，5. 房号 26-708,号码 1014381,361121元，6.
房号26-1108,号码1014382，金额370340元，7.
房号26-1308,号码1014383，金额370340元，8.
房号27-17-1,号码1014384，金额391152.93元，
9.房号27-18-1,号码1014385，金额391152.93
元，10.三期洋房15-2-202,号码1014388，金额
391152.93 元，11. 三期洋房 15- 1- 201, 号码
1014387，金额391152.93元，12.三期洋房14-1-
101，号码1014390，金额391152.92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大足区昊明房屋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225008204964）2019年1月14日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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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6日
遗失2009年4月22日核发的石柱土家族自
治县龙潭农机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500240NA000181X声明作废
遗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龙潭农机专业合作社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0024068891597X）声明作废

公 告
彭胤余：

你因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
一案，我局于2018年12月19日对
你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渝北国
土【处罚告知】〔2018〕20号），我局
拟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一、责
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二、限期
拆除在非法占用的146.65㎡土地
上新建的房屋。

现依法向你送达，自公告之日
起满六十日视为送达。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
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的规
定，拟被处罚人享有陈述、申辩和
要求听证的权利。

现将上述情况告知拟被处罚
人，如要求行使上述权利，应在接到
本告知书三日内依法向我局提出，
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

2019年1月11日

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彭水有限责任公司渝AG3535营运证500243009796作废。远邦公司渝
CK6175营运证遗失。君睿达公司渝D36109营运证500110082084遗失。中盛公司渝D25642营
运证 500110081618 渝 B5A033 营运证 500110067944 遗失。恭喜发财公司渝 BA130 挂渝
BX0036 营运证遗失。重庆金奇龙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D75876 营运证 500113016824 遗失作
废。野马公司渝 BY0331 营运证 500222045391 遗失作废。渝润泽公司渝 BY7633 营运证
500222045159遗失。腾顺公司渝BZ3888营运证500110060663遗失作废。驰鑫公司渝Bu6556
营运证500110039562遗失作废。天丰公司渝BD5116营运证500115054833遗失作废。圣图公
司渝BY2758营运证500110055869遗失。重庆市恒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G3625渝BR1607渝
BH8929渝BL5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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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兹有我重庆畅铭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各位客户请注意，公告后请在3日内前来公司完
善一切国家税费和每年定期年检，及投车辆保险，3日内不来办理我公司将进行强制灭失注销，后果自
负，车牌号如下：渝F18202渝F17257渝F19293渝FA0071渝F22233渝F05318渝FA0586。

公 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开展克诺尔卡福系列泵阀配

件单一来源采购活动，年度估算费用30万元。请克诺尔商用车
系统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重庆公交唯一授权经销商重
庆方拓商贸有限公司，在2019年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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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买非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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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公信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南岸分公司，渝BH5989,营运
证 号 ：500108013598；渝 BH7252，营 运 证 号 ：
500108027074；渝 BJ8538,营运证号：500108012982；渝
BJ8833,营运证号：500108012672；渝BJ8951,营运证号：
500108009078；渝 BJ9611,营运证号：500108012688 渝
BJ9981,营运证号：500108012098；渝BL0675,营运证号：
500108020370；渝BL2681,营运证号：500108016665；渝
BL2611,营运证号：500108016803；渝BL2172,营运证号：
500108018206 渝 BL3655,营运证号：500108016978；渝
BL5169,营运证号：500108017135；渝BL5670,营运证号：
500108012924；渝BL5993,营运证号：500108017107；渝
BL5989,营运证号：500108012981渝BL6299,营运证号：
500108002878；渝BL6213,营运证号：500108017104；渝
BL6512,营运证号：500108016873；渝BL6391,营运证号：
500108017133；渝 BL6892,营运证号：500108017858 渝
BL9892,营运证号：500108012833；渝BN2236,营运证号：
500108015681；渝BN0531,营运证号：500108015828；渝
BN5706,营运证号：500108015683；渝BN6196,营运证号：
500108021243；渝BQ6171,营运证号：500108012959；渝
BR8915,营运证号：500108009411渝A216Y9,营运证号：
500108011225；渝BS1902,营运证号：500108024789,以
上营运证遗失，申请注销。

重庆敏人塑胶有限公司年25万平方米塑胶电镀表面处理
生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参与调查公示
各位公众：你们好！

《重庆敏人塑胶有限公司年25万平方米塑胶电镀表面处
理生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
成，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单位
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具体说明如下：

（一）各位公众登录http://171197898.bj.wezhan.cn/
newsitem/278329847公示栏中查看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也可在重庆重润表面工程科技园前台查阅纸
质版报告书；

（二）此次主要征求受工程建设影响的公众或企事业单
位对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三）各位公众可以通过公众可以通过信函（重庆市铜梁
区东城街道街道办事处铜合大道 252 号）、传真（023-
85198002）、电子邮件（chenxuantong@cqzrtz.net）等方式
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至我单位。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171197898.bj.wezhan.
cn/newsitem/278329848。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1月8日～1月22日。
重庆敏人塑胶有限公司 2019年1月8日

重庆市涪陵区道路运输管理处非税收入一般
缴款书：（2011）NO：7121662214、（2011）
NO：7121662222、（2011）NO：7121662230、
（2011） NO：7121662249、（2011） NO：
7121662257、（2011） NO： 7121662265、
（2011） NO：7121662273、（2011） NO：
7121666186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谦瑞人力装卸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70000383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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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6日
李晓容（身份证号码51023219640602****）遗失重庆恒大绿岛新
城-E组团期-1栋-207房屋以下票据:票据号码:ldxc01763715
（首期374852.00元、首期50000.00元）、票据号码:ldxcn0105071
（契税25645.56元）、票据号码:ldxcn0105072（维修基金5822.00
元）、票据号码:ldxcn0113348（银行按揭4300,00.00）声明作废

重庆西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
号：91500107750090834U）2018年 8月27
号开给重庆柏景铭厦置业有限公司（纳税人
识别号：91500107084670844C )的重庆增
值税专用发票2张，发票代码：5000182130，
发票号码：04342921，金额：100000元；发票
号码：04342922，金额：10000元，特此声明
第二联（抵扣联）、第三联（发票联）遗失

声明:遗失重庆市公安局警物保障部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编号:7615030866、7615032917、
761503308X、 7615033143- 7615039000、
7615039027- 7615040001、 980033043X、
9853004064、 9853004128- 9853004144、
9853004240、 9853004355- 9853004363、
9853004486- 9583004494、 9853004515、
9853004566、 9853004697- 985300470X、
9853004777- 9853004945、 985300497X-
9853004996、 704306252X、 980035401X、
9800354140、9800354378、9829822040声明作废

重庆显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登记公告
各债权人：

重庆显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8
年11月22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司解散
并立即开展清算工作，请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
公司登记债权。
联系人：程渝晖 联系电话：02368614329
联系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石小路显丰大道33号。

重庆显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6日

公 告
西计公司针对2019年特种车辆维护、保养

事宜，现特向社会招标，有意者请联系我公司领取
招标文件，截止日期:2019年1月22日。

联系人:史涛 13908328392

●本人王春利，身份证号：500382198906178303，
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证书，资格证号
02000250000080020171001067。特此声明●本人樊锦秀，身份证号：500221199006255525，
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证书，资格证号
02000250000080020171001235。特此声明

遗失2018 年 7月 19 日核发的重庆微讯电
商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0830829523声明作废
重庆微讯电商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
庆石桥铺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111637880184，
核准号J653004523420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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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冰吉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304865222K）2019年1月16日
遗失重庆毅诚弘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91500103681463624F）开具给重庆旭拓机
电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
（抵扣联、发票联），发票代码：5000183130，
发票号码：05528486金额：5999元，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京平运输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营运证渝
BX2803 渝 A98515 渝 BV9607 渝 BX1331 渝
BX2192 渝 BV5753 渝 BX1908 渝 BV7762 渝
BX1655 渝 BX1993 渝 BX1612 渝 AN7283 渝
BV7783 渝 A90303 渝 BV8053 渝 A92335 渝
BX0650 渝 BV8197 渝 BX2993 渝 BX1332 渝
A72561 渝 A91229 渝 A72351 渝 BX0925 渝
A72871渝AN9372渝A72023渝A72205声明作废

巫溪县工业园区尖山组团西部污水处理厂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文件规定，现将
巫溪县工业园区尖山组团西部污水处理厂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信息的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项目名称：巫溪县工业园区尖山组团西部污水处理厂工程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表链接网站：
http://www.eiabbs.net/thread-137651-1-1.html。
公众若要查阅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请于该公示公布之
日起5个工作日内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联系方
式如下：
建设单位：巫溪县工业园区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重庆市巫溪县万通路1号
联系人：彭先生 联系电话：18725726056
评价机构：重庆大润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重庆市万州区重报万州中心D栋509室
联系人：潘先生 联系电话：15826376009
邮箱：85939729@qq.com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1.范围：建设项目周围居民、关心本项目的相关人员。
2.主要事项：（1）如何减少项目给周围居民带来的影响？
（2）对项目建设和环境管理上有何意见或建议？（3）项
目建设如何采取措施保护周围环境？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在本公告发布后5个工作日内，以信函、
电子邮件或者其他便利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环评单
位提交书面意见。
五、公示起止时间 2019年1月14日～2019年1月21日。
巫溪县工业园区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恒和酒类销售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8000314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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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6日

重庆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永川区
文昌路工程项目部遗失民生银行
永 川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
580101040013843， 核 准 号
L653000168550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淘酒人（重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MA5UCD3C11）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减至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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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郑坤冷冻食品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70030613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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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6日
重庆万速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35571765XR，2016年10月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万速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 章（编 号 5001068133599）、财 务 专 用 章（编 号
5001068133600）、工行重庆陈家湾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3100025409200023673核准号J6530058925801）声明作废

重庆泽祥船务有限公司遗失2011
年3月24日在重庆三峡银行涪陵
支行开户的开户证实书1份，账号
0154014280000060， 编 号
00006060，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重庆翔通迈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UAKW3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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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6日

重庆市益佳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给
重庆市璧山区顺达百货有限责任
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码
5000183130号码01618003（发票
和抵扣联）特此声明遗失

遗失徐思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双
桥支行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1式2份，（渝
双）股质登记设字【2015】第010692号，特此声明
遗失徐少军，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双
桥支行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1式2份，（渝
双）股质登记设字【2015】第010709号，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重庆典洲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4MA5U43D06W，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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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綦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2MA5U75QHX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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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6日

公 告
彭胤余：

你因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
一案，我局于2018年12月19日对
你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渝
北国土【听证告知】〔2018〕20号），
我局拟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一、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二、
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146.65㎡
土地上新建的房屋。

现依法向你送达，自公告之
日起满六十日视为送达。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
二条和《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办法》
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拟被处罚人享
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现将上述情况告知拟被处罚
人，如要求行使上述权利，应在接到
本告知书三日内依法向我局提出，逾
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

2019年1月11日

遗失姜彬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500105605598881，声明作废
遗失伍东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500105600289371，声明作废
遗失王丹松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副本500105601159446，声明作废
遗失张大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副本500105600294679，声明作废
遗失黄路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50010560033791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港盟置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3830000082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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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6日
注销公告：重庆农之咖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31MA5U5UAKX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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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6日
重庆环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綦江分公司渝A8F366车
辆与公司失去联系，经多方寻找无结果，请车主见报之
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税费、保险、审车，行驶证、营
运证、登记证书、车辆牌照、未交回，逾期未完善，将
向车管所、运管部门申请牌证公告作废，特此公告
重庆展平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渝BQ2815车主长期脱离公司
监管，驾驶人员拒不参加公司定期组织的安全培训学习，不
按规定进行强制安全检查和年审。拒绝按规定强制保险，处
于长期脱保，限车主在登报五日之内到公司完善一切手续，
预期未完善公司将向车管所申请灭失注销，及营运证注销；后
果自负，并追究其法律责任，车牌照、行驶证、营运证、未收回。

公告：重庆高裕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綦江分公司以下车辆与公司
失去联系，经多方寻找无果，请各车主见报之日起三日内到公司
交清税费、保险、审车、审证，否则公司将向车管部门和运管部门
申请灭失注销。特此公告 重庆高裕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綦江分
公司注销营运证，行驶证渝BQ8290 渝BQ1310 渝BN3303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梨香生猪专业合作社（以下简
称“本专业合作社”）2018年11月30日全体成员决定，本专
业合作社决定解散，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四十三条之规
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专业合作
社申报债权，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冉茂夫
遗失2009年11月23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杨
梅（黔江区程乾副食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00900600078639声明作废
遗失黔江区程乾副食经营部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1352319741014682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拓海汽车修理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101000029986）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注销，按《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日之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13908261787，联系人：向先生
注销公告：经重庆万协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80002666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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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激越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879802860X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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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岸宝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345989854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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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6日
注销公告:重庆庆义奥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YNXRD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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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6日

注销公告：原荣昌县绿森林业监理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2262100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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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万朗实业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冯永娟与你单位劳动报酬争议一案，案号为渝
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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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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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金拇指投资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5304906290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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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独资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田田花卉经营
部（注册号5001012000238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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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13609436630，联系人：田萍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杜洪琴摩托车经
营部（注册号500101200282525）投资人决
定拟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有关
规定,请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60日之内，到
本企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秀山县天禄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41MA5UPPQP8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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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长寿区上硐沙田柚种植股份
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506288104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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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肖平会，身份证号：51021819790216****于
2017年2月22日购买鲁能十三街区6号楼10一
12，不慎将代收收据遗失，收据号01012771，金额
20624元，现声明收据作废。由此产生一切经济纠
纷，与重庆鲁能开发有限公司无关，由本人承担。

遗失声明
重庆市海泽风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辆合
格证，合格证编号：WDR07P0JZ430219，车辆品
牌：东风牌，车辆型号：LZ6451XQ15AV，车辆识别
代号/车架号：LGG8D3D12JZ430219，发动机号：
S2LA006，发证日期：2018年9月18日声明作废

重庆华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在
2018年10月25日开具给中国建
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
专用发票代码 5000174130 号码
04449888特此声明遗失
注销公告：经重庆盈华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234MA5YN9C89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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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华美智能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03000052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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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6日

遗失重庆乐驷汽车经纪有限公司
车辆:渝D6Z232网约车营运证，
证 号 ：500108025850 号 ；渝
A0P815 网约车营运证，证号：
500108026329号。声明作废！

●重庆重生皮肤专科门诊部有限公司遗失招商银行重庆分行观
音桥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5181901，声明作废●傅先发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10601101178声明作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云辉办公耗材经营部遗失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19783802作废●遗失重庆卫生用品厂税务登记证（国税）
正副本税号500103202910555作废●黄淑恒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证渝G032013007294遗失作废●黎伟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渝A042015031460遗失作废●沙坪坝区中宏保健品经营部遗失2015年4月1日核发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6600487452，声明作废●个体户殷兴才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94000720601作废。●遗失重庆皇隆建材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编号5003824010938声明作废●遗失李燕营业执照副本500226600183395税务
登记证副本51021319810106772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荣昌区贰号烧烤店发票领购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L46120326D声明作废●遗失丁发希营业执照副本500226606272994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让签签飞餐饮店发票领购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500223MA601DCB5K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双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印章刻
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重庆市炎天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商行綦江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1101010120010019635核准号J6530088493201声明作废●兹有何立翔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证书编号为
S211530012注册执业证书遗失，声明作废●遗失2017.6.22核发的重庆蒂帕娅服饰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0503611117声明作废●重庆工商管理硕士学院 胡剑遗失
学生证：证号20112209，声明作废●遗失杨辉燕、周旭之子周锦浩2009.7.1在重庆市铜梁华西
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5002299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贵邦贸易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
本，税号50010606825720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黎梓旭建材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141128334）
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4112833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潼南区渝满香餐厅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号码15238020、15238022、15238023作废

●遗失潼南区段幺妹烤鱼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720410号码03830162、03830131作废●银盆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22251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重庆捷傲物流有限公司渝BY2603 车辆的

“集装箱专用车”证，编号：渝201号，声明作废。●遗失2016.4.21核发重庆月森餐饮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0548264302声明作废●遗失徐紫妤出生医学证明，编号I50011512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亘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作废●遗失宋兴烈人民警察证证号306317声明作废●遗失2017.2.28发杨绪艳执照正本92500107MA5UCH2M8M作废●重庆市凯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公章遗失作废●遗失2017.6.9发谭吉松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13604659513作废●重庆双吉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张先鱼法人章一枚作废●遗失铜梁区南城老太婆餐馆报税
盘，盘号44-662505484744作废●遗失渝北区兴华小厨餐饮店卫生许可证正副
本，编号JY25001120119475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川区实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印章编号为5003847018434作废。●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方金木制品加工厂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500106L09265817作废●遗失重庆市渝北区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识别号
91500112053238338N）金税盘，盘号661601405925作废●遗失重庆枳栀教育咨询服务部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500112083080017作废●遗失渝北区志存字牌制作部税务登
记证副本500112L53260626作废●遗失重庆市潼南区花潮湾农业观光园通用机打卷
式发票代码150001620410号码42899468作废●遗失潼南区渝潼老火锅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号码4299338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川区玖顶建材经营部重庆农商行南川支
行南平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93000785301作废●遗失原璧山县林冠餐饮山庄通用机打卷式发
票代码150001620410号码02186300作废●重庆广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回兴环卫所往来结算收据编
号为：000992381，项目为暂收保证金18500元，现声明作废●富力城2K4-21-1编号0055786，2K4-18-2
编号 0059056，2K6- 18- 1 编号 0059087，
2K6-13-15编号0070991，收据遗失●遗失重庆渝之旅山水丽都门市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旅
游服务专用收据一本，编号0081821-0081840，声明作废●遗失重报集团发行公司曾秀荣工作证，号码DD222作废。●遗失周延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发行公司工作证：DD204作废●北碚区甘诺宝力梅新保健食品经营部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编号JY15001090072649声明作废。●遗失牛宝林之女曾宇欣，于2009年8月26日在沙坪坝
区人民医院出生。该《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刘永保险执业证02000450000080020180100167遗失作废●遗失江津区寒郑副食店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00116MA5XFN57D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峰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787X8B声明作废

黄金旺铺低价装让：位置观音桥步行街踏平三岔路
口。水电气三通 280平米联系电话18983453555

最近，
微信朋友圈
被一部评分9.5
的医疗纪录片《人

间世2》刷屏，第一集“烟花”，将镜头对
准了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疾病“骨肉
瘤”。片子里的安仔、子涵、思蓉和萌萌
这4个十来岁的孩子，因为这种病，押上
自己的胳膊、腿，甚至生命，他们和病魔
抗争的故事令不少观众潸然泪下。
骨肉瘤如何诊断、治疗？重庆市
肿瘤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

专家为你带来权威医
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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