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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的缤纷年画，在游子们眺望的视野
里，让山川温柔，让人心暖透。

大地年画
李晓

生/ 活/ 随/ 笔

认识黄海子，是在多年前的一
次酒局上，姗姗来迟的他刚落座就
举起一大杯江津老白干吆喝道：“不
好意思不好意思！来迟了，我自罚
三杯……”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让我从此见识了他的耿直和豪爽。

黄海子真名黄伟，重庆江津李
市镇人氏。李市镇乃江津著名大
镇，为远近闻名“旱码头”。在这方
民风纯正的乡土上，产甘醇浓烈的
高粱酒，亦生长乡情浓郁的乡风民
俗、俚语故事。你若有兴趣随便到
弯弯拐拐的场镇上走走，冷不防便
有稀奇古怪的民间谚语夹着醇厚的
江津农村方言钻进你的耳目，让你
止不住蔚然感叹：这乡情果真好似
一壶酒啊！有着这样纯真的家乡人
文背景，生长于斯的乡村娃儿黄海
子能写出“接地气”的渝西乡情系列
散文当不足为奇了。

黄海子是诗人。他的诗简洁明
快，朴实生动，不事雕琢，纯净自然，
读之品之，常在不知觉间就陷入他
精心布局的场景之中而不能自拔。
然在时光轮换到2018的金秋，他却
毫不设防的来了个华丽转身，笔杆
子一摇写起了“乡风民俗散文”，甫
一亮相即令人刮目相看。在《重庆
晚报》开辟了“渝西乡情”专栏，以纯
朴、新鲜、活泼、有趣的乡土题材和
质朴文字给人耳目一新的阅读快
感，让人惊异之时忍不住暗自喝
彩：好一个心中有“料”有“情”的黄
海子！

黄海子自幼生长、生活在人
文气息浓郁的李市坝上，对这片
生养他的故土有着深刻的个体体
验和真挚的赤子情怀。那些发
生在他身边的人文历史、乡村地
理、民俗风情、方言俚语早已耳
濡目染并浸润到他的骨髓深处，
以至如血脉涌动常常激起他文
思喷溅，并通过他点点滴滴的
真情抒写构成了独具一格的
“渝西乡情”系列。其表现

手法上“形散而神聚”。
题材取舍立意上始终围

绕渝西江津李市坝上
流传古今的乡村

物事为贯穿线

索，明确而集中的提炼出了“爬杆
杆”“听灯戏”“打莲枪”“打铁水”等
众多乡风民俗题材，托物描写抒情，
内容广泛多样，生动活泼地为我们
呈现出一幅幅中国传统人文场景，
教人大开眼界。

记人叙事是散文创作最为明显
的标志。它的显著特点即是注重表
现作者的生活感受，抒情性强，情感
真挚。黄海子的“渝西乡情”，在这
方面做出了极其有意义的努力和探
索。他在记叙中充分借助想象与联
想，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由实而虚
的依次写来，融情于景、寄情于事、
寓情于物、托物言志，于真情实感中
实现物我的统一，展现出丰富多彩
的乡村生活场景。

例如，在《爬杆杆》一文中，他在
记叙爬杆杆的精彩之时，把笔的着
力点放在了父子皆是乡间杂耍艺
人，以“爬杆杆”为生的一对农家父
子身上。以记叙描写表演场景为
虚，以刻画王武这个聋哑艺人为实，
以虚实有度、有张有弛的叙述、描
写，真实展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对真挚爱情的追求。

有人说，写诗的人写散文更有
优势。我以为这和散文抒写的文字
之美有着直接的关系。散文素有

“美文”之称，它除了有精神的见解，
优美的意境之外，还应该有清新隽
永、质朴无华的文采。黄海子是诗
人，他的诗有乡村原野质地的美，而
他的散文同样具备了清新明丽、情
真意切、朴实感人的特质。且看他
的《撒佬儿记》，用了很多形象语汇，
如“细细腻腻，羞羞涩涩，高亢而来，
浑厚炽热，呜呜咽咽，婉婉转转”等
等，特别是描写音符的那个“漏”字，
极形象、贴切而具感染力，完全把

“撒佬儿”写活了，直教人拍手叫
绝。这样独具黄海子风格的情趣文
字还有很多很多，限于篇幅，不再一
一赘述。

黄海子通过他的渝西乡情系列
散文让我们“望见了山、看到了水、
记住了乡愁”。我以为，他以酒酿造
的纯朴“乡情”意味在于此，他作品
的生命意义也在于此。
（作者系江津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黄海子通过他的渝西乡情系列散文让我们“望见了山、
看到了水、记住了乡愁”。我以为，他以酒酿造的纯朴“乡
情”意味在于此，他作品的生命意义也在于此。

乡情好似一壶酒
——黄海子渝西乡情散文印象

施迎合

文/ 学/ 评/ 论

多年以前的某个薄霜早晨，我在一个县
城的旅馆里醒来，去楼下面馆里吃面。

一个中年男人在面馆里呼啦啦吃着碗里
的面，不时抬腕看表，露出焦急神情。“晚了，
晚了！”中年男人嘴里叫出声飞奔出屋。后来
才知道，中年男人是一个长途客车司机，他是
赶去汽车站参加那年春运启动仪式的。晚
上，我在旅馆里看到了县有线电视台报道的
新闻，大意是说F县今天早晨8点18分春运
正式启动，县里领导到现场剪彩。画面里，一
辆披着红绸的长途客车在欢送的目光中缓缓
出发，载着游子们回家过年，由此驶过万水千
山的大地路途。

春运，是一个县里的大事，也是一个国家
的大事。春运是这个国家一年之中最大的一
次人口迁徙，它是腊月里的大地之上，徐徐铺
开的一幅幅最抒情最浓烈的画图。

我常常想象着那些年这样一辆长途客车
里、一列穿过长长隧道鸣着笛的绿皮火车上
的乘客们，他们穿过腊月里的凛冽寒风，穿过
漫天风雪，一步一步抵达到心头燃起柴火熊
熊的故乡。白昼与黑夜，在忽明忽暗的光线
中浑浑噩噩闪现，各种体味弥漫交集，有人在
别人里的睡梦中到点下车，有人在梦呓里喊
出亲人们的名字，或者咂吧着嘴正在梦里贪
婪享受亲人们做的一道道家常菜。当然，也
有人趴在车窗前，双眸痴痴地望着窗外一闪
而逝的景物：火车站台边叫卖瓜子之类小吃
的老大爷，地里绿油油的蔬菜，草叶上的白
霜，村头张望的老水牛，屋顶上袅袅飘向云层
的炊烟，农家屋里摇曳的如豆灯光……这些
景物朦胧而凝重，深沉而透心，它们都勾起了
对故土家园的温暖亲切记忆。其实所有人的
故土家园，它们深埋在人心里的最柔软处，大
都有一个相似面相，那就是一间屋子里的灯
火，亲人们的等待和飘香的饭菜，翻看家里老
相簿时想起流逝的光阴，絮絮叨叨中浮现起
的家事记忆。

2003年的腊月，我的堂叔从山西太原坐
火车回重庆，那年53岁的堂叔在山西一个县
里的煤矿挖煤。堂叔在太原火车站给我打来
电话，人声喧嚷中，我听见他断断续续的声音
传来，他说太原的风雪很大，已经买到了晚上
9点30分的火车硬座票。一辆比平时超载的

火车，摇晃着一路驶过榆次、平遥、洪洞、宣
汉、达州等数十个站台，抵达重庆城时花费了
将近30个小时。火车上的乘客，那可是真正
的同车共济啊，看一看他们在火车上的姿势
和情景吧：坐着，站着，卧着，挤着，趴着，踩
着，叫着，哭着，或倚，或躺，或靠，或伏，或蜷，
或弓，或抵，或弯，或抱，或缠……他们就这
样，在火车上一直保持着最艰辛最忍受的姿
势。当长途跋涉的火车在“喉管”里喘完了最
后一口气，终于到站了，家乡也就不远了，他
们疲倦的眼帘瞬间闪现出了喜悦。

当我在村头老槐树下，看见堂叔扛着一
个蛇皮口袋躬着腰站到我面前时，我明显感
到，满面尘灰如炭色的堂叔，在那一年里衰老
得特别厉害。堂叔穿过杂草蓬勃的山梁，在
祖坟前哆嗦着燃起一炷香，一头跪下，喃喃出
声：“妈，我回来了！大伯，我回来了！”

在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年俗里，回家过年，这
是一种共同迈出的步伐，一种相同相通的美好
愿景。在这些大地上蔓延流动的年画中，
有我进城18年的老妈妈，一进入腊月，
她就开始忙年了。我妈在阳台上风干的
腊肉香肠，金黄油亮，浮现眼前时忍不
住想扑上去咬上一口。我妈在腌制腊
肉的油水里浸泡过的老豆腐，一块一
块放入小簸箕里晾干，在这些年的
除夕夜看春晚时当作零食品尝，
我恍惚间就回到了童年山坳里油
烟滚滚的老屋子里。还有来自
东北的老鲁，在腊月里，他一
个人走到芦苇如雪花般舞着
的小河边，深情地唱起“我的
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住在
乡下庭院里 91岁的胡老
伯，他准备在今年腊月用
毛笔续写家谱，老人家对
我说，他高祖祖是从湖北
某县迁移来的，他想去那
里走一走看一看，那里有
着他们祖先的血脉源头。

大地上的缤纷年画，
在游子们眺望的视野里，
让山川温柔，让人心暖透。

（作者单位：万州区
五桥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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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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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计公司”）西计

大厦（约16000平方米）的洁卫生、厂区的化养护，需对外选
择承包单位。有意单位请到西计公司领取招标文件。该公
告有效时间截止2019年1月21日上午12:00时。
联系人：袁先生联系电话：62928462/13594138136

重庆市五洲金属彩印有限公司包装装潢印刷制品
扩建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为：http:
//www.cqkuanxin.com/news/content-7360.html
查 阅 纸 质 报 告 书 的 方 式 和 途 经 为 ：联 系 编 制 单 位
15923149771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珞璜中学、珞璜实验小学、珞璜派出
所、典雅温泉城小区、珞璜工业园区还建房区域、碑亭村散住
村民、梨树塝散住村民、长合村散住村民、塘坎村散住村民等
本项目周边环境敏感点区域居民。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http://www.cqkuanxin.com/
news/content-7360.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将意见反馈至以下邮箱：810928631@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自本公告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重庆市五洲金属彩印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8日

遗失华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华
润万象城一层 L171Berluti 收据一张，收据编号
1854954，记载装修押金，金额20000元整，特此声明作
废。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法律后果由王康个人承担，
与华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无关。

征 婚 交 友

渝
媒
人

婚恋服务专家 成就天下姻缘
www.cqmeiren.com
13983171089

R 放 心 消 费 示 范 单 位

重 庆 亿 城 居 房 地 产 经 纪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91500106MA5UB0DX68）遗失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沙
坪坝区税务局代开给重庆成程之光水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的重
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1份（发票代码050001800105，号
码 03046275、价税合计 57000 元）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号为
500105000284659的重庆伦戈华个人形象顾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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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伦戈华个人形象顾问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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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0003460493547的重庆市香橙
数码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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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香橙数码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1月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毅峰军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6MA602MTDX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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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毅峰军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双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634605353X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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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双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美丽坊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6MA5U4BM05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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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美丽坊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斑马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YQFEK2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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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语联行翻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MA5YRDWW5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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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璨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556751213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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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展渝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060544448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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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蓝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9020000232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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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远塘文化娱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60232J5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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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讯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U0J8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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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璧山区跃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U3TXRX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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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福全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U61AG3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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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璧山区恒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33958374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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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森帝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6AKB0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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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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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银行
永 川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
580101040013843， 核 准 号
L65300016855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惠联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305242836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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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綦江区桥河清洁服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30504628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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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二十七度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NRXX2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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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注销公告：重庆阜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3052477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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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闲乐木艺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120080825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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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声明：庞泽明（身份证号51370119810224131X）
购买重庆恒大绿岛新城E组团期-10栋-2306号
房票据丢失 ，房款发票号码 01763444 金额
167166元，契税收据0100618金额16684.98元，
大修收据0100619金额3334元，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重庆典风房地产营销有
限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江北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57075001， 账 号 ：
1125300000089597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北约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8CXMX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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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8日

声明:重庆八中遗失非税收入统
一票据四张，号码:000652069、
008372267、 008372265、
008372298特此声明遗失补办。
声明：渝北区六匠餐饮店（税号
92500112MA5UN2CP5F）遗 失
通用机打发票（卷式）:发票代码
050001700107 发 票 号 码
44361101-44361200，声明作废
郑秋华（身份证500242198709183625）遗失重庆
文旅城D1-S2-2-附25购票据3张，定金收据（编
号：0059468）金额696000.00元；首期收据（编号：
0059522）金额 2784000.00 元；代收费（编号：
059523）金额97272.09元，原件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厚土园林景观艺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683935461F）股
东会决议决定拟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
定，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2019年1月18日

遗失声明：重庆民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丰都县
285高程水厂扩建工程，刻制的“重庆民福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丰都项目部”印章和该项目负责人何廷智
印章以及重庆民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丰都支行平都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L6694000074101, 编 号:653000066085，账 号:
2707020120010000677，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市荣昌区稻逸种植股份合作社（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6339558986A）经成员大会
决定，本合作社拟将注销。根据相关规定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前来办理债权债务清
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1月18日
注销公告：重庆荣帅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34MA5UR938X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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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市佳东货运有限公司《重
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作废发票（代
码 5000183130 号码 03224153、
03224154）的发票联与抵扣联各2
份，声明该发票无效。
遗失重庆市荣昌区南方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建工第七建筑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二联抵扣联），代码5000182130
号码07746578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合瑞印刷包装制品有
限公司开具给丝艾产品标识（重
庆）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代
码 5000182130 号码 04249126-
04249129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超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227MA5YPD1K98）股东会决
定，现将注册资本从3800万元减至5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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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原开县华德牧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234320492622N）股东会决
定，现将注册资本从3000万元减至1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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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宇公司渝D66300营运证500110090855遗失。九
恒 物 流 公 司 渝 D86779 营 运 证 500115053181 渝
D78906营运证500115053588遗失作废。重庆连庆物
流有限公司渝A95512营运证500110050241遗失作
废。路港公司渝 BQ6105 营运证 500110007828 遗
失。强顺公司渝 BY6926 营运证 500222044024 遗
失。安旗公司渝AN5211营运证500402014288遗失
作废。恒华公司渝BP0335营运证正本及卡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金剑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054845922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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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永川区百宝斋收藏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5UPJ7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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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2015.12.11发重庆澳临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40RE1W作废●遗失2015.12.10发重庆施普新能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400A7D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春色弥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8HKW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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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明
重庆浩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陈辉明

(身份证号512227196701098013)于2018年
12月31日已离职，离职后再利用我公司名义
签订的《再生资源收运处置合同》一律无效，
在离职前签定的合同公司巳派专人负责，不
再由陈辉明负责。特此声明
重庆浩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8日
减资公告：重庆非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597996778L) 经股东会
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500万元减至200万元，
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邓俞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9MA5YQY4FXE）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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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市矩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左静，费
晓玲，尹世佳，杨航二级建造师执业印章4
枚 ，编 号 依 次 为 ：渝 207111120209，渝
208171857723， 渝 208171857675， 渝
208171857684，现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仕国机械配
件厂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沙坪坝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5300018828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忆军阁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06MA5U8ML43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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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注销江北振国诊所《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登记号
PDY60228- 050010517D2122，
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市潼南区悦凯宾馆有限
公司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 号 码 11648201、
11648206、11648223、11648233、
1164824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洲洋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5001087043414）、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
5001087043415）、法人章（周阳）各一枚，声明作废●遗失2015.11.13核发的重庆伦戈华个人形象顾问有限公司
备案通知书（渝江）登记内备字【2015】第017468号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大渡口区八桥镇民乐村第
七经济合作社公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华西食品厂（税号915001072031251458）金
税盘，编号661728536375，声明作废● 遗失双桥经开区君森汽车配件经营部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1021719710125034101，声明作废●重庆斐翼企业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遗失工行建新北路支行红五路分理处开
户许可证账号3100023409200170525核准号J6530035202501作废●遗失江津区嘉隆食品经营部 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500381604601305作废●张晓俐遗失重庆大学研究生学生证，学号20111444作废。●李钟遗失汽车客（货）运从业资格证，证
号：5001130030102001660，声明作废。●遗失叶春晓营业执照副本92500107MA5UG9K616作废●重庆怡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6张：发票
代码5000172320发票号码19642234-19642239声明作废●重庆海方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85616142058）刻章备案回执单遗失，声明作废●遗失双桥经开区千乙食品经营部税务登记证正
本，税号51023019820602432X01，声明作废●荣昌区昌州街道科创食堂遗失发票领购簿一本，纳
税人识别号92500226MA5Y5N0QXR，声明作废●声明：重庆怀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在华夏银行加州支行
预留的印鉴旧公章一枚（编号：5001023028882）特此声明●江北区硕枫荷鲜花店遗失2017/12/06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代码92500105MA5YP3423Q,声明作废

●遗失忠县极速网吧公章壹枚，编号
5002331009908声明作废●遗失黄晓霞营业执照副本92500113MA5UB1L18H作废●遗失北部新区品源茶叶经营部(经营者：杨应燕)个体工商执
照正本2014.2.25核发注册号500903601135648作废●遗失原铜梁县佳兴房屋中介有限公司公章缴销证明，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登峰品牌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公章作废● 遗 失 蒋 丽 琼 通 用 机 打 卷 式 发 票 ，代 码
150001620410号码42918682、42918683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青鱼香餐饮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
代码150001720410号码03812086声明作废●张丽鲜遗失助理农艺师资格证，证
号：K021619201912，声明作废●遗失江北区卜衣服装店2016年8月24日核发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608422920声明作废●吉奥运输有限公司渝BQ1065 营运证遗失●重庆丹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华夏银行重庆分行南岸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5435200001819100099922核准号J6530011359201作废●遗失何友均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90101710作废●遗失范永春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4600193205作废●遗失铜梁区窦三餐窦正利执照副本500224606257917作废●遗失何琼秀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3600292785作废●遗失2015.8.21发邱静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6606036720作废●遗失重庆宝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增值税
普通发票5000144320号码04092131作废●遗失重庆瑞涛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税
务登记证正本500119339586610作废●遗失重庆沃尔姆汽车维修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公章一枚，编号5001127042194作废●遗失重庆寿喜福餐饮文化有限公司娱乐
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500112160170作废●遗失2014.10.31发璧山区汇香坊日用品经营
部营业执照正本500227600325400作废●遗失吴乔幽出生医学证明R500391755作废●遗失江津区桂超家具经营部税控
盘，盘号499938811133作废●遗失重庆桂荣商贸有限公司税控
盘，盘号499928195453作废●遗失重庆润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报税
盘，盘号499924102150声明作废●遗失2017.6.26发重庆市渝北区两路镇渝北水城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5UNM6150作废●遗失2017.12.4发永川区刘广飞食品经营部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8MA5YNY1X1K作废●遗失2014.11.27发宋家芳营业执照副本500106600458310作废●遗失重庆美大洛东贸易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78140844，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歇马镇杨胡李日用品经营部（纳税人识别号：
50010919841029755401）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岳泓羽2012.4.20出生证明L50034672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南岸江南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7T010
车辆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0017018，声明作废。●遗失邹宇笛《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163224声明作废●遗失，王福吉，营运证500225003123声明作废●遗失2018.4.3核发的南岸区兆通建材经营部（李年裕）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5YU1DU1B作废●重庆市华都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在重庆市农业银行沙坪
坝支行开的专用账户遗失财务专用章（无编号)，声明作废●重庆广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5001001002962，声明作废●韩翌（身份证号：650104199106115010）遗失户
口卡原件及重庆市人才大市场协议书，声明作废●重庆欣地石油零售有限公司遗失工行交易大厦支行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3996201，声明作废。● 遗 失 陶 开 基 医 师 资 格 证 ，编 码:
199850141512221360212675声明作废●遗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分公司增值
税专用发票，5000164160号码02731273声明作废●苏晓枫遗失重庆大学学生证，学号：2012211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银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壹枚（编号500108701547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高策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03327774454，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浩然居餐厅通用机打卷式发票，发票代码
150001720410，号码03810809、03810868 声明作废

重庆市涪陵饭店有限公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500102711619715）发 票
专 用 章 （2） ，编 号:
5001023050977，遗失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