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每家住户发200元过年福利

这个小区的业委会
真让人羡慕

▲粉刷得干净整洁的小区公共区域

▲小区业主来到业委会办公室签字领取春节慰问金

江北海韵名邸是一个超过15年的老小区了，然而这几天却在朋友圈火了。原来，该小区
的业委会不仅把小区老化的墙面翻新刷白，而且还给住户发放“过年钱”……这让不少网友羡
慕不已：“别人家的业委会咋就那么好！”江北海韵名邸新一届业委会由4个六旬老人和1个小
伙子组成，“新官上任”只用了两把火，他们就让小区200多家住户的心暖了起来。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文 任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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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里的“两把火”暖人心

1月26日晚上7点，60岁的胡定跃准时出现在
江北区观音桥街道海韵名邸小区业委会办公室，坐
下后，他小心翼翼翻开记账本，B1栋6-1的业主陈

女士前来，在核对身份证核后，胡定跃从抽
屉里拿出200元，交到陈女士手上。“这是业
委会发的过年钱，不单单是福利，拿到手里
还喜庆。”陈女士笑着说。

此前，小区里张贴了发钱的通知，不少
业主将信将疑，跑来办公室询问：“听说发过
年钱呀，是不是哦，起码有5年没领过这个
福利了！”等亲自领到钱，业主们才明白过
来：哦，业委会又开始正常运作了！一旁的
小区业委会主任、63岁的陈树坤介绍，给业
主发福利的钱来自于小区3个门面的租金
和7个电梯的广告收入，总共加起来接近6

万余元，加上以前节余的部分收入，给小区200多
家住户发福利还是没问题的，目前，已经有近百家
住户已经领取。

记者了解到，给业主发放过年钱福利，是新一
届业委会的“第二把火”了，“第一把火”同样烧得够
旺：此前，有业主找到业委会反映小区楼道墙面老
化掉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由业委会出资，对墙面
进行刷白处理，工人于去年12月28日进场，不到
半个月，就把小区多处楼道的墙面变得焕然一新。

“瘫痪”5年的业委会回来了

刷墙费用开支情况，由胡定跃一一列明后打
印，和发放福利的通知一起，张贴在了小区，这让业

主们欣喜又期待。业主曹婆婆感慨地说：“瘫痪5
年之久的业委会终于又回来了！除了领过年钱，又
可以反映小区里的问题了！”

采访时，更多的业主还告诉记者，业委会一前
一后“两把火”，让小区有了新气象，大家的心里也
是暖洋洋地。业主张君还给记者发来多张对比照
片，照片中，小区物管正配合业委会，在维修小区路
灯。就连小区门口的保安，提到业委
会，也满是夸奖：“正在给小区业主发
过年钱呢，可惜我不是业主！”

当晚，领取福利的业主陆续
前来，害怕胡定跃忙不过来，业委
会成员67岁的倪世碧和62岁的
吴小勤也来到办公室帮忙，一直
忙到9点。除了刷墙和发过节费，
陈树坤透露，接下来，他们还有“第三
把火”——改善小区车库环境。

4个老人1个小伙让业主信服

记者了解到，该小区新一届业委会已在
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登记备案，任期为2018年12月
至2023年12月。业委会成员当中，陈树坤、倪世
碧、胡定跃、吴小勤都已经年过六旬，唯一的小伙陈
立只有38岁。

退休前，倪世碧是搞行政工作的，吴小勤在医
院从事管理工作，胡定跃是行政单位的财务。行
政、管理、财务，业委会里的每个人都根据自己所
长，划分了工作。而陈立是机关单位的行政人员，
说起加入业委会的初衷，他表示，去年上半年，他深
深体验了一把小区业委会“瘫痪”后的弊端，才明白
业委会存在的必要。“我们那栋楼的电梯出故障后，
找不到业委会，很久都修不好，而且业主们也是一
盘散沙。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定要让业委会重新发
挥作用。”

“有人对业委会有误解，总觉得我们会谋求私
利，所以，在各项费用上面，我们都要做到公开透
明，把刷墙的开支情况张贴出来就是这样。”陈立
说，而且，业委会所有成员还公开承诺：不要任何报
酬。为这，倪世碧的家人多少也有些反对她当副主
任，还拿“好积极的志愿者”这样的话来激她，她却
调侃着回应：“是积极撒，你们哪阵看到志愿者不积
极的嘛。”

重庆晚报讯 （上游新闻记者 黄菁
晶）1月25日，金科集团“情暖万家春节送
温暖”活动在重庆市举行，金科现场捐赠
500万元，慰问重庆市公安英烈遗属、困难
民警，以及重庆市石柱、奉节、巫溪、忠县、
涪陵、丰都、大足、云阳、开州等9个区县的
建档贫困户，帮助他们欢度温暖幸福的春
节。市有关部门领导、金科集团相关领导
与员工参与了此次活动。

在现场，金科控股董事局主席、金科
股份创始人黄红云向10个受助区县和单
位分别捐赠了50万元，并由金科股份董事

长、总裁蒋思海将捐赠牌赠予重庆市慈善
总会。据了解，“情暖万家春节送温暖活
动”是金科“红太阳工程”重要组成部分，
迄今已连续举办9年，每年新春来临之际，
金科就会为贫困家庭送上温暖，让美好发
生，为爱传递，目前已累计10万户贫困家
庭受益。

多年来，金科始终坚持“社会价值大于
企业价值”，第一时间把手伸给最困难的
人，将慈善深深植入自身企业文化之中。
作为唯一荣获国家民政部“中华慈善奖”的
重庆企业、“2017-2018中国房地产年度扶

贫标杆企业”，金科集团在重庆市连续多年
位居民营企业公益慈善捐赠首位，在民营
企业扶贫工作中一直起着带头作用。

据统计，截止目前，金科累计公益投入
及直接捐赠超过15亿元，向国家级贫困县
投资超过300亿元，近三年向国家贡献税
收超过200亿元。2018年金科集团捐赠
1.2亿助力“精准扶贫慈善公益行动”。并
在持续参与“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工作、
创新性推进教育扶贫、打造产业扶贫示范
项目等多个方面具有出色的创新性表现。

据悉，伴随着20年发展历程，金科坚

持凝聚温暖，以诚挚的初心去为需要帮助
的人带去美好。随着金科快速、健康的发
展，金科将积极探索、创新模式，持续投入
资金，坚持精准扶贫和公益事业，在公益行
动的道路上，金科依然在延续着美好的力
量，不断努力，为更多困难的人送去温暖。

金科集团开展“情暖万家春节送温暖”活动
捐赠500万元帮扶困难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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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穆义杨，于2019年1月9日至今连续旷工。根据

签定的劳动合同约定，通知你于本月30日前回单位办
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否则，公司将按照合同有权单
方自动解除劳动合同。 重庆松通机械有限公司

身份证遗失声明
本人王碧（女，身份证号 510283197702224783 有效期

2005.08.15--2025.08.15）于2019年1月28日在重庆市南岸区
南坪西路遗失第二代身份证，自遗失之日起，一切非本人签名使
用身份证的行为，均与本人无关，本人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陈 石 磊 （ 身 份 证 号 ：
530322198512142630）遗失药学
执业药师证（证号ZZ00339662）、
中 药 学 执 业 药 师 证（证 号
ZY0025457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奥迦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3ADQ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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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卓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31RM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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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麟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242000011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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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声明: 由四川省科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开县
汉丰湖岸线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大丘段)一涉水工程
项目己审计完毕，因在审计完后在审计局和业主交接资
料的时候，施工日志和监理日志丢失。特此声明！

四川省科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经重庆丽普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K0X37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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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重庆健之佳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宏帆
路 国 奥 村 店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5001053316986694)遗失增值税普
通发票1份，发票代码050001800104
发票号码1360066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人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开具
给重庆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的增值税
普通发票，发票代码：050001800104，
发票号码：16895519，票面金额：
42500元，特此声明此发票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罗钞月遗失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

合格登记表，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护士
执业证书，证书编号200950029086，类
别临床护理，声明作废。

声 明
包季宽(身份证号码510224197010024852)

与我公司签订了大足区规划展示暨文化艺术中
心、市民中心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图书馆装饰
装修EPC(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工程的劳务分
包合同，但包季宽本人至2018年10月5日以来，
一直没有到施工现场履行合同义务，严重违背了
合同的约定。本公司特别申明，至今日起解除与
包季宽签订的上述合同。

申明人:重庆英特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时间:2019年1月29日

公 告
重庆旭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李治德（2018年7月14日2时左右，李治德在
重庆旭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铸造铁时被铁水溅入
眼睛受伤）向本局提交李治德的工伤认定申请,本
局于2018年12月17日依法受理。因本局通过特
快专递向你单位送达的《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
书》（渝北人社伤险受字（2018）3013号）、《工伤认
定限期举证通知书》（渝北人社伤险举字（2018）
433号）被退回，现场送达发现你单位已搬迁，具体
搬迁地址不详，现依法予以公告送达。为保障你
单位的合法权益，如你单位认为李治德所受伤害
不是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
规定，请你在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机
关提交证据材料，如不按期履行举证责任，本局将
依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
论，你单位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公告自刊
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1月29日

●遗失吴传发、汪丹平之女吴金瑶在重庆市梁平区正康医院
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140539声明作废。●遗失郭雪风、朱明花之子郭贵华在重庆市梁平区妇幼保健
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500135123声明作废。●遗失许大武、王义娟之子许程鑫在重庆市梁平区妇幼保健
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378371声明作废。

“凯洋.富润园”小区安置户
接房通知

凯洋.富润园小区安置房已取得《重庆市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拟于2019年
2月11日开始办理接房手续。现就接房相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接房时间：2019年2月11日至2019
年2月28日。

（二）临时安置费（过渡费）发放截止时间
为2019年2月28日，超期未接房户不再发放
临时安置费（过渡费）。

（三）办理地点：各征收现场办公室或各
征收现场通知指定地点。

（四）请尚未办理入住手续的安置户持征收
产权调换协议书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到各征收
现场办公室办理费用结算及开具接房确认手续。

特此通知
咨询电话：67710311、67121215、67710191

重庆市江北区城市房屋征收中心
2019年1月28日

公 告
由我司承建的重庆市南州旅游开发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古剑山办公楼装饰工程现已竣工，请所有
与该工程有关的债权债务人，自该公告见报之日起30
日内与我公司财务室联系，并带齐相关原始依据到重
庆市渝北区黄泥磅御景天城1栋21-5室登记备案，以
便完清相关手续，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联系人：刘女士
电 话：023-67030130 15025602816

重庆宏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9日

重庆市长庚物流有限公司渝BT1567营运证500115027313遗失声明作废。昌融公司渝B9858挂营运证
500222033080遗失作废。能凯公司渝D46249营运证500110083947遗失作废。久旺公司渝C63J17营运证
500382023752遗失。重庆市长寿区辛奇运输有限公司渝BP0988营运证遗失。盈旺公司渝D68272营运证
500382021462 渝 D18653 营运证 500382027418 渝 D2280 挂营运证 500382027401 遗失 。利仁公司渝
BR6680营运证500110068850遗失。重庆耀佳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V2689遗失。易到公司渝BZ3266营运
证 500222047060 遗失作废。罗勇身份证 510522198908233712 遗失作废。重庆浩荣物流有限公司渝
B070M5 渝 B077X3 渝 D88561 渝 D92815 渝 DK8950 渝 DU5268 渝 DW2826 渝 DW2179 渝 D2D318 渝
D3D118 渝 D8L759 营运证灭失注销。重庆奔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渝 BS3779 营运证
500110020452 遗 失 作 废 。 东 能 长 寿 分 公 司 渝 BF7585 营 运 证 500115053594 渝 BF6775 营 运 证
500115042318渝AS6556营运证500115042752渝BM7866营运证500115062296遗失作废。重庆连庆物
流有限公司渝 BZ3313 营运证 500110060667 遗失作废。重庆华彩物流有限公司渝 BX1693 营运证
500110045546遗失聚骐公司渝BR6670营运证正副本500402017704遗失。恒泰公司渝C69119营运证
0626470 遗失。创源公司渝 A97258 营运证 500110051222 遗失作废。尊渝公司渝 BS3170 营运证
500110020793遗失作废。添锐沙坪坝区分公司渝BK1955营运证500106022997遗失作废。重庆市綦强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96021营运证遗失。进银公司渝BV7889营运证500110040328遗失。重庆祥成商贸有
限公司渝D78900营运证500113015002遗失作废。金轮公司渝BD9071营运证500115039168遗失作废。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事业部丰盛1井钻
井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丰盛1井钻井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委托中

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开下列信息：
一、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稿可通过https://
pan.baidu.com/s/1vTVGCTqBmtO-DIV4OlkTpQ下载，
也可在新妙镇鹅岭村村委会查阅纸质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本项
目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征求内容为环境影
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及建议，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内容。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可通过 https://pan.baidu.
com/s/1I0qsubR3na-PY1YDdNCsZQ下载。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可通过前述网络链接下载
公众意见表填写意见，填写完成后的意见表可通过电子信箱
提交（412597752@qq.com）或邮寄（重庆市渝中区经纬大道
784，伍涛15310323736）。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年1月22日至2月2日。

建设单位：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事业部
2019年1月2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达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6590521446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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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达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2019年1月29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志锦翼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李毅诉你司劳动报酬、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赔偿金争议一案，已于2019年1月11日开庭审理。本委
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2564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
决：一、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8年1月工资5000元；
二、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5000元。以上款项合计10000元（大写：壹万元整），此款
由被申请人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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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9日

遗失重庆市江北区晓东标牌制作
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北滨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30005863501，声明作废
费明静、肖玉林遗失重庆模具产业园区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开具的中航My一T0MN-二
期-53幢-827购房收款收据，收据编号：
2001423，金额：13777.99 元；收据编号：
2001424，金额：28953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丰毅律师事务所;（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25001201410342094）
经出资人决议，拟将注销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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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天友旅行社（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74287126X7）
上级主管机关研究同意决定注销本旅
行社，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特此公
告。2019年1月2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琰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1MA5U49EF1J）股东决定，本公司拟注销。
按《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之内
到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人：石总 电话：137 8720 1298

重庆琰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9日
注销公告：经利道万家社区服务重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3U5T0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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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水之初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5URK435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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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钰钢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0577827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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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稻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305221349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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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旭奕栖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4MTC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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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赵晓林遗失购买兴亚沙滨国际楼盘
发票1份，开具日期:2017年5月4日，发票号
码:3792495，金额:67677元；收据1份，开具
日期:2017年5月4日，收据号码:2128424，
金额:10008.31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乔恩西蒙迪电气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305134501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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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重庆凯新明基建筑规划设计咨询事务所
（税号 91500242MA5UPFN31K）遗失
已开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第2联和第3
联）1份（发票代码5000164160，发票号
码02732239）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重庆拾光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04MA5UT-
KRF0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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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暴怒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7JQF1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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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德广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903000042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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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注销公告：经橘趣（重庆）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MA5YQDRB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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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旎旎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3AMP1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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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倪桂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31RA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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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紫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31R3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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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仲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7MA5UGPW45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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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水昌净水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5U7WXRX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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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大唐粮油发展有限公司2018
年12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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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俊

声明：兹有渝之旅国际旅行社书香美
地门市遗失国内合同一份，合同编号：
sxm-jn-33000168369声明作废
声明：兹有渝之旅国际旅行社渝之旅丰
都步行街门市部遗失以下合同;国内合
同 CQ- JN00100359，00072657 出境
合 同 CQCJ- 00045492 单 项 合 同
DDDX0002311 作废
遗失重庆市荣昌区安富街道旭新
幼 儿 园（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500153592267269F）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渝荣 民
证字第01-106 号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鼎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YRW255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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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云阳县国安船业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683910408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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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只此一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5E0E3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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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天隆汇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4JNJ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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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证遗失声明：合格证纸张编
号：NO.00891798、车架号：LNB-
MDBAH5FU126722、发动机号：
F05E15555，特此声明遗失
遗失2017.2.16发北碚区东阳街道
二 品 饮 食 店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92500109MA5UBT6U6J、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JY15001090018292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渝北区恒立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691201281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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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益佳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给
重庆德沃木制品加工有限公司重
庆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代 码
5000184130号码 00157540（抵扣
联和发票联）特此声明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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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西段装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00108MA5U35CF2T)2019年1月29日
执业证遗失声明：李光文先生在
2019年1月24日在渝北区丢失本
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执业证，证件号码为
32211151100177，特此声明公告。
遗失宋远松购买重庆万达城-A区-A11住宅-T21-1606
的预约金.首期收据编号0038837金额5000元；首期收据
编号0038838金额179225元；权证印花税（住宅）.预告登
记费（住宅）.契税（住宅）收据编号0038839金额18469.46
元；定金收据编号0038879金额20000元作废
注销公告：经巫山县永林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7080189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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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方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30686228500J）股东会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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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遗失渝A22T78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上航物流公司渝BQ2169营运证500110035086遗失作废●遗失重庆海外旅游客运有限公司渝 AL3910 营运证号
500103034523，渝AL0985营运证号500103028192声明作废

●遗失沙坪坝区唐文甜品店餐饮服务许可证，
渝餐证字：2016-500106-002026 声明作废●遗失左成有《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F500006210，声明作废。●王联联（500238199103150685）遗失法律职业资
格证正、副本，编号C20125002380359声明作废。●刘梦真遗失重庆育才成功学校民办专用收据，号
码000284397，金额2000元，声明作废。●重庆市八零八广告有限责任公司遗失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南
坪支行营业部开户行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8367901作废●李军遗失重庆侨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3.4.14开具的购买
侨城御景第329号车位收据，编号00137916金额98000元声明作废●遗失2017.7.5核发的重庆群金企业管理咨询中心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2MA5UP9N94P声明作废●重庆万年电气有限公司江北分公司遗失民生银行重庆江北支行开户
许可证，账号:154660998核准号:J6530078710101声明作废●遗失忠县百福影院管理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2331025269）声明作废●张明刚遗失车牌号鲁 J-01567 机动车辆保险单保单号
PDAA201843010000136738的发票，代码4300164320号码 21114200声明作废●遗失罗婉珈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390064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烧鸡酒家发票领购簿，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00223MA5YFAP3X2声明作废●遗失陈蕊琪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12444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廖云祥茶树种植家庭农场(编
号5003834024564）公章一枚，廖云祥私章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胡大树茶叶种植家庭农场公
章(编号5003834035409壹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球琳重锦商贸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9000046903），股东决定，拟
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各债
权人债务人在登报45日内，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北碚区公共保障住房管理中心碚都佳
园房屋管理中心遗失重庆市行政事业
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2016）NO：
001392879（第三联存根）声明作废

遗 失 公 告

征 婚 交 友

●登报声明：重庆蓝天印制厂财务专用章
因破损严重更换，旧章已被公安局收缴。●谭兵建筑起重机械司机证渝A042012020547遗失作废●遗失2018.10.17核发个体工商户邹欢（渝北区欧焙客蛋糕
店）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604BU00K作废●遗失付茂护士执业证书，编号201450002195作废●遗失陈先忠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10600999938作废●遗失渝D99835营运证5002260164638、行驶证声明补办●遗失重庆市綦江区敖仕维家庭农场公章一枚作废●遗失杨秉国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字
51020219520205411901声明作废●遗失刻有“江津区几江街道迷你星座小区业主委员
会”字样的公章一枚，号码5003815019270作废●遗失重庆河龙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公章一枚，编号5002351023828作废●重庆市青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遗失作废●遗失2012.11.23成立的渝北区光辉建材经营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12600523300作废●遗失重庆揽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
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遗失王艺程《出生医学证明》编号○500052773声明作废●刘海波2019.1.1遗失驾驶证500234198507195273作废●重庆邦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B37T91王萍
社保收据0003242遗失，声明作废。●遗失2012年11月14日核发的王龙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600520887，声明作废。●重庆澳成物流有限公司渝D53764营运证500110081985遗失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