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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齐五
莫伤和气
这几天点开朋友圈，就有人问：“你有多的敬业福

么？给我一张。”
没错，一年一度支付宝集五福活动又开始了，5个

亿的大项目，哪有不参加的道理？
昨日，记者调查发现，大家为了集齐五福使尽浑身

解数，还引出不少故事。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郎建荣 实习生 陈丹

“记得3年前支付宝第一次集五福时，敬业福一张难求，没想到今
年依旧如此。”32岁的乔珊珊是武隆区人，在南岸区南坪万达写字楼里
一家审计公司上班，这两天正忙着集福。点开手机支付宝，里面有
和谐福、富强福、友善福、爱国福，唯独缺一张敬业福。

“我攒了很久，支付宝活动也做完了，就是没集到敬业
福。”姗姗说，她不死心，决定到朋友圈讨要，前天一早，
她发了条求助信息讨要敬业福。意外的是，有小学
同学告诉她，以前同班的小雅正好也发了一条
消息，有多的敬业福可以送人。

“小雅，不是我发小么？一起上下课
互相打闹的那个女生，七八年没见过
了。”珊珊说，听到这个名字瞬间勾起
了童年美好记忆，“当年没微信，用
QQ也少，后来到重庆上大学再
工作，很多发小都失去了联
系”。珊珊和小雅聊了一
个上午，约定春节回武隆
老家拜年时再见面。

“平时大家要多联
系。”通过集福找到发
小，虽然高兴，但也
让珊珊感到自己
鼻子有点发酸。

“今年集福第一天，女朋友就集完了，得益于我的神助攻。”
29岁的邹睿和女友丹丹恋爱3年多，每天形影不离，这次集福

活动免不得先照顾女友。
“去年集福活动抽到6块多钱，今年早早准备起了集
福活动，一大早运气也好到爆，抽中2张和谐福、2张

爱国福和1张难得的敬业福。”邹睿说，没高
兴多久，丹丹就发来集五福的截图，
“看，只差一张敬业福了”。

没办法，邹睿只能忍痛割
爱，乖乖交出好不容易抽到

的敬业福。他说：“集五
福就是图个开心，只

要她开心，我也一
样开心。”

苦
没送卡好友生气

“看着集五福的活动，就知道又快
过年了。”刘彤，25岁，在渝北区开了一家
服装店，平常有空就打开支付宝集福，昨天
刚集齐五福。“感觉今年难度比去年大，不仅要
集五福，还要抽花花卡，周围人还有很多没集
齐。”刘彤说。

昨日一大早，刘彤收到好友小琪的求助：亲，有没
有敬业福，来一张啊。

刘彤只有一张敬业福，舍不得送给朋友，想到了在线
教学，希望小琪用沾福气卡的办法，在朋友圈里沾到敬业
福。

“先用支付宝到店付，获取沾福气卡，选择要沾福气的
支付宝好友，然后从好友的福卡里翻一张卡作为自己的福
卡。”刘彤一边告诉小琪沾福气的方法，一边截图演示。

不曾想，小琪没学会，而且有意见了。“要么就爽快点
送一张，不送就别那么多废话，啰里啰嗦不厚道。”小琪在
微信上怼刘彤。

看到这儿，刘彤有些懵，早知如此，何必教你……

辣
沾到福卡发红包

“彬彬，在玩集五福么？”“还没
啦，怎么了？”“哈哈，我抽到了一张敬

业福哦，运气好！”前天上午，刚走进办公
室，28岁的韩彬就被同事要求一起玩集福

活动，“听说今年有沾福气卡可以沾朋友的福
卡，还有花花卡抽取全年帮你还花呗大奖，所以

想玩一玩”。
一个上午，韩彬抽了2张爱国福、3张富强福、1张和

谐福、1张沾福气卡，还差敬业福和友善福。此时，他想到
同事小刘抽到了敬业福，就用沾福气卡去试试运气，结果真的

沾上了一张敬业福。
中午，小刘找到韩彬：“你沾了我的敬业福，你得发个红包来补偿。”
韩彬觉得不好意思，只好发了个18.88元的红包。“就算集齐五福

抽支付宝红包，很可能抽不到那么多钱，想想真是亏大了。”韩彬说。

找到了失联发小酸 讨得女朋友开心甜

目的是图吉利图开心
心理咨询师陈瑶表示，跟往年一样，今年支付宝集福活动如期而至。相比起

来，今年增加了花花卡和沾福气卡，互动性更强。不过，目前已有200多万人集齐
五福，预计今年的五福红包依然不大。

陈瑶表示，需要提醒的是，集福目的是图吉利图开心，真的不是为了那点红
包。若因此事伤了和气，可比几块钱的五福红包损失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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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公 告

环评公示
城口县鱼泉电站拟对“马驷店

水电站项目”进行环评公示：公众
可通过以下链接查阅环评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等信
息 。 网 络 链 接 ：http://www.
cqmsy.com/。

联系电话023-68725210。征
求意见自即日起10个工作日。

公 告
我公司承建的城北3号路道路项目工程

已于2016年9月底以前全面竣工。本项目部
即将撤销，为做好本工程的收尾清欠工作，请
与本工程有业务往来的客户和民工在本公告
之日起15日内尽快与项目部取得联系，结清
所有工程项目款项。逾期本公司将不承担任
何经济和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项目部联系人：邓小东
项目部手机：13908388725
监督电话：0793-6271778

江西顶峰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日

遗失声明
遗失《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

共2份，渝中 股质登记设字(2014)第
000297号，持有人为出质人：秦大平的
那份原件及渝中 股质登记设字(2014)
第 000324号，持有人为出质人：彭广
琦的那份原件，特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中区社会保险局
关于要求退还张兴娟死亡待遇款项的催告函
张秀女士：

我局于2018年5月31日向你送达了
《关于撤销向张秀发放张兴娟死亡待遇的
决定》，告知因你错误领取张兴娟死亡待遇
90654.59元，要求你于收到该决定之日起
十五日内，将全部款退还我局。并告知你如
不服该决定，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
日内向重庆市社会保险局或重庆市渝中区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向重
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然而，你至今未向我局退还前述款项，
亦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现我
局再次致函催告，请你立即，将前述款项退
还至我局如下账户：
账户名：重庆市渝中区社会保险局职工养
老支出户

开户行：工行较场口支行
账号：3100021509024914363
如本函未被理会，我局将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
四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特此函告。
重庆市渝中区社会保险局
二○一九年二月一日

重庆君翔木制品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西永支行陈家桥分理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7855801，账
号：4602010120010000118，声明作废

公 告
重庆物华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经我局初步清理核查，你司开
发建设的龙珠花园项目，未按国家
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我市有关规定
及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缴清土地价
款及完善用地手续。受重庆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原重庆市国
土房管局）委托，我局于2017年4
月10日、2017年10月13日通过
邮寄方式向你司邮寄《催告函》，因
收件人不在指定地址原因被退
回。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自公
告之日满60日视为送达，请你司
于送达之日起30日内到我局缴清
土地价款及完善有关用地手续，逾
期，我局将按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及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处理。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

2019年2月1日
公 告

重庆天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经我局初步清理核查，你司

开发建设的岳阳综合大厦蜂巢项
目，未按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我市有关规定及土地出让合同约
定缴清土地价款及完善用地手
续。受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管
理局（原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委
托，我局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
2017年10月13日通过邮寄方式
向你司邮寄《催告函》，因无人认
领原因被退回。现依法向你司公
告送达,自公告之日满60日视为
送达，请你司于送达之日起30日
内到我局缴清土地价款及完善有
关用地手续，逾期，我局将按土地
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土地出
让合同约定处理。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

2019年2月1日

重庆市渝中区社会保险局
关于《关于要求退还张兴娟死亡待

遇款项的催告函》的公告
张秀：

因你错领张兴娟死亡待遇款
90654.59元，我局于2018年 5月
31日向你送达了《关于撤销向张
秀发放张兴娟死亡待遇的决定》，
要求你将全部款项立即退还我
局。2018年12月5日，我局依法
通过EMS快递方式向你寄送《关
于要求退还张兴娟死亡待遇款项
的催告函》，但你无故拒收。因我
局通过各种渠道已无法与你取得
联系，现我局再次向你公告送达
《关于要求退还张兴娟死亡待遇款
项的催告函》，请你立即向我局退
还错领的死亡待遇款项。

重庆市渝中区社会保险局

公 告
洪朝明等96户：

经我局初步清理核查，你等96
户开发建设的交通佳苑项目，未按
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我市有关
规定缴清土地价款及完善用地手
续。受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管
理局（原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委托，
我局于2017年4月10日、2017年
10月13日通过邮寄方式向你们邮
寄《催告函》，因收件人名址有误原
因被退回。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自公告之日满60日视为送达，
请于送达之日起30日内到我局缴
清土地价款及完善有关用地手续，
逾期，我局将按土地管理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

2019年2月1日

公 告
重庆巨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我局初步清理核查，你司开
发建设的泰湖新居项目，未按国家
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我市有关规定
及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缴清土地价
款及完善用地手续。受重庆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原重庆市国
土房管局）委托，我局于2017年4
月10日、2017年10月13日通过
邮寄方式向你司邮寄《催告函》，因
收件人不在指定地址原因被退
回。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自公
告之日满60日视为送达，请你司
于送达之日起30日内到我局缴清
土地价款及完善有关用地手续，逾
期，我局将按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及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处理。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

2019年2月1日

公 告
重庆海龙物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经我局初步清理核查，你司开
发建设的岭秀锦园项目，未按国家
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我市有关规定
及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完善用地手
续。受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管
理局（原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委托，
我局于2017年4月10日、2017年
10月13日通过邮寄方式向你司邮
寄《催告函》，因收件人不在指定地
址原因被退回。现依法向你司公
告送达，自公告之日满60日视为
送达，请你司于送达之日起30日
内到我局完善有关用地手续，逾
期，我局将按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及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处理。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

2019年2月1日

公 告
重庆意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
庆佳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我局初步清理核查，你司开
发建设的石油佳苑项目，未按国家
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我市有关规定
及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缴清土地价
款及完善用地手续。受重庆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原重庆市国
土房管局）委托，我局于2017年4
月10日、2017年10月13日通过
邮寄方式向你司邮寄《催告函》，因
收件人名址有误原因被退回。现
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
满60日视为送达，请你司于送达
之日起30日内到我局完善有关用
地手续，逾期，我局将按土地管理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土地出让合
同约定处理。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

2019年2月1日

公 告
重庆大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我局初步清理核查，你司开
发建设的伴山名都项目，未按国家
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我市有关规定
及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缴清土地价
款及完善用地手续。受重庆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原重庆市国
土房管局）委托，我局于2017年4
月 10日、2017年 10月 13日通过
邮寄方式向你司邮寄《催告函》，因
收件人名址有误原因被退回。现
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
满60日视为送达，请你司于送达
之日起30日内到我局缴清土地价
款及完善有关用地手续，逾期，我
局将按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及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处理。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

2019年2月1日

公 告
王洪等152户：

经我局初步清理核查，你等开
发建设的王洪等集资房项目，未按
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我市有关
规定缴清土地价款及完善用地手
续。受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管
理局（原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委托，
现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自公告之
日满60日视为送达，请你等于送
达之日起30日内到我局缴清土地
价款及完善有关用地手续，逾期，
我局将按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

2019年2月1日

公 告
胡世长等74户：

经我局初步清理核查，你等开
发建设的胡世长等集资房项目，未
按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我市有
关规定缴清土地价款及完善用地
手续。受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管理局（原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委
托，我局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
2017年10月13日通过邮寄方式
向你等邮寄《催告函》，因收件人不
在指定地址原因被退回。现依法
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满60日视
为送达，请于送达之日起30日内
到我局缴清土地价款及完善有关
用地手续，逾期，我局将按土地管
理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

2019年2月1日

公 告
戴坤海等713户：

经我局初步清理核查，你等开
发建设的戴坤海等农转非自建房
项目，未按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
规、我市有关规定缴清土地价款及
完善用地手续。受重庆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管理局（原重庆市国土房
管局）委托，现依法公告送达,自公
告之日满60日视为送达，请于送
达之日起30日内到我局缴清土地
价款及完善有关用地手续，逾期，
我局将按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

2019年2月1日
告 示

由重庆桂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重庆市垫江监
狱2016年度东印山、莲花山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工程现已
竣工，凡涉及本项目所有债权债务关系的个人和单位，于
即日起15日内到我司办理账务结算手续，逾期恕不办理。
联系人：重庆桂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行政部 李静怡
联系电话：023-63072749
公司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山茶路70号3号线广场A栋17A层

重庆桂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日

注销公告：经武隆县强琼蜜蜂养殖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500232NA003939X）成员大会决
议，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
日之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武隆县春峰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5002322200047）成员大会决议，本
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
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
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公 告
“南山壹号二期•锦绣南山二组团”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

“南山壹号二期•锦绣南山二组团”项目位于大足区龙岗街道办
事处翠西路187号，由重庆越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为了
能将该项目顺利实施，现重庆越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我局提出申
请将南山壹号二期•锦绣南山二组团G6-G10号楼及6#、8#、9#商业
进行优化调整。现拟将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19年2月2
日至2019年2月15日，公示地点为“南山壹号二期•锦绣南山二组
团”项目售房部和大足区规划局网（http://ghj.dazu.gov.cn/）, 请业
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相互转告。

若各位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无重大异议，公示结束
后我局将依法按程序对该调整办理相关规划手续。特此通告

联 系 人：吴勇 何明洋 联系电话：43725061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局 2019年2月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安冠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633957826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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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荣昌区军扬百货有限
公司;（注册号9150022608633533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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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静遗失重庆市渝北区奥园13.1期 1
单元6-6-6定金收据一张，收据号码：
91000-00000924 金额：50000元，楼
款 收 据 一 张 ，收 据 号 码 ：91000-
00000923 金额：20000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渝森亿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2MA5ULQ9J1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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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巧圆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305161438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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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昆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9010001547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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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

公 告
大渡口区盛输农副产品销售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00104MA608N477R）个体户经
营者徐思宇私人全方位收购了重庆尖峰投资
有限公司的所有权，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津源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331599513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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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壮杰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MA5U395L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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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

遗失两江新区秀平食品经营部2015年2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500905605010565；食品流通许可证，证
号：SP5009051550007160，特此声明作废

重庆重交载崟物资有限公司（注册号：91500225MA5ULLUR7J）
经股东会议决定吸收合并注销公司，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重庆市两江新区峨嵋大道北段99号办
理相关债权债务事宜，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重庆重交载崟物资有限公司 2019年01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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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5880404594的重庆有缘机
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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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有缘机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艾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YR9PY6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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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
注销公告：经武隆县民思富农产品股份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3500232 MA5U3GYD6H）成
员大会决议，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
社法》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之
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出质人：重庆东方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质权人：重庆
市沙坪坝区巧毅织布厂、出质股权所在公司：重庆北碚稠
州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2日办理的股权
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渝碚）股质登记设字（2016）第
001849号，质权登记编号：500109001089547作废
遗失2015年10月09日发璧山区华荣废旧
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7562120037，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璧山支行狮子分理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30003455804作废
注销公告：经巫山县青草池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735279645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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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重庆直选惠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5U3FGB2E）经公司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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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直选惠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日

注销公告：经武隆县翠云茶叶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500232NA000444X）成员大会决
议，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
日之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方致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06MA5YW53L6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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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龙会汽车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9050079374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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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菲灵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000MA5UT04Y5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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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
号为500105000050918的重庆鼎阳工商咨
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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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鼎阳工商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日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沈阀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304948490D，
拟将注册资本由5180万元减少为4850万元。请
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2019年2月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微宝当家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331675942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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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

减资公告：重庆汇稳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5U7RL84F）经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注册
资本由5000万元减少至18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
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
宜。 特此公告 重庆汇稳建材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芬福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505171250X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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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涪陵区金莹粮油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
号91500102574827656P）已开作废增值税普
通发票，代码5000171320，号码06845766，价
税合计金额2079元，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乾洪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在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川支行的基本存款
账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6530048595401，编号 6530- 00818318，
（账号50001153600050214002），声明作废。

●林凡清遗失（身份证号510203195901040038）失业证作废
●遗失屈思涵《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317788，声明作废
● 遗 失 巴 荣 华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530022971801重庆银行八一路支行声明作废
●丰都县杨家权健康信息咨询服务部遗失2015年01月16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230604879189声明作废
●遗失赖文生身份证，证号:512301196708108458（有
效期:2011.10.07-2031.10.0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重河建材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3834012149，声明作废
●重庆存心堂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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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5000000685345核准号J6530053375103作废
●遗失重庆涌源酒类销售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副本，税号500105554052208，声明作废
●遗失龙绪均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13609213942作废
●重庆市万州区牟国胜砖厂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13570310-2，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13570310-2 1-1-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怡舜物流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68185969，声明作废
●遗失为平公司渝By1752营运证50011005994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签发叶联波（身份证510502198708238011）
常住人口申请表，住址重庆市渝北区嘉州路36号，特此声明
●遗失蔡谨言《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500162446，声明作废。
●遗失聂琳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63078692-1作废
●遗失1992.7.15核发的重庆市三鑫化工材料厂营业
执照正副本5001121800675，声明作废。
●遗失2008.8.25核发的重庆静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121800473，声明作废。
●遗失2009.12.21核发的重庆海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121800669，声明作废。
●遗失2016.7.7发重庆市韩记粮油经营部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597999637K作废
●遗失璧山区艾容建材经营部税务机关代开通用机打平推式
发票代码150001720230号码03312489、03312495作废
●遗失重庆库里南实业有限公司印
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
●遗失肖千千《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224848声明作废
●遗失九龙坡区九龙园区共安机电设备经营部
公章壹枚（编号5001071033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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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梦腾商贸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108000466773）2019年2月1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居吾方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3957363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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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