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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园歌城转让
黄金地段豪华装修，500平米

现经营中：13996222768
遗 失 公 告

两路口扶梯综合性修缮项目联合设计竞争性比选公告
重庆索道公司对两路口扶梯综合性修缮项目

联合设计公开邀请潜在投标者前来报名，详情登陆
www.cqsuodao.com了解。有意者请2019于 2
月 22 日前与我司联系。联系人：蒋老师（023）
63328203；袁老师（023）67031661。

遗失声明
遗失重庆恒升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12年1月26日收金紫山仓库经营户向程，金
紫山5号库旁附5号、1-2号14㎡场地租赁保证
金500.00元，收据号码0039751号声明作废。

公告
重庆市白峡口建材有限公司职工徐玉菊从2018

年12月20日离职至今，未办理相关手续，请见报后十
日内持合川区疾控中心体检证明办理相关事宜，未按期
办理后果自负，过期将视为自动放弃离岗体检权，之后发
生的任何事情都与重庆市白峡口建材有限公司无关。

2019年2月15日

寻交通事故死者家属
2019年 1月 13日 19时 14分，在沙坪坝区联芳

立交桥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一人受伤经抢救无
效于 2019年2月2 日死亡。

死者:无名氏，女，约60岁，身高: 150cm,花白头
发，事故前在沙坪坝区联芳立交桥横过道路中被车撞
伤，身着绿色上衣，黑色裤子，手拿塑料袋，塑料
袋装有废旧塑料瓶。急切寻找死者家属。

事故承办民警:易克明、杨波。
联系电话: 65328126 15334507328

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
事故预防及处理大队2019年02月12日

重庆市鑫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壹
枚（编号：5001107005433），声明作废
重庆公信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南岸分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8713122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
号为500105000151235的重庆华哥商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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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华哥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益桔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13000054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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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王静（税号500110199405200826)遗失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万
盛经开区税务局代开给重庆汇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增值税普
通发票4份，一式三联（发票代码050001800105，号码05297247、
金额30715.7元，号码05297254、金额35215元，号码05297255、金
额90000元，号码05297256、金额79838.45元）特此声明
重 庆 翰 硅 沿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91500107MA606W1E9G）遗失金税盘（编
号44-66183304714）、2016版增值税普通发
票（二联）25份（发票代码:050001800104，
起止号码01567903-0156792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500105331712416K的重庆
亨品商贸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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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亨品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福兵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8691245006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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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公告：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綦江分公司货车渝
BL3381 渝 BL5599 渝 BL6312 渝 BJ0185 渝 BL5033 渝
BQ3636 渝 BR7339 渝 BR6890 渝 BL7076 渝 BJ2052 渝
BQ6900久未参加车辆年审及办理保险，请租赁人3日内与我司
联系年审或报废事宜，逾期我司将申请将车辆注销或查封。车辆
所涉及债权债务都由车辆租赁人承担、同时《机动车行驶证》《机
动车登记证书》前后车牌和《道路运输证》未收回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远欧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901000027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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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优奇良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3MKD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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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兰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42LUX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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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线在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227MA5UBU996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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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威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二级建
造师(张小杰)注册证书编号：00835159，
印章编号：渝243131439485（02）；
二级建造师(李佳)注册证编号：00435858，印
章编号：渝219101016133（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元见家政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2MA5YNFQW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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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
注销公告：经丰都县美澜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577967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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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兆仁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TLTQ63，
拟将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减少为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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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重庆沙格建材有限公司遗失：2018年 8月 13日核发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000MA601NKY12） 、 金 税 盘 （ 编 号
661819459184）、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 25 份（发票
代码5000181130，起止号码02091908-02091932）声明作废

遗失九龙坡区申泉建材经营部（纳税人识别号
92500107MA5YPK462A）于2018年1月16日
开给重庆建工渝远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纳税人
识别号91500000621900781X）的重庆增值税
普通发票（代开）第三联，代码5000172350，号
码 02372886（价税合计 4445.41 元）、号码
02372887（价 税 合 计 94770.00 元）、号 码
02372888（价 税 合 计 99981.11 元）、号 码
02372889（价 税 合 计 99444.50 元）、号 码
02372890（价税合计98998.96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攀峰的职称证书（专业为公路工程，级别为

中级）于2018年12月21日不慎遗失,证书编号
为：011601103095,特此证明。现声明作废，凡持
有该证件办理相关事务，与李攀峰本人无关。

声明：重庆愿锦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码91500107094941345W) 在中国银
行石新区支行该行预留印鉴中公章（编号
5001078006969）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经重庆力信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7MA5YQTK643）股东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至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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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
注销公告：重庆优利卡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17MA5U6E8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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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送达通知
重庆庆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唐孝强
申请你单位工伤待遇争议一案，本委书面邮寄送达未
果，在无法书面送达开庭通知的情况下，依照《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规定，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
裁开庭通知。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日
内，未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本委定
于2019年4月26日上午9时00分在璧山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六楼仲裁庭开庭审理，如未按期参加仲
裁庭审活动，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重庆市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2-15

声明：重庆小喇叭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学员协议合同编号2263661-2263680，驾校
收 据 编 号 0033621- 0033640,0033641-
0033660,0033661- 0033680,0013821-
0013840因被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中瑞医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305042156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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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重庆润峰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YMUQQ7W）股东
会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至5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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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良工机械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227346015533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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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榆祥物流有限公司渝D77712道路运输证遗失。锦延公司渝
B8A781营运证500222059032遗失。明洋公司渝B7F780营运证
500106020720遗失。丰正公司渝BZ3866营运证500110059685
遗失作废。久发公司渝A7012挂营运证500104006732遗失作
废。普朗公司渝 D31662 营运证 500383022912 遗失。重庆
展茂物流渝D61502营运证500110092285 遗失声明作废。安
联公司渝D75634渝D90114渝D11694营运证遗失。汇旭盛
物流公司渝BD68279营运证500110070912遗失。

●遗失北京米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重庆第一分公司（税
号91500105MA5ULN0R11）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遗失肖漫平、夏勇之女夏萍璐2008.11.20在重庆市铜梁区
妇幼保健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I500060658声明作废●重庆渝志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凤天路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110239292759核准号J6530046907901声明作废●遗失海恩斯莫里斯（上海）商业有限公司重庆第十七分
公司发票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38092028），声明作废●重庆瀛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甘国全)注册
印章编号：渝218121227917(06)遗失作废●中房建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黎苗苗)注册印
章编号：渝202121331504（03）遗失作废●重庆市芳华酒店八一路店于2019年1月15日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5001038023185），声明作废●遗失黄洁,王宏昌之女王辰橙2014.10.02在重庆市第五人
民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237748，声明作废●刘焕云遗失医师资格证书:编码200750110371325198301164725;
医师执业证书:编码 110500190001017 声明作废●重庆弘悦置业有限公司遗失专票抵扣联和发票
联，发票号码01831094，01831095，特此声明作废。●遗失李胜营业执照正本92500113MA600GJ7X5作废●遗失重庆中置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给邓朝富销售不动产
统一发票，代码250001190105号码00212964声明作废●张正婷遗失车辆合格证，编号WAB041841079167，
车架号LFV2B25G9J5079167，声明作废●刘孝义遗失通用手工发票，代码150001520531号
码 08287151-08287175 声明作废●遗失胜利新村22号2-2房屋租约证（七字59851）
号，承租人刘敏，计租面积30.6平方米，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圣名商业广场有限责任公司B1106商铺
经营户邱宁保证金收据金额1万元整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绿宝食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北碚区吾旺金属加工厂在中国农业银行北
碚歇马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16067401作废●聚佳汽车有限公司綦江分公司渝B7A538营运证遗失作废●六六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45226营运证遗失作废●武隆区庆甜餐馆遗失国税发票领购簿，税号：
92500232MA5YRGN55X，声明作废。●文立遗失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证
书管理号2016034550340000034115503486，声明作废●遗失杨云凤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045427作废●遗失父亲李伟、母亲瞿光凤之女李乐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185441作废●遗失2017.12.4发谭华志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8MA5YNYLD5B作废●遗失重庆格子网吧网络文化经营
许可证正本500112200309作废●遗失重庆市渝北区天秤座网吧网络文化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50011220010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两江新区凯歌网吧网络文化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500112200120声明作废

●遗失张麒玲保险执业证02000050000080020190100361作废●稳健公司渝BU1580营运证500110024749遗失作废●谢彪遗失重客隆金岛店保证金单据，单
号0010466，金额2000元，声明作废●遗失郑培楷从业资格证510225197508284738声明作废●重庆市金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证，车牌
号：渝AZ201S,证号：500402022173；声明作废。●遗失唐跃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275042声明作废●遗失何炜保险执业证02003050010580020170900331作废

注 销 公 告 ：经 重 庆 途 道 商 贸 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500101000065769）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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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胜奎电话：18623202787

重庆途道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5日

电子商务法实施月余
账号注销难、强制捆绑搭售等“老大难”

今年春节假期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正式实施后的
第一个消费旺季。记者
对一些电商平台注销
难、强制搭售等“老问
题”进行调查测试发现，
大部分电商平台已进行
了相应的自我约束、整
改，能够较好地找到注
销端口，捆绑搭售、默认
勾选情况有所减少，但
也存在个别平台仍然未
做改变，网店微商依旧
未登记经营的现象。

还让你
心烦吗？

账号注销难
易致信息泄露

账号注销难，导致的后果很多，为用户
信息泄露埋下“隐患”，并且成为了网购投
诉的一大焦点。

电子商务消费纠纷调解平台在 2018
年全年受理的全国电商平台用户消费纠纷
案例大数据显示，信息泄露成为热点投诉
问题之一，同时因用户信息泄露引发的网
络欺诈、退款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去年，
上海洋码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就因存在
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用户
个人信息泄露补救措施不到位等问题，被
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约谈，责令企业限
期整改。

为什么不能注销账户，就很容易带来
信息泄露等安全隐患等问题？对此，电子
商务法律专家蒙慧欣表示，由于电商平台
APP属于消费类型的软件，在平时使用过
程中产生的订单记录就包含了大量的个人
信息，比如，外卖类APP的订单，就包含消
费者的名字、电话和地址都有详细的记
录。如果在注销时，不能彻底消除，就很容
易埋下安全隐患。

此外，蒙慧欣还表示，消费者因不能注
销账号甚至不敢随意更换手机联系方式，
即便当下很多APP可以向消费者提供解绑
手机号的功能。因为废置的手机号码经过
一段时间还是会被运营商“二次启用”，新
的使用者只要用手机验证码登录，就能看
到手机号码原来使用者的各种订单信息。

上车容易下车难
注销障碍依旧存在

“注册一分钟，注销找半天”，这是电子商务法实施前，不
少用户曾经抱怨的“注销难”问题。一些互联网零售、金融平
台为了留住用户，让注销账号阻碍重重。对此，记者近日进
行相关测试发现，在淘宝、京东、大众点评等日常使用频率较
高的平台软件上，用户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注销页面，通过
一些解绑的操作可以较好地实现销户。但在另一些平台软
件中，注销难现象依然存在。在格瓦拉电影购票平台上，记
者利用第三方账号关联手机号完成注册后，并没有找到相应
的注销选项，记者昨日致电该平台客服，被告知系统并不能
帮助用户注销。

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电商
经营者必须明示用户注销的方式，而且不得在注销时设置不
合理的条件。电子商务法律专家蒙慧欣说：“无论平台注册
账号登录，还是第三方账号登录，都是登录平台的通道，都应
当设置注销账户的通道。”北京德和衡（杭州）律师事务所资深
律师孟迅表示，注销难根源在于企业、资方对用户数量的“考
核机制”。对于互联网电商企业来说，用户数量直接影响其估
值、广告收费等。此外，因为类型差异，注销存在流程、方式上
的差异，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形成具体规则。在执行层面上，对
如何界定设置“不合理条件”等问题应当进一步明确。

强制捆绑搭售减少
选择仍需警惕

航班延误险、意外险、组合险，贵宾厅休息优惠、接送服
务……过去，在线购票类平台是默认勾选、捆绑搭售的“重灾
区”之一。纷繁复杂的增值服务常令消费者看花眼，稍不注
意默认勾选的服务就会让机票涨价不少。

在电子商务法实施后，记者昨天对一些在线旅游平台进
行了集中测试。在使用飞猪平

台进行模拟购票时界面清
晰，平台并未出现捆绑
搭售的情况。选择
相应航班，输入乘
机人信息后，最
终报价即为上
一页面价格加
上机建、燃油
附加费用。同
时页面下方有
相关可选择的
服务内容，未做
默认勾选。

登录携程、
同 程 、去 哪 儿 等

App 选定相应航班
后，情况略有差异。页

面出现几组价格，其中包含

搭售了增值服务的报价与无任何套餐的报价，需要用户仔细
留意分辨各种报价。在页面排序上，相关搭售的套餐排序较
为靠前，点击订票按钮，票价将会因为附加保险、服务等变得
更高。

蒙慧欣表示，目前大部分在线旅游平台严格来说已经很
少有默认勾选、强制勾选的情况出现，但是在营销策略上，一
些搭售了增值服务的套餐可能会被优先推荐，同时通过对字
体大小的改变，客观上使得消费者不太容易发现。

持续“观望”注册登记
代购、微商法律意识待加强

早在电子商务法实施之前，“你拿到执照了吗？”这个问
题已在微商、代购圈子被热议。春节期间是不少代购、微商
的活跃期。记者在朋友圈内选取了9位微商及代购了解情
况，只有1位代购注册了公司。多数表示他们会持续“观
望”，相关商家的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

“现在还会陆续发布一些商品。”代购商家王女士透露，
电子商务法实施后原本高调刷屏的广告短暂停了三天，因为
销售量有限，她表示目前还不会考虑去注册。与此同时，电
子商务法在部分微商中的普及率也不高。做儿童服装生意
的何女士，经营着一个百余人的微信群，每天在里面转发货
品，她告诉记者并不知道电子商务法，更没有考虑过要办执
照。何女士说：“目前没有相关明确的程序指引我们怎么去
申请和登记。”一位卖女装的淘宝商家表示，现在只知道要去
注册工商营业执照，但具体什么时候去注册，什么样的店铺
需要注册，都还不清楚。

根据电子商务法的相关规定，无论是通过公众号、小程
序、朋友圈、群、私信，还是直播、短视频等各种社交与信息媒
体，只要有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经营者，都须遵守电子商
务法。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微商、代购以及部分淘宝商家暂
时性的“淡定”，主要源于电子商务法中对“零星小额”的交易
活动不需要主体登记的规定。“实际登记注册只是电子商务
法规定的一小部分。作为行业从业者的网店、微商和代购的
整体法律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教
师王云霞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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