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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服 务

遗 失 公 告

6万转鲁能星城12街区4栋茶楼13883336758

重庆利特聚欣资源循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新材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各位公众：
我公司拟在重庆市江津区珞璜工业园B区金源路2

号公司现有厂房内实施“重庆利特聚欣资源循环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新材料项目”，即在现有厂区3#厂房内扩建废弃
安全气囊处置生产线，处置未打开报废的安全气囊
400000个/年，并且在3#厂房内增设分选设施，根据产废
端危废分类、性态的实际状况，将在生产车间再次对合法
收运的部分危废进行再分选、分类工作，以满足预处理生
产线的稳定、安全运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法律和相关文
件的要求，现对该项目环评进行第二次公示。公众可登录
以下网站查阅项目相关资料，就您关心的问题提出与本项
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需查阅
纸质版报告的公众请持有效证件向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
申请。公示时间：今日起至2019年3月5日。
征求意见稿网址：
http://cqneat.gotoip2.com/html/hbdt/hpgs/62.html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联系方式：023-81221526（段总）023-68725603（石工）

债权转让
根据债权转让方重庆苏宁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与债权受让方重庆银坤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重庆苏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于2018年
12月20日将债务人陈凤宝（身份证号码
460028198108116055）的全部债权，抵
押权转让给重庆银坤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自债权转让协议书签署之日起，
重庆银坤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行使债
权人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通知
重庆苏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2019年2月27日

遗失重庆市渝北区国家税务局工会委员
会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渝北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30014991302，账号：
1301010120010007099，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林兔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张伟与你（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工伤保险
待遇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404
号。因无法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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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上午9时
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7室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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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市新权豆制品厂：

本委已受理张元芬（碚劳人仲案字〔2019〕第
281号）与你单位的确认劳动关系争议。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出庭通知
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书与相关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个
工作日内。本委定于2019年5月16日上午9时在本
委仲裁庭（北碚区缙善路100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
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重庆市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重庆市蜀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4日，本机关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璧人社伤
险认字〔2019〕80号），决定将吴远伟2018年10月9日所受
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你公司为工伤保险责任单位。因采用
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均未成功送达该认定工伤决定，故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可在公告期满6个月内向璧山区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者60日内向璧山区人民政府或重
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特此公告。
重庆市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2月27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大乾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MA606RHN0P）股东会决议，拟
将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
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19年2月27日

征 婚 交 友
www.023yuan.com 美的缘12年68067355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博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陈治豪诉你司劳动争议一案，已于
2019年1月17日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
（2018）第2272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由被申请人重庆博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裁决
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陈治豪2018年3月至4月
基本工资加提成共计28000元（大写：贰万捌仟元整）。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达
你（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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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博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谢云小诉你司劳动争议一案，已于
2019年1月17日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
（2018）第2333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一、由被申请人重庆博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
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谢云小2018年5月
至6月工资3000元（大写：叁仟元整）；

二、由被申请人重庆博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裁决
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谢云小未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二倍工资差额7793元（大写：柒仟柒佰玖拾叁元整）。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达
你（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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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博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邓庆润诉你司劳动争议一案，已于
2019年1月17日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
（2018）第2332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一、由被申请人重庆博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
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邓庆润2018年5月
至6月工资6000元（大写：陆仟元整）；

二、由被申请人重庆博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裁决
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邓庆润未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二倍工资差额6828元（大写：陆仟捌佰贰拾捌元整）。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达
你（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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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

施 工 封道告 示
广大市民朋友：

由大渡口区城市管理局主持建设、重庆贵华建设有限公
司承建的《大渡口雨污水管网整治三标段》工程。需对山河
路道路雨水管网进行新建扩容工作，施工期间对山河路路段
进行全封闭施工。机动车及非施工人员不得入内，机动车请
绕行，在此施工给您带来的出行不便及打扰，敬请谅解。也
感谢您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支持。

施工占道全封闭时间：2019年2月26日开始至2019年
3月25日结束。

大渡口区城市管理局 重庆贵华建设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监督电话：13458017988

注销公告：经重庆洲晨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93395928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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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长寿区世华建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MA5UAX9Q8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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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益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重庆
九龙园区支行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30044171503，编号：653001196231，
（账号：10883682376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比康比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905007967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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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2月2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汤师傅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732042818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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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乾程航空机票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号5002210003616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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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博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吴思嘉诉你司劳动争议一案，已于
2019年1月17日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
字（2018）第2326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由被申请人重庆博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
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吴思嘉2018年
5月至6月工资共计5000元（大写：伍仟元整）。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
达你（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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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巴伦支运输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邓吉树诉你司计时计件争议一案，
已于2019年1月21日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
人仲案字（2018）第2642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一、由被申请人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支付申请人2018年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工资
合计8000元（大写：捌仟元整）；

二、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

达你（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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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特思特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胡文利与你单位计时计件工资争议一
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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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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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上午9时在重庆市渝
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一庭
203室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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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

声 明
重庆福贵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旗下生产的

18H839.18H866.18HN122.18H864.18H867
在本次抽检中色牢度未达标，请已购买到以
上产品的顾客，可到我司各店铺退换，给大
家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重庆福贵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4日

重庆市荣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四川鸿镜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殷忠友申请你公司确认劳动
关系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渝荣劳
人仲案字﹝2018﹞第382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
书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裁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逾期未提出诉讼，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荣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2月2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芯麦时光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注册号 500112008057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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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凌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JBYG4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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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千彩万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高春来、曾维英与你单位劳动报酬争议
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743、7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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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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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上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
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一庭203室开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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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区馨薇宝贝美容美发店：
本委受理王洪清、周骏飞、唐广与你（单位）计时
计件工资、二倍工资差额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
劳人仲案字〔2019〕第651号。因无法直接送达
和邮寄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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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上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
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7室开庭审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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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

合川工业园区堰口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
合川工业园区堰口片区规划四至范围为：东至东津

沱，南至渝武高速，西至东津路，北至希尔安大道。规划
建设用地规模44.56hm2，重点发展机械制造等产业。目
前，合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已经组织编制了《合川工业
园区堰口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
称“报告书”）。现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
定，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报告书》网络公示网址：http:
//www.cqmsy.com/。《报告书》纸质版查阅地址：合川
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合川区科技孵化大楼）。公
众可于2019年3月8日前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方
式进行意见反馈。（联系方式详见网络公示网址）。

合川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2019年2月
注销公告：经重庆关师神厨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YWANX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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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众祥晟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383000491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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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公告
因奉节至巫溪高速公路寂静互通工程施

工，夔门至羊桥坝段于 2019 年 3月 1日—
2020年1月20日实行交通管制，限速40km/
h，禁止以下车辆通行：限高5米、限宽3.5米、
限长14米、牵引类挂车。请以上车辆在收费
站下高速，择道行驶。

重庆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二支队三大队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建设管理中心

2019年2月27日

重庆庆渝建筑机具租赁有限公司西
南分公司开具给中天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代开）代
码5000164160号码02794941（抵
扣联）特此声明遗失
注销公告：经重庆全利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33MA600TRA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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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妙宇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3MA5YQQ5K5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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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承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224000008448）股东会研究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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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云阳县桔园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5699277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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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壹玖柒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编号：5001038062936）、财务专用章（编号：
5001038062937）、发 票 专 用 章（编 号 ：
5001038062938）各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壹玖柒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农业银
行重庆渝中两路口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72771401，编号：6530—01383960，账
号：3101080104001392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壹玖柒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备案
回执通知书，编号：（渝中）登记类备字（2018）
第051302号2018.9.1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壹玖柒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J8CH4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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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大学2012届车辆工程专业贺锦峰遗
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毕业证号为
10635120 1605007945，学 位 证 号 为 ：
1063542016004651，遗失作废。

重庆礼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将公司注册资

本由100万元减少至3万元。请债权人自减
资公告之日起45日内，持有效证件到公司办
理相关法律手续。2019年2月27日
注销公告：重庆卿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226MA5XEUWF00)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
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2月27日

●遗失重庆年顺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渝BS9771 的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701181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年顺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渝 B8371
挂 的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7011826，声明作废。

债权债务公告
我公司承建的神华新疆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丁香花园餐厅装饰工程，该工程
已完工并交付使用，现对神华新疆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丁香花园餐厅装饰工程项
目部及项目经理在承包施工的债权债务
进行清理。请存在合法债权债务关系的
企事业单位及自然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30日内，持合法手续到我公司财务
部进行登记。如逾期，按自动弃权及相
关法律法规处理。特此公告
电话：023-68677505、023-68824249

重庆建工渝远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6日

重庆中锦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Q2653车辆与公司失去联
系，经多方寻找未果，该批车辆未参加年度检验及保险，未交
回行驶证，营运证，牌照，登记证书等相关证照。上述行为已
构成违约，现告知挂靠实际车主在见报后十日内与我司联
系，逾期则双方签订的车辆挂靠合同自动解除，该车产生的
交通事故和法律责任等一切后果由实际车主自行承担！

注销公告
重庆三才易推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3MA5YWFEX1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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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江鸿办公设备有限公司遗失2009.5.31核发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1000022396；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00116688931275；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68893127-5；在工商银行重庆几江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0532701，声明作废

綦江区广捷建筑工程机械租赁站遗失国家税务总
局重庆市电子税务局代开给重庆宏光公路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5000183160，发票号码：00337117，价税合计：
132000元，特此声明整份发票遗失作废
重庆市江北区聚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登记编号：
500900001101461，出质人：肖珊，质权人：
重庆市江北区聚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2018年1月9日。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丰安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307231380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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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遗失重庆宇宙起重机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70564765774）开具的重庆增值税专
用发票（第二联和第三联）1份（发票代码
5000172130，发票号码08357215）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君采门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MA5UQBAX9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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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500105MA5UMAR884的重庆洁
利特贸易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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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洁利特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康佑堂药房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2MA6004L53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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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减资公告：重庆市黔江区子醉金猕农业股份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4MA5YXW4J5G）经成员
大会决议，本合作社拟将成员出资总额由2000万元减
至200万元。请各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2019年2月2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璧山区忆车居汽车美容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U39RY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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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煌海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305149690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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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遗失重庆西耐特商贸有限公司2018年7月16日签发营业执照
正、副本，证号：91500104MA5U54AT29和中信银行重庆三
峡广场支行开户许可证正本原件，编号：J6530084409701，银
行账号：811120101160028998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港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9030000375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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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潼南区龙珠华团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5YXP1W3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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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联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8年12月17日
开具给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碚分公司
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码：5000164160、号码：
02545710、不含税金额：5660.38、税额：339.62）的
发票联及抵扣联遗失，声明原件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三赢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9MA5YNLQ48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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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公告
经重庆市二零五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8688936631M）.重庆市渝永岩土检测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756227555L）.股东决定：重
庆市二零五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重庆市渝永岩土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渝永岩土检测有限责任公司注销，
重庆市二零五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存续。合并前重庆市二零
五勘测设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408万元，重庆市渝永岩
土检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40万元，合并后重庆市二零
五勘测设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448万元，公司合并后，合
并各方的债权.债务由重庆市二零五勘测设计有限公司承继。请
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债务担保的请求，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重庆市二零五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永岩土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声明：程涛于2019年2月2日遗失
二 代 身 份 证 （ 证 号
500231199102147623）（ 有 效 期
2011.08.30-2021.08.30）声明作废。自
遗失之日起不承担任何他人冒用后果。

重庆市巴南区税费征收管理局遗失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11份，票据号：
981853124、981854175、981854176、
981854943-98185495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佳加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5000161320
号码 06374464、06374465、金税盘，
盘号 661555576600、报税盘，盘号
662504903601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妈妈在母婴护理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112008016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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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一一八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号5002210000019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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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市乐派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识别号
915001195634821707）发票领购簿、金税盘，盘号
44- 66180469524、报 税 盘 ，盘 号 44-
66280005842、发 票 专 用 章 一 枚 ，编 号
5003847006140、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群利辉装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3MA5U65WC1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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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航越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1007472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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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
代义玲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代义玲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将其对《公告清
单》（详见附件）所列的融资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债权等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代义玲。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特公告通知各《公告清单》所列之债务人及担保人。

代义玲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代义玲履行
《公告清单》所列融资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止于2018年10月24日的本金和利息参考余额，实际金额以合同计算为准，且代义玲将按融资合同、担保
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继续计算利息。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代义玲 2019年2月27日
附件：公告清单 基准日： 2018年10月24日 单位：元
序
号

1

原贷
款行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行

债务
人

周志利
合计

48161.76

担保
人

无

担保合同名
称及编号

无

垫付费用

6161.00

利息

42000.76

本金
余额

0.00

金额 担保情况

担保
方式

无

融资合同名称
及编号

个 人 旅 游 借 款 合 同
（341421064001000）
零 售 授 信 额 度 借 款 合 同
（341312504810000）

遗失向云车牌号渝F11632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遗失向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101016863声明作废。祥田
物流公司渝D59502营运证500382024589遗失作废。稳成公司渝BN5680营运证500222042067遗失作废。胜
丰公司渝BV3753营运证500110101277遗失。重庆国武汽车运输发展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AH0535脱离公司
监管不参加定期审验、牌证公告作废，渝AH0535营运证号500115051142声明作废。太能公司渝A2352C营运证
500104012976遗失。宇记公司渝D73428营运证500110088828遗失作废。重庆万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BJ1925
营运证500110018639遗失作废。彬丰公司渝BV9597营运证500110049567遗失。骏豪万盛分公司渝BR1253营运
证500110049048渝BQ9539营运证500110010947遗失。偃孙万盛分公司渝B3N128营运证500110064613遗失
作废。恭喜发财公司渝D95903营运证遗失。安格公司渝BZ8997营运证500110064272遗失。重庆凯祺龙运输
有限公司渝B97370营运证500150419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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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越公司渝D77602营运证遗失。

●遗失刘锦航《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35012527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同益拆迁爆破有限公司姜玉银（身份
证号：51022219690715171X）爆破作业人员许
可证，编号:5000000100860，声明作废●遗失2015.4.2发忠县新立镇谢梅副食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00233605262254，声明作废●李柯(500237198611210014)遗失南岸区丹龙路88
号2栋24-6号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票据，声明作废●重庆泰骏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N2119车辆灭失注销●洪亮遗失重庆医科大学毕业证,证书编
号：106311200406001860声明作废●遗失郑晨瑜《出生医学证明》编号I500148768声明作废●熊青遗失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证书，管理号：
2015042550422015558003002312，现声明作废。●徐柏生，男，遗失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中级职称，专
业：建筑工程管理），编号：012601101461，声明作废。●胡子望遗失2018年6月30日发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建筑工
程管理专业毕业证书编号14183120180600066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泽作农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0863429839声明作废●重庆享味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重庆银行五里店支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230201040016632 核准号J6530054802902声明作废● 遗 失 胡 薇 重 庆 医 科 大 学 麻 醉 学 学 士 学 位 证 书
1063142010000690毕业证书106311201005000690作废●遗失2018年2月6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陈政权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40MA5YDE09XN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源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2403012754，声明作废●重庆聚春物资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壹枚（财务章
编号5001043019063）及印章刻制证明，声明作废。●重庆新立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周俊君遗失二级建造师市政
工程专业注册印章，编号：渝204131337935，声明作废●遗失 2015.11.16 核发的重庆哈曼瑞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31716986F声明作废●遗失2014年12月4日核发的个体户高友平（黔江区小高副食
批发部）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900600224906声明作废●遗失2018.9.6核发重庆市铜梁区贰赢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4MA602Q712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顺邦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078091094）声明作废●重庆佳昱兴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MA6002LQXU，2018.7.3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重庆嘉仕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西湖路支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114436420144核准号J6530044318802声明作废●成都明灯广告传媒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工行建新北路支行开
户许可证账号3100022909200090066核准号J6530032006201作废●遗失重庆跨越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1068119375，声明作废。●深圳市新时代美业教育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招商银行杨家坪支行
开户许可证账号123908029910202核准号J6530064931501作废●遗失2018.5.25核发的重庆眸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MA5U32KJ81声明作废●罗章良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渝T042018038062遗失作废●罗金平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S）渝T032018036490遗失作废●遗失四川美术学院2018级学生证2018210896，声明作废●重庆轨道交通环线上桥车站、凤鸣山车站及区间隧道工程项目遗失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证号：500000201611020102，声明作废。

●荣昌区昌元街道创意汽车美容装饰店遗失发票领
购簿（税号92500226MA5UQ4YP78），声明作废●遗失2017.8.10日核发的赵广杰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5MA5UC0H31T作废●翁子千遗失重庆工商大学学位证（编号
1179942016004236），声明作废。●重庆象古旅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500110331614998遗失●遗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秦朗建材经营部公章壹枚（编号
5001078051802）、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7805180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瑞俊时企业营销策划部公章壹枚（编号5002263050959）、
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 5002263050960）声明作废●遗失2017.5.19核发的双桥经开区八七餐饮店个体户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1MA5UL8FF8Y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岸区五棱贸易有限公司
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遗失江海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和执业印
章，注册号（执业印章号）：11010345，声明作废●雷武林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渝A042015032431遗失作废●重庆康通物流公司渝D47152营运证500110078720遗失作废●遗失闫敏营业执照副本92500107MA5YP1LU52作废●遗失杜亚东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16MA5UJGPF2C作废●遗失重庆市北碚人防工程开发实业公司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20321649-3作废●本人谭雄芳遗失购买世茂茂悦府3期4幢3102购房收据，收据
号00000479--00000487总金额为282578.65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铜梁天恩中西结合医院有限公司公章作废●遗失重庆市铜梁区贰赢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公财章作废●遗失2014.4.18发帅兵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4601415844作废●遗失重庆市合川区燕窝中学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3824505792323作废●大渡口区鹏旭食品经营部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O4604401810核发日期2014年11月17日作废●遗失重庆市荣昌区昌元街道白云幼儿
园公章一枚，编号5002263016197作废●声明:永川区恒大•泰唔士清晨业主委员会公章一枚、永
川区泰唔士清晨业主委员会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经济技术开发区莉香汤锅店税务登
记证副本51022119780201511101作废●遗失魏佳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4612892029作废●遗失曾应君营业执照副本92500224MA5UH8QK7U作废●遗失铜梁区六筒早餐馆曾应君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JY25001510051369作废●遗失铜梁区鹏晟大药房中国建设银行铜梁支行中兴路
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4153001作废●遗失王康宇出生医学证明，编号H500449943作废●遗失潼南县金安装修经营部税务登记
证副本51022719680416887901作废●遗失2016.12.19发璧山区旺酒食品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92500227MA5U9LCC4B、公章一枚，编号5002278028349作废●遗失重庆市璧福钢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一枚，编号91500227696554799W作废● 遗失重庆万隆商贸有限公司金税盘，盘号
661505383594、报税盘，盘号662500038876作废●遗失渝北区天籁宏声艺术团营业性演
出许可证正副本500112110011作废

●遗失重庆嘉族盛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营业性演
出许可证正副本，编号500112110006作废●遗失北碚区驭庆办公设备经营部税务登记证副
本50010919910228892501、发票领购簿作废●遗失2018.7.4发万盛经开区茂哥副食店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0MA60063U93作废●唐宋文遗失重庆鲁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专用收据
一份，收据号码0001190，金额8000元人民币作废●遗失合川区会姐烧烤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号码JY2500117006139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和平药房云阳有限责任公司张家坝药店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JY15002350017035作废●遗失重庆蓝海世纪影院管理有限公司潼南分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500223310654698，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2018年3月2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胡慧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5YRLPG1B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东南岩棉厂公章及财务专用章刻章证明，声明作废

川美虎溪校区：油菜花
最佳时间：3月初至4月

油菜花目前也成为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经典的校园景
色。这里有纯正的田园风光，有成片油菜花，它让人仿佛置身于
一片金色海洋之中。

再配上校园内的小桥、流水、长亭、翠竹、田埂、古石、牌坊、
农具……一片田园风光，如世外桃源。每到周末，这里总会迎来
赏花的游客。

重大虎溪校区：郁金香
最佳时间：3月中旬至4月

重庆大学虎溪校区不仅树木种类繁多，花的品种也是应有
尽有。初春时节，校园里随处可见五颜六色的郁金香，红黄相
间，煞是好看。桂花、紫薇、梨树、茉莉、玉兰等植物，在虎溪校园
里随处可见。

除了一些家喻户晓的植物，重庆大学虎溪校区还有“奇名怪
状”的花草。一些植物名字富有浪漫色彩，如金边六月雪、萨曼
沙、垂丝海棠、银纹沿阶草、风雨花、九里香、鹤望兰。

西政渝北校区：樱花
最佳时间：3月至4月

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岭南樱花园”内栽种了420株樱
花，分为中国红、小乔和貂蝉三个品种。

校方提醒，希望市民参观时文明拍照，切莫摇晃树枝制造
“樱花雨”。

西南大学：玉兰花
最佳时间：3月初至3月中旬

玉兰花是西南大学的校花，种植了红玉兰、白玉兰、紫玉兰、
二乔玉兰等2000多株，形成了十余处玉兰观赏点：6号门内的
大地广场、2号门内的共青团花园、3号门内至中心体育馆、中心
图书馆、崇德湖片区、25教前半月楼广场、1号门内行署楼前、东
方红俱乐部片区、桂园宾馆前逸情广场、玉兰苑。

西南大学面积很大，赏花地点可以选择从南至北，渝武高速
北碚口下道后老城方向三四百米进6号门，或者轨道交通6号线
天生站1号出口进2号门、3号出口进3号门，均可开启赏花之
旅。最为集中的是玉兰苑——位于外国语学院楼前的一个斜坡。

大学赏花地图请收下

各个大学陆续开学，目前是开学季，
也是赏花季，各个大学的花有何特色？昨
日，记者整理了一份大学赏花地图，这个
春天，带着这份地图去踏青吧。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周小平/文 部分图来源网络

书香伴花香

▲川美油菜花

▲西南大学玉兰花

◀西南大学玉兰花

西政樱花▶
▲重大郁金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