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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合作投资
本人发明了一款家用电动擦背机，
可以应用于家庭或高挡宾馆！已
获国家专利，现准备批量生产并向
市场推广，寻投资共谋发展。

联系电话:15023143748
遗 失 公 告

环评公示
重庆渝浙酒业有限公司拟对“年产1万吨黄酒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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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参意见表等信息。网络链接：http:
//bbs.fuling.com/thread-2262848-1-1.html。

联系电话023-68725210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事业部高石128井钻
井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高石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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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 http://www.eiafans.
com/thread-1204557-1-1.html下载，也可电话联系获取纸质版。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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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本次征求意见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可在http://www.eiafans.
com/thread-1204530-1-1.ht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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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8422@qq.com）或邮寄（重庆市渝中区经纬
大道784，黄德彬17783079306）。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年3月7日至3月20日。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事业部 2019年3月7日

遗失北碚区小郡肝食店通用机打
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720410 号
码07659901-07660000作废
遗失重庆浩瑭广告工作室税务登
记证副本500109070306750作废
遗失2015.12.29发李良武营业执
照副本500223600238770作废
遗失2015.12.29发重庆市潼南区良武
摩托车经营部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2307569545X6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璧山区高山水果种植专业合
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766890653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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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四川省南充宏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2015年7月
2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311083423声明作废
遗失四川省南充宏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
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05346029150）、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34602915-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雯灿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8084691987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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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事业部高石127井
钻井工程环评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高石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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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公开下列信息：

一、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和途径 可在 http://
www.eiafans.com/thread-1204556-1-1.html下载，也可
电话联系获取纸质版。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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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本次征求意见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 可在 http://www.eiafans.com/
thread-1204530-1-1.html下载。

四、公众提出意见方式和途径 网络下载公众意见表并
填写意见，可通过电子信箱提交（19428422@qq.com）或邮
寄（重庆市渝中区经纬大道784号，黄德彬17783079306）。
五、公众提出意见起止时间 2019年3月7日至3月20日。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事业部 2019年3月7日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事业部高石129
井钻井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高石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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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http://www.
eiafans.com/thread-1204558-1-1.html下载，也可电话联
系获取纸质版。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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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本次征求意见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可在http://www.eiafans.
com/thread-1204530-1-1.ht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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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8422@qq.com）或邮寄（重庆市渝中区经纬
大道784，黄德彬17783079306）。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年3月7日至3月20日。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事业部 2019年3月7日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事业部高石130
井钻井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高石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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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http://www.
eiafans.com/thread-1204559-1-1.html下载，也可电话联
系获取纸质版。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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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本次征求意见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可在http://www.eiafans.
com/thread-1204530-1-1.ht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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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8422@qq.com）或邮寄（重庆市渝中区经纬
大道784，黄德彬17783079306）。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年3月7日至3月20日。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事业部 2019年3月7日

公告:“重庆市沙坪坝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因为
公司原公章已经作废，现声明：原公章壹枚（编
号5001068108291）作废，并启用新公章（编号
5001068174091），以及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房
地产开发总公司缴销证明，特此声明

兹有特百惠（中国）有限公司开出
一张收据遗失，登报人：胡倩，专卖
店编号：220441收据名称：龙水专卖
店首定保证金。金额：5000元整
开票日期:2017年4月1日

●遗失重庆璧锦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期26-305韩文静的房
款收据，票号00083569，金额660830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璧锦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凤凰城二期洋房2-2-701周
瑾、马振军的房款收据，票号00086554 ，金额257067元，声明作废。

股东会议通知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经公
司执行董事李永东召集，决定于2019.3.14上午9时在重庆市江北
区大石坝一村333号9幢2单元32-5办公室召开临时股东会，议题
是决定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经营场所、范围。请股东王天福、周勇
必准时到会。重庆六味合饮食文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永东

重庆公子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权转
让的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

兹定于2019年4月12号上午9点半在公司地址处召
开股东会议，具体内容如下：一、审议的议案：1、《关于公
司股权转让的议案》2、《关于公司更换法人代表及执行董
事的议案》3、《关于修订重庆公子扬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章程的议案》二、出席会议人员 法人代表刘勇或委
托代理人股东江国伟或委托代理人 重庆公子扬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勇 联系电话：13668072341

声明：遗 失 重 庆 威 铂 特 实 业 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500107084678475M）开给四川中之星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税号9151090072086291XT）重庆增值税
专 用 发 票（发 票 联 、抵 扣 联）4 份 ：发 票 代 码
5000172130发票号码06974469价税合计116776.00
元；发票号码06974470价税合计66770.00元；发票号
码 06974471 价 税 合 计 86480.63 元 ；发 票 号 码
06974472价税合计87140.63元，特此声明

李实宪遗失重庆堃运房地产经纪
有限公司融创江南融府 23号楼
28- 2 购 房 合 同 ，定 金 收 据
0006244金额210000元楼款收据
0006299金额265976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奉节县大华水果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500236NA000436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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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云阳县中烁人才中介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号5002350000159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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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宜爽娱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03MA5YPB9R1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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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

邱晨晓遗失重庆万达广场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质量保证金收据10000票
号 00003653；多经保证金 22000票
号00003667。现登报作废

公 告
远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对

水土高新园次干道及支路二期（Z1）路工程原项目经理
部拖欠民工工资和材料（设备）采购或租赁费进行核对
并清算，请该工程相关权利人务必在2019年3月28日
前带齐真实合法有效的合同及结算依据前来公司工程
管理部或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登记，逾期视
为相关权利人与本工程的一切债权债务全部结清，从此
不得再向我公司主张任何权利。
联系电话：
远海建工集团工程管理部：023-61805891，023-61805892；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023-68863508

远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3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丰景天祥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彭竞、陶涛、许弟贵、袁永、魏欣、秦琴、
肖岚、谭礼霞、周礼刚、鞠兴利、刘小丹、王菊、谭万
美、谭静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案号为渝
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676-68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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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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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
上午9时00分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203室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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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双百兆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33152568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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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璧山区博天建筑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561642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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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铜梁区会彬淡水鱼养殖专业合
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43459388970）成
员大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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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起银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908634791X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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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市铜梁区高楼镇敬
老院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12500224MB1116523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超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MA5U4D086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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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乐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7MA5YYTGDX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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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50010532033013XA的重庆大
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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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大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3日

重庆永福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垫江澄溪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6920008097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乐驷汽车经纪有限公司
车辆:渝AF7659网约车营运证，
证 号 ：500108029096 号 ；渝
A2137B 网约车营运证，证号：
50010802859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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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066168121R的重庆社平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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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社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刘念副食经营部(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1573421582E)投资人决定，本企业拟注
销，按《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申请债权。联系人：刘念.联系
电话15213543108.2019年3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易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RXDR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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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
遗失2017年1月24日核发的重庆醴醴贸易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681469583N）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醴醴贸易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4700299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六合装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750063692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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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慧码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669120596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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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慧码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3日
注销公告：彭水县富民油茶股份合作社（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3059861788P）经成
员大会决议，本合作社拟将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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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

重庆市欣宏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铜梁一中
第三期工程清欠公告

我司承建铜梁一中第三期工程项目，现已竣工验收
交付使用且已与建设单位结算完毕，请所涉本工程的劳
务班组各位工友、原材料供应商和相关债权人在本公告
之日起三十天内到我司进行对账结算，登记各种应付款
项，逾期后果自负，请相互转告。特此公告。施工单位：
重庆市欣宏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
洋 河 大 厦 2 单 元 23- 3. 联 系 电 话 ：67625513/
18290362333.联系人：沈善锦.2019年3月11日

重庆玛斯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6339530633K）遗失通用手
工发票（三联百元版）25份（发票代码
150001520531， 起 止 号 码
02469201-02469225）声明作废
股权变更公告：重庆银谷粮油机械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公
告，原股东樊树和、石峰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00%股权转
让给现股东梅坤、江长僧；2019.3.10以前的所有债权债
务由原股东樊树和、石峰全权负责，2019.3.10以后的所
有债权债务由现股东梅坤、江长僧全权负责。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注册号为
500112000128918的重庆市深兴联房地产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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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深兴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鑫水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3320442318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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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
注销公告：重庆风语溪摄影服务有限公司（统一行
用代码：91500106MA5YU5PK7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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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
注销公告：重庆港源兴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9G7J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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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潼族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60778J1X）股
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的规
定，请相关债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潼欧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6066R5XQ）股东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的规
定，请相关债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酉阳县城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建筑弃渣场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我公司正在筹建“建筑弃渣场建设项目”，为听取公众对
本项目的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根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将“酉阳县城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建筑
弃渣场建设项目”有关情况进行公示，欢迎各位公众积极参
与，提出意见和建议。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链接：http://cqyycj.com/index.php/gongshiban-2/；（如
需纸质报告书请致电索取）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影响的所有公
众，主要是酉阳板溪镇摇铃村居民（厂址为中心周边5×5km
范围），以及对本项目建设或者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意见或
建议的所有公众。征求内容为项目环保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环保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
不属于本次意见征求范围。

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参
意见表并按要求填写，以电子邮件、信函、传真或其他方式，
提交公众意见表，提出有关意见和建议；
联系方式：洪老师，18580980090，252672339@qq.com；
李老师，13658225165，873106683@qq.com；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3月5日至2019年3月18日● 遗 失 四 川 省 输 变 电 工 程 公 司 重 庆 分 公 司（税 号
915001046889030471）金税盘，盘号661601494163，声明作废●遗失徐青青二级注册建造师的执业印
章（渝23414154674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爱萌文化创意有限公司2018年01
月1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223MA5YQNEY9C声明作废●遗失周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
证，证号：32206151100034声明作废●重庆泽学一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重庆万达广场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收据CQWDSG00002117声明作废●胡在慧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证渝A032010101454遗失作废●重庆正鼎建筑机械有限公司遗失施工升降机（编
号201703011、21703013）的原合格证声明作废。●本人王玥遗失公路工程乙级造价师证书，证
书编号：乙级1350020002号，声明作废。●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遗失渝A02T61
道路运输证，证号：渝交运管渝字500100012521号，作废●蔡晓平遗失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证号K021619101255，声明作废。●城口县渝城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城口支行开户许可证J6681000020403声明作废

●重庆市永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遗失印章“重庆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永川区分局动产抵押物登记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曹际群营业执照副本92500113MA5UBB6L3E声明作废●重庆灵德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渝北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1301010120010021819核准号J6530038459901声明作废。●重庆市大足区旗袍文化协会遗失建行大足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50050100434100000544核准号J6530087646801声明作废。●遗失2017.3.27核发的彭水县明会副食经营部个体户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43MA5UG21R3G声明作废●杨克树（税号51352219780415531601）遗失通用手工发票百元版
50份，代码150001620531号码01320251-0132030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韩瑞杉商贸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0090508307841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宜达直道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78147190）声明作废●遗失2015年12月22日核发的彭水县富民油茶股份合作社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3059861788P声明作废●重庆观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关策划分公司遗失华夏银行大渡口支
行开户许可证账号11259000000366970核准号J6530049403801作废●重庆和平国际旅行社蓝海分社遗失重庆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
任公司开具的收据，号码0065892，金额质保金4万元整，特此声明●余吉志遗失个体税务登记证正、副本，渝税登
字：51233219621019679801，声明作废●经营者江小玲遗失2015年07月14日核发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500230605929386，声明作废●遗失新美物流公司渝A56759营运证声明作废●遗失2018年04月28日核发沙坪坝区西兰花饮品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612741513声明作废●九龙坡区天全木业经营部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132821196301150541遗失●遗失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382600015508经营者:黄永华，声明作废●遗失荣昌区昌元街道田肚子干货批发经营部通用机打发票，
代码150001620531号码09951651-0995167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云海公司渝BH7589车营运证声明作废●遗失渝中区玉睛日用品经营部2014年5月19日核
发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3601609032作废●遗失重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十一分公司（税号
91500105MA5UC3KG5Q）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渡口区分
司（动产抵押章，合同格式章）印章证明●遗失重庆梓炀进出口有限公司公章印章证明●陶婷婷2019.3.11遗失身份证513023199110164021作废●遗失杨永英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580020180503551作废●遗失2013-2-16发张开国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2600685640作废●遗失毛娟重庆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编号:沙土字第13013号作废●遗失沙坪坝区潘浩鲜面店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
税人识别号：50023519850401585101声明作废●兹有刘琴不慎遗失上新街房管所发一天门100号
街房屋第21365-1号《公房住宅租约》证，声明作废●遗失赵娜之子冯汇宸，于2014年03月09日在重
庆市肿瘤医院出生，该《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奉节县川金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5002360699923，声明作废。

●重庆兰波房屋开发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1），声明作废。●重庆宏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500105768894320A）遗失发票领购簿一本，声明作废。●遗失吴成敏税务登记证正本510218198304242721作废●遗失张龙营业执照副本500224602711421作废●遗失颜强营业执照正本92500224MA5UGXC4XC作废●遗失张邦德营业执照副本92500224MA5YDTU755作废●遗失2015.11.9发张华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10606612784作废●遗失黎中淑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1600415594作废●遗失重庆市西园机械厂增值税普通发票（五联电脑
版）代码5000061650号码00348793-00348805作废●遗失重庆市长寿区润涵装饰建材经营部公章
备案回执（编号50022120150116019）作废●遗失重庆波宏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公章一枚，编号5001068127216作废●遗失张绍勤营业执照正本92500224MA5YRTJUXX作废●遗失永川区新睿家用电器经营部通用手
工发票号码07665776-07665800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颐透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1000100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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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

万来公司渝BP5036营运证500115011225遗失作废。车与公司渝D30179营运证500110094660遗
失。太能公司渝DA6081营运证500104008028遗失。高宇公司渝BS1712营运证遗失。重庆市金得利
汽车运输发展有限公司渝D56502 营运证遗失。重庆宏畅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V0335 营运证
500110047243遗失作废。海潮公司渝BJ3891渝BQ2992营运证灭失注销。骏运公司渝BP3638营运
证500115055367遗失作废。东能长寿分公司渝AH1690营运证500115040362渝AH9196营运证
500115055304遗失作废。龙凤呈祥公司渝BU3603营运证500222027258遗失作废。尊翔公司渝
BY0626营运证500110056178遗失作废。华青綦江分公司渝BJ8012营运证遗失作废。环通公司渝
BU1357营运证500108010718遗失。重庆学文物流有限公司渝BP7963营运证500115041802灭失注
销，重庆凯俊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M5016营运证0617044渝BF3536营运证500115023694渝BF6796
营运证500115025444渝BD9219营运证500115025033渝BF5870营运证500115024957灭失注销。

●遗失重庆万民同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
发票代码5000183160号码00334870（第四联）作废●遗失陈开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档案号0342014558008008578；
执业注册证书，编号：渝 150161614944，声明作废

位置不远交通方便
重庆轨道交通1 号线石
井坡站旁边100多米

在这个春暖
花开的季节，你是
否还在为周末休
闲游玩寻找新的
去处？或者，你赏
完樱花桃花，想换
一种玩法，又该去
哪里？

这个地方一
定得去——重庆
轨道交通 1 号线
石井坡站旁边的
彩色房子。网友
说：“只要你往那
儿随处一站，张张
都是超文艺照。”

重庆晚报-上
游新闻记者 张
月 摄影报道

小仙女们
赶快去彩色小镇

轻松拍出超文艺照

“被色彩包围真幸福”

出发采访前，记者在百度中输入“石井坡
彩色房子”字样，发现许多游记帖。

有网友说：“春天来了，正好有阳光，来到这
儿拍照特别美。”

也有网友形容：“仿佛走进了浪漫彩色小
镇，被色彩包围真幸福。”

还有网友比喻：“一眼望去色彩迷离，颇有
现实版《纪念碑谷》（游戏）的感觉。”

看着这么多美的形容，记者也被深深吸引，
赶紧乘1号线来到石井坡站。从2号出入口出
站，就能看到100多米外坡上的粉色房子。

“走一步就是一个取景点”

粉红、青绿、薄荷绿、淡
紫、鹅黄……记者眼前的一
栋栋房子，呈现出各种极具

冲击力的色彩。
每栋房

子墙面统一颜色，窗台、门面是另一个颜色，搭
配极美。

沿着最大的黄色房子往前走，来到《从你的
全世界路过》取景地，有大片涂鸦，还有12星座
物语。

网友称：“这儿走一步就是一个取景点，最
适合爱拍照的小仙女们。”

“婚纱着地，一路拖着拍”

来玩的游客成群结队，目测年龄大多20岁
左右。

身着连衣裙、纱纱裙、汉服等文艺范的妹子
特别多，再配上动人桃花妆，往彩色房子边上随
处一站，张张美照。

游客李小姐告诉记者：“这儿本来就很文
艺，我们穿的当然文艺一点更好看，最好穿上仙
仙的裙子，再画一个映衬春天的妆容，拍出的照
片肯定美。”

“一到周末，来我们这儿拍照的游客特别
多。”一位坐在彩色房子前择菜的婆婆说，她就
住在这里，“还有年轻人穿着婚纱来拍
照呢，婚纱着地，一路拖着拍。”

这里为啥
有彩色房子？

▲鹅黄房子吸引很多人留影▲堡坎上挂着自行车

▲这栋房子颜色很好看，拍照的人也多。

▲涂鸦和粉色栏杆很养眼

▼写着“童趣”的小房子

▲步道上有涂鸦

记者从彩色房
子旁边的告示牌上了解

到，这里地处沙坪坝区石井
坡街道建设坡社区。11栋彩色

房子大多修建于上世纪 60-70 年
代。石井坡街道以打造最美系列为契

机，以“绿色、艺术、做旧”为主题，倾力打造绿
色美丽街巷，把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拍摄地

贯穿其中，加上艺术涂鸦，打造浪漫梦幻街巷，向周边背
街小巷辐射并连成一片，倾力打造最美街区。

责编 谢兵 图编 张路 视觉 陆晓霞 责校 罗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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