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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征文

截稿日期：6月15日

有天夜里或许我真是失眠了，起床到
阳台数天上星星，但夜雾凝重，索性回屋，
继续躺入被窝里严肃地思考一下人生。

于是我把手机通讯录翻出来，清点还
有多少朋友在来来往往。陡然发现，与我
来往的男人们，大多是一些酒肉朋友之
交。这不是么，有时感觉心里荒凉，如一个
裂开的大窟窿，其实就是在等待酒桌上见
了面，相互灌上几口大酒后再四散而去，回
到我们各自烟熏火燎的世俗生活里去。
咳！不过酒桌子上我们也还是在倾诉衷肠
的，如果连酒肉朋友也没了几个，我那些夜
雾沉沉的心事，就真的只有去找一个树洞
倾吐了。

今年春节，从南方回来的一个老友，傍
晚时分，我陪他登上城后西山，准备在山上
找个饭庄好好陪老友喝上几杯。两鬓泛白
的老友摆摆手说，酒，我早就戒了。他慎重
地告诉我，血压高血脂浓，酒是不能再喝
了。我不是一个太会表达内心感情的人，
那一顿饭没有了酒的情感发酵，我和友人
吃得很是清静。想起那些年他还喝酒时，
一伙人聚会时往往把一顿饭，吃喝得豪情
万丈。那天陪友人下山时分，我们坐在一
块山石上，望着城市掌起的灯火不说话，突
然感觉这也是一种难得的情谊，有人陪你
望着城市的灯火陷入沉默而不尴尬。

我的酒龄，算起来也有多年了。其实
我爷爷不喝酒，我父亲也不喝酒，有时顶多
举起杯子装装喝酒的姿势而已，我算是一
个遗传基因的变异了。

在乡间时，我也是不喝酒的，望着那些
喝酒的人喝得酣畅淋漓，让我感觉乡间的寂
静群山，在酒香朦胧中，才有了热烈与生气。

那年，我从乡里到一个小镇工作，也由
此开始了我酒意袅袅的人生。“侄儿，这杯
酒，是你的了！”这是一个中年男人浑沉的
声音，几乎是带着命令的语气，让我喝下这
杯他亲自斟满的白酒。

给我倒酒的人，是我堂伯，他从乡场酿
酒坊的罗老二那里打来的高粱酒。我
一扬脖，把一杯白酒就
吞了。满桌子的人惊

讶地望着我，发觉我天生好酒量。这是我
第一次喝干一杯白酒，那一年夏天，我21
岁了，心里面已经装着了一个村里的姑娘。

我的堂伯，在83岁那年死了，患的是
肺癌。临终前一天，堂伯把3个儿子叫到床
前吩咐说，倒一杯酒，我和你们一起喝。我
的三个弟兄，把虚弱的堂伯扶起床，和老父
亲在人世喝了最后一场酒，结束了今生的
父子缘。

而今我回到老家乡下，就要带上一瓶
酒，把酒摆到堂伯坟前，还放了下酒菜在坟
头，我仿佛是在唤醒熟睡的堂伯：“伯，起来
喝酒吧。”

从21岁喝下第一杯白酒，到今年，我
与酒已经缠缠绵绵了28年。不过当我步
入了霜意渐露的中年岁月，对酒的感情似
乎有了些冷淡。参加了一些丧礼，其中也
有一些酒友的离去，他们生前都是气吞山
河恣意喝酒的人。这是保养身体的需要，
好比一条河流流淌到了中游，河床需要清
淤了，让静水深流。

这些年，我不知信誓旦旦说过多少回
了，要从那些觥筹交错推杯换盏的酒局中
隐身而退。有一段时间，我感觉确实是被
一些交往的群体疏远冷落了，那些人说，我

酒也不喝了，就喊来吃饭啊，没意思。
有一次我去了，只有我一个人
埋头吃饭，他们喝得热闹，我

起身告辞时，竟没有一个人跟我说声再见。
我由此发觉，一旦真的戒了酒，就是告

别了某个群体，离开了某种生活方式，我还
是心有不甘。于是，我又翩翩而去，赶往一
场场的酒宴。

文友老鲁，遇到喝酒，往大如漏斗的喉
咙里倒酒，他有一个怪僻，喝干一瓶啤酒，
就把瓶子砸碎一次。老鲁说，这样带劲，过
瘾。和老鲁喝一次酒，就是一地碎玻璃。
老鲁几乎每次醉酒后都对我发誓，对我许
愿，对我承诺，但这些皆如云烟散去。我原
谅了老鲁这样一个性情中人，喝了酒天马
行空，和他的文风倒是很吻合。通过喝酒，
我也打量洞悉着人心，通过对他人内心的
深刻理解怜悯来作出一些原谅与宽恕，以
此求得对一些人生迷局的云开雾散，放松
与解脱自己。

有次酒局上，一个胖子喝着喝着酒，突
然把杯子扔了，大声说：“这酒，到底有什么
好喝的！”胖子的这句话，惊讶了众人，真感
觉一股股凉风穿过地平线翻越幢幢高楼，
吹到了我们的酒桌子上。胖子真戒了一段
时间的酒，没有了酒局上酒文化修养颇深
的胖子一个一个笑话不断，我们才想念起
了他的好，一旦胖子消失在我们的酒局，这
酒，真还有什么好喝的。后来，在我们深情
的千呼万唤中，胖子又回来了，虽然没有了
往日喝酒的豪爽，但喝至微醺，在阑珊灯火

中飘然归去，再等待下一次相聚，也让心里
有了若有若无的寄托与惦记。我们还同胖
子一同憧憬了这辈子一件浪漫的事，比如
到了八九十岁，在家里炉火旁昏昏沉沉打
着瞌睡，还有几个老友打来电话，邀约着
说，老朋友，出来喝一杯吧，于是我们这些
子孙满堂的老人，又步履蹒跚着走往一个
老地方喝酒，边喝酒边怀旧人生。我们何
必要常常去试探深沉又容易崩溃的人性，
还对人作出某些苛求，这样在一起时其乐
融融，彼此没有羁绊，不也算是一种轻松惬
意的交往么？

我在网络上认识一个叫秋翁的老头儿，
常骑一辆老式摩托车，在这个国家的大陆上
穿云破雾骑行。这个精神矍铄的老头儿，安
顿歇息时喜欢住小旅馆，或是半依在野外大
树下，一个人少许喝上一点带的壶中酒。秋
翁说，那时候喝点酒，体验人在天涯的感觉，
真想流一场泪。我问：“一个人喝酒有啥意
思？”老头儿说，一个人还可以流流泪，证明
自己的心还没枯萎老去，酒，就是来润润心
肠的。老头儿还告诉我，有次他躺在高粱地
里喝酒，红艳艳的高粱在风中似乎也是醉了
一般低头摇晃，那天他喝的正是乡里的高粱
酒，酒入胃肠，全身发热，他站起身，朝地里
摇摆的红高粱深深鞠了一躬。

酒，当它进入了我们的人生，徐徐打开
的是一幅幅醉意芬芳的图画，那里有着命
运的流转起合，芸芸众生里的人生际遇。
我有酒，你有故事吗？在时光川流不息的
码头，在大地的沉香里，在粮食化作的魂魄
中，我愿意倾听，再陪你喝上一口。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
事处）

丝路姑娘，美丽善良，
有你，草原鸟语花香。

丝路姑娘，歌舞飞扬，
冬不拉都塔尔，
把思念装满琴弦，
回荡在河西走廊。
有了你，神秘西域更加令人

向往。

看见你，白云洒落，如同牛羊。
看见你，湖波摆动，纱裙荡漾。

有了你，天山牧场变成了音
乐毡房。

有了你，戈壁古树变成了千
年胡杨。

啊！
千年胡杨，丝路姑娘。
丝路姑娘，千年胡杨。
千年胡杨，丝路姑娘。
丝路姑娘，千年胡杨……

丝路姑娘
王俊 王耀民

春天里，我不想赞美桃花，
我不想赞美她的妖艳，和妩媚
就像我不去赞美一个王妃。
在春天，妖娆的桃花得到太

多的宠爱，
我想把我的薄爱献给另外的

花朵。
譬如梨花，这春宫中被忽略

的绣女，
譬如菜花，那些千百万农家

的女儿。

春天里，我不想赞美桃花，
因为还有太多的景色需要热爱，
譬如绿色的森林，譬如锦绣

的山河，
还有人间一切美好的事和物。

春天里，我不想……
这个世界，还有一些被人忘

记的卑微的生命。
譬如小草，
他们缺少爱和赞美，
一如万物需要阳光，
人间需要真情。

梨花落

风从什么地方吹来，梨花就
从什么地方飘落。

东边桃花红，西边梨花白，
花朵与美人装点着春天，
世上万物生长，
人间姹紫嫣红。

而洁身自好的梨花，
却在莺歌燕舞的三月，随风

飘落。
这三月的梨花雨呀，
此时正吟唱着悠悠的歌——
风吹梨花落，我要找外婆……
（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会员）

春天里
（外一首）

徐甲子

诗/ 绪/ 纷/ 飞

酒到中年
醉意沉

李晓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遗 失 公 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科技鲜蔬菜销售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7000536938）股东研究决定拟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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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重庆台正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数控机床光机零部件喷
涂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受重庆台正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委托，重庆重大环境工程
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重庆台正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数控机床
光机零部件喷涂生产线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该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1.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http://www.25hb.com/thread-78518-1-1.html
2. 公众还可通过电话、电子邮箱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
位索取纸质报告书。建设单位：重庆台正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陈老师544149648@qq.com，18787197664；环评单位：重庆
重 大 环 境 工 程 研 究 院 有 限 公 司 况 工 17300242941，
1597503443@qq.com
3.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影响的所有公众
（主要是重庆台正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周边2.5km范围内公
众），及对本项目建设或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
所有公众。
4.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
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或电话
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
5.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3月18日至2019年3月29日。

环评公示
根据相关要求，现拟对“重庆市浦里河流域综合规

划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环评公示，可能受规划影响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对规划环境影响关注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登入网站或现场查阅纸质文件
参与本次规划环评公众参与调查。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www.cqstjt.com/；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在公示期限内公众可携带有效身份证至环评单
位（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二路179号，中煤科工集团重庆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8号楼404办公室，联系电话：
023-68725210）查阅建设项目纸质报告书。
联系电话023-68725210。征求意见自即日起10个工作日。

周琴到岗上班通知
周琴（身份证：500106198702243540）女士:

根据你于2018年8月29日向公司提交的产
假申请，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产假时间为自2018
年 8月 30日至 2019年 1月 6日止。你应当于
2019年1月7日结束产假并按时向公司报到并上
班。截至本通知发出之日你仍未到公司报到并
正常上班。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
劳动纪律的要求，公司特地通知你：请你收到本
通知立即向公司报到并正常上班，否则将按你旷
工处理。公司同时会采取法律手段维护公司合
法权利，敬请知悉。 特此通知。

渝 澳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纳税人识别号：91500000MA5U8BK988

2019年 3月 18 日

公 告
珠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1日

承建重庆市江北区行政服务中心通道玻璃防护
棚及楼栋大门雨棚钢架刷漆保养工程，该项目于
2018年12月17日完成了竣工验收。办理了备
案登记手续和项目结算。为保障该施工项目的相
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现通知债权人在法律保护期
限内将该项目相关合同和其它有效法律文件原件，
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

特此公告！
债权申报联系部门:珠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

律事务部
联系地址:新余市抱石东大道新澳国际大厦四楼
联系人:罗黎（13879042763）
联系电话:0790-6233066

珠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8日

公开竞标招租公告
业主单位中轻物产重庆有限公司研究决

定，于2018年3月18日就重庆市西来寺36
号部分物业（以下简称“临江客栈”）进行公开
竞价招租，以邀请特定法人单位与在报纸发
布公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临江客栈公开招
租。现邀请有意向的单位及时参与竞价。凡
参与竞价的单位必须接受本次竞价方式及相
关附件合同的条款，提前缴纳竞价保证金10
万元整。

租赁面积：2000平方米
租赁期限：10年
竞价要求：报价作为竞价选定承租方的主

要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
接收报价时间：2019年3月28日
有意向者请速联系：徐先生 电话：023-

62956080 滑小姐 电话：023-62800007 进
一步了解《公开竞价招租公告》和《租赁合同》
条款及相关情况。
以下车辆营运证灭失注销：锦添公司：渝
BJ2906渝BF0691渝BD8138渝BD0113渝
BD8202渝BH9016渝BD1308。皓然公司：
渝BL3803渝BL1883渝BJ9720渝BL2677
渝BL0539。天威公司：渝BH2066。
六六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08292营运证遗失作废
吉龙商贸有限公司长寿运输分公司渝
BD5980营运证500115044342遗失作废

●遗失个体工商户蔡世福2016年05月04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4607679897声明作废●遗失个体工商户蔡世福食品流通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SP500104165003497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揽贝商贸有限公司2019年
3月15日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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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飞

重庆市荣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荣景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龙必佑、尹书银申请你公司计
时、计件工资争议案件，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
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风险告
知和出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9年6月28日上午9点30分
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市荣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3月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龙英堡劳务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209241685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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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5发璧山区凯顺花木种植场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7MA5U9FF92Y作废
璧山区凯顺花木种植场遗失人民银行江津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14700503，账号：211101012001000061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巴南区元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4LU97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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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重庆佛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遗失2010年07月29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000076590；
公章一枚；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佛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遗失国税增值税专用发
票，号码01854647-01854651，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市双桥经开区联炜机械加工厂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桥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530037574601，编号：6530-00726513，账
号：490101012044000170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汇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RB6F1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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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贝烁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7660882336P）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由300万元减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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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康之嘉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KUDR8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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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遗失重庆庄鼎科技有限公司开给重庆童医邦壹号中西医结合门
诊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5000172320，号
码：07658117；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号码：14093639和开给
重庆昱博士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江北大石坝儿科诊所的重庆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号码：14093638，声明作废。
遗失2015年5月8日核发的重庆本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00267189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本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103305128259）、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30512825-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黔江区苗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MA6037B70B）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减至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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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
重 庆 雷 铎 服 饰 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50010609241420X4）遗失通用手
工发票（三联百元版）25份（发票代码
150001420531， 起 止 号 码
05263876-052639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
号为500105000313243的重庆尖叫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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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尖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四两旅游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8496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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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星智舟印章制作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602FUY9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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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领特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6068205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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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舌尖上的爱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6MA5U6EHG3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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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舌尖上的爱食品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永川区鹏钢建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YXKMG2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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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重庆市合川区天仕露电子商务部（税号
91500117MA5U3ALE5M）遗失通用手工发
票50份（发票代码150001520531，起止号码
08106451-081065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重庆圣果园果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5599239850M）经股东
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
规定，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善觉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2MA5U3CJ5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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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服务部，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902904535B），根据上级
要求，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决定，拟将注销本服
务部，请各债权人债务人在登报45日内，向本服务
部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注销公告：经丰都县南天湖镇三抚村养鸡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0MA6028CW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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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丰都县南天湖镇九溪沟村养鸡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0MA6028DA5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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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练川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白市
驿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27545701，银 行 账 号 ：
11301385480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蔚蓝食品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3000100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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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遗失2017年 7月 4日核发的重庆平丰法律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ME9GXK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平丰法律咨询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127104246）、财务
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27104247）、法人付海涛私章壹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迅盈肃联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4MA5UNK468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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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个体工商户傅妍遗失两江新区琪妍餐厅
通 用 机 打 卷 式 发 票（一 联 无 金 额 限 制
版），发票代码：150001720410，发票号
码 ：01353078 至 01353083、01353100、
01353185、0135323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巫山县家顺百合种植股份合作
社（注册号500237NA000630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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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子桓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096290689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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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挺杰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4PH3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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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锴遗失重庆浚亮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专用票据一张，票据内容：商铺
S04- 1 单元- 101 首付款，票号：
00034275，金额：296060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达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2410003927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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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注销公告：经秀山齐顺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241000012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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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重 庆 马 腾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渝 D52308 营 运 证
500110087283渝D2435挂营运证500110087281
遗失作废。重庆都市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
D213G6营运证500107028637遗失作废。恭喜发
财公司渝 D83625 营运证遗失。慧鸿公司渝
B8A883营运证500222058193遗失。重庆万泽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渝BN9005营运证500110003125
遗失作废。重庆籍力物流有限公司渝D22587营运
证500110076558遗失作废。重庆连庆物流有限公
司渝BY0863营运证500110060664遗失作废。鑫
马公司渝BY1932渝AE900挂营运证遗失。海潮
公司渝 BV2006 营运证注销。渝润泽公司渝
BS7378营运证500222023437遗失作废。永盛公
司渝BJ0001营运证500110047935遗失。嘉熙公
司渝BU9680营运证500113006664注销。顺雅宏
物流公司渝D90012营运证500227013053遗失。守
询商贸公司渝D4D659营运证500113018908作废。

公告:重庆越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车辆:渝
GW5985从即日起灭失注销作废。特此公告！
公告:重庆市越发物流有限公司以下车辆:渝GB0782
渝GB1393即日起灭失注销作废。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莱金源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224000019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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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胡中华.男.身份证号为510281198001200377，二级水
利水电工程师，注册编号为渝201121226999，存放在我公司
的注册证书及执业印章遗失，依据规定需办理注销手续，看到消
息后，请你于2019年3月20日前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特此通
知。重庆市万州区天马建筑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3月18日
通知：胡堂胜.男.身份证号为510219198111108514，二级
水利水电工程师，注册编号为渝201131442949，存放在我公
司的注册证书及执业印章遗失，依据规定需办理注销手续，看到
消息后，请你于2019年3月20日前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特此
通知。重庆市万州区天马建筑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3月18日
通知：何川.男.身份证号为500101198708194258，二级建筑
工程师，注册编号为渝201111120603，存放在我公司的注册
证书及执业印章遗失，依据规定需办理注销手续，看到消息后，请
你于2019年3月20日前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特此通知。

重庆市万州区天马建筑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3月18日

遗失重庆市北碚区歇马街道（原歇
马镇）总工会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工会法人资格证书正本(证号工
法证字第231000254号)作废
重庆市公共租赁房管理局遗失批次号〔2014〕
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存根
联 4000 份（号码 000407501-000410000、
000418001- 000418500、 000419001-
000420000），声明作废。

重庆市荣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李远平（字号：荣昌区昌州街道国雨隔栏加工厂）:

本委受理申请人张华申请你公司工伤保险待遇争议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渝荣劳人仲案字（2019）第9
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书由被申请人李远平（字号：荣昌
区昌州街道国雨隔栏加工厂）支付申请人张华下列工伤待
遇：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鉴
定、检查费共计94.273元（玖万肆仟贰佰柒拾叁元整）。驳回
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李远平（字号：荣昌区昌州街道国雨隔栏加工厂）有证据证明
本裁决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
条的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
十日内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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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

●格力电器（重庆）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7709410891J)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1份（代码050001800104，号码14195866）声明作废●重庆麒略市场管理中心遗失招商银行重庆解放碑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123909482310801核准号J65300780772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亿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艺二级建
造师证书及印章渝215111223071声明作废●蒋苇洁遗失2018/9/11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602YG54P，声明作废●更正公告：重庆佳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9日
在重庆晚报刊登注销公告将股东决定更正为股东会决议●遗失重庆嘉世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荣昌
支行机构信用代码证编号：G10500153060901903声明作废●重庆布英顿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两江分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5101010120010007925核准号J65300625758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青于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00108706492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苍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500107810630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译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68113575）、
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 5001068113576）声明作废●遗失2015年01月22日核发重庆市谐棪美容院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820002294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大渡口区旭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章证明●经营者叶颖遗失2018年08月13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601NHF71,声明作废●遗失原万盛区香聚源酒楼公章壹
枚，编号5001107008258声明作废●重庆创哲餐饮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5002211020316）遗失，登报声明●遗失重庆星顺汽车有限公司开具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编号07887971声明作废●遗失吴小锋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4455686作废●遗失重庆森财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遗失2016.6.13核发的重庆博友档案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6689071128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马胜（身份证510222197601204916）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经营者李冬遗失2017年7月3日核发的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本
和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5UP4P34K声明作废●个体工商户胡灵春（万州区天子路友国汽车配件经营部）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1606539899，声明作废●遗失长江师范学院开具给重庆市委宣传部的重庆市行政事
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票据号码：（2017）002185646，
金额：100000 元，特此声明第一联票据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渝州路第一社区
华宇楼宇联合工会委员会工会法人资格证书（正
本），工法证字第23000800260号，声明作废。●遗失任小营二级建造师印章，印章编
号：渝235121335135（0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义鑫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渝
D30019加气证CNG500245-00628声明作废●重庆箭沱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本）号码:500105671043431声明作废●周茜遗失助理工程师证，证号011401201501作废●遗失2015.5.11发王兴明执照正副本500227605492321作废●李德祥遗失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
印章，渝218141549045(01)作废●遗失璧山区燕子涂料经营部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51023219821029002501作废●遗失重庆市合川区龙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杨天林二级
建造师执业印章一枚，注册编号：渝282121227537作废●遗失重庆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
代码1500016201615号码03459987作废●遗失蒋仁超出生医学证明T500008338作废●遗失车牌渝D1555Z5道路运输证500383020038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夜宴歌厅食品流通许可证
副本SP5003831610121181作废●遗失2015.12.3发重庆三禾金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2037998010作废●遗失重庆白雪电器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5000172320号码08020722-08020726作废●遗失杨小红税务登记证正本51022419740418898001作废

●遗失2017.7.10发渝北区福强烤鱼店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5UPG4B9Y作废●遗失重庆市铜梁区王林建筑设备租赁门市
部，税务登记证正本，500224578958573作废●遗失重庆怡作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识
别号500383580164246）发票领购簿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