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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飞虎队办公楼“重生”大公报报社旧址修葺一新

渝中区李子坝又有耍事啦渝中区
李子坝片区
因轻轨被市
民和游客追
捧，其实李
子坝片区在
抗战时期曾
是重庆名副
其实的别墅
区，由于紧
邻号称“西
南第一路”
的 成 渝 公
路，交通便
利，加上处
于嘉陵江边
风景优美，
达官贵人就
在这修了很
多公馆、别
墅。记者曾
多次探访这
些 名 人 公
馆、别墅，比
如 刘 湘 公
馆、史迪威
旧居、高公
馆 、圆 庐
等。近日，
位于李子坝
传统风貌区
内的美军飞
虎队办公楼
旧址已基本
修缮完成，
加上风貌区
内修缮完成
的大公报报
社 重 庆 旧
址，这片黄
葛树掩映下
的老建筑，
将带你穿越
回老重庆。

重庆晚报-
上游新闻记
者 何 浩
毕克勤 摄
影报道

飞虎队办公楼典雅大方

从佛图关轻轨站下来就是李子坝正街，在李子坝
加气站对面，两栋青瓦和土黄色外墙对称的小楼就是
飞虎队办公楼旧址。

虽然处于李子坝正街路边的堡坎上，记者探访
时，这一片老建筑外围有施工围挡遮住，加上片区内
上了年代的黄葛树枝繁叶茂，要不是有目的而来，很
容易就擦肩而过。进入飞虎队办公楼旧址还得爬上
一段石梯坎，穿过施工大门。记者在现场看到，飞虎
队办公楼旧址主体已修缮完成，中间大门敞开，两栋
一楼一底的土黄色小楼对称布局，小青瓦、红色窗棂
的建筑又有欧洲建筑风格，总体给人典雅大方的感
觉。由于年代久远，飞虎队办公楼旧址修缮之前部分
受损，值得一提的是，走进大门，记者看到原来旧址剩
余的条石墙基、土墙都保留了起来，剩余楼梯用木结
构“补充”，充满了年代感。

据渝中区文管所资料显示，1941年7月，美军陆
军航空队退役军官陈纳德率领美国志愿队（“飞虎
队”）首批队员2000余人从美国启程，经澳大利亚、新
加坡抵达缅甸，援华抗日。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
愿队正式成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
志愿队正式编入美国空军。1944年5月，陈纳德到
新津机场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利用川西各基地空袭
日军在东北、华北、华东、台湾及日本本土的军事设施
计划。为抗击日军，保障中国战略物资运输，美军飞
虎队在中国西南山区开辟空中通道，打破了日军对中
国的围困。

相关负责人介绍，当时飞虎队就在这里办公和休
息，飞机就停在白市驿机场。

大公报重庆旧址修旧如旧

飞虎队办公楼旧址旁边就是已经修缮完成的大
公报报社重庆旧址。记者看到，旧址主体为两栋小青
瓦屋面、青砖外墙、条石基础的中西结合砖木结构建
筑，其中一栋为一楼一底，另
外一栋为两楼一底，两楼之
间由外廊连接。

旧址上矗立着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作
为重庆抗战时期重要的
媒体机构，《大公报》

是重庆八年抗战辉煌历史的重要载体。记者了解到，该
旧址附近就是李子坝正街街边的大公报报社生产洞。

据介绍，1938年8月，《大公报》报社辗转来到重
庆，王芸生任重庆版总编辑，12月 1日发行渝版。
1939年5月5日起《大公报》休刊101天，8月13日，
在李子坝建设新村新址复刊。渝中区文管所资料显
示，《大公报》报社在重庆经历了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
炸，期间虽报馆3次被炸，但《大公报》日发行量最多
时达91500余份，晚报发行量最多时达32000余份，
创造当时重庆报业发行纪录。记者在现场看到，大公
报报社重庆旧址内部分房屋已有工作人员在办公。

历史文化风貌区正在打造

飞虎队办公楼和大公报报社重庆旧址所在地为
渝中区打造的李子坝传统风貌区。记者在现场采访
时遇到施工现场值守的李大爷，据他介绍，风貌区分
为几个区域，其中飞虎队办公楼和大公报报社重庆旧
址所在中部区域已基本完成，东部和西部区域正在打
造之中。在风貌区西边，还有一处残破的“石头房
子”，这是国民政府国际问题研究所印刷厂办公楼，它
也将保留修复。

李子坝传统风貌区相关负责人透露，这里除了对
区域内的文物建筑与风貌建筑进行保护修缮以外，还
要整体保护18条传统街巷的空间结构。在业态方
面，还将争取一些李子坝的餐饮老店、老字号回归，最
终形成商业、客栈、办公、博物馆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
文化风貌区。比如，飞虎队办公楼旧址计划打造飞虎
队博物馆，室内展出飞虎队物件，室外进行文化互动，
还与附近的史迪威将军博物馆形成互动。同时，风貌
区计划串联李子坝公园
至嘉陵新路沿线的
文化资源，建成
抗战历史
文 化 展
示区。

▲大公报旧址

▲位于佛图关附近的飞虎展览馆

▶修缮后的飞
虎队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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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平安人寿离职业务员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凌泽华02000150011880020181103106
罗星02000150011880020181103649
吴娟02000150011880020180902859
杨永秋02000150011880020181100323
杨度银02000150011880020170800537
刘维02000150011880020181203597
王泽平02000150011880020181000325
陈瑶02000150011880020181103341
吕金华02000150011880020181201941
冯小红02000150011880020180701598
段太英02000150011880020180801332
张磊02000150011880020181102849
陈浩02000150011880020181102857
张建02000150011880020180600641
刘纯兰02000150011880020181204590
罗玉兰02000150011880020180603570
简凤02000150011880020181200205
张凤02000150011880020181100989
张小玲02000150011880020181204581
廖治龙02000150011880020181203781
刘信洪02000150011880020180801172
罗茂秀02000150011880020180600422
李维芳02000150011880020181203853
杨渝02000150011880020181103938

张义02000150011880020180903072
袁洋02000150011880020180903064
黄家义02000150011880020180902998
刘小倩02000150011880020180701864
袁厨鲜02000150011880020180800508
罗雪梅02000150011880020180302785
李天权02000150011880020180700128
赵德江02000150011880020181101519
张宝和02000150011880020181100495
曹华英02000150011880020170903751
张秋02000150011880020180701694
邓海霞02000150011880020180602995
陈友平02000150011880020180702054
周英俊02000150011880020180901690
凌巧02000150011880020180903021
杨梅02000150011880020180901946
何宗华02000150011880020180502814
周玉梅02000150011880020171203121
廖光菊02000150011880020181100534
张贵兰02000150011880020181101318
马文秀02000150011880020180701928
邓正建02000150011880020180903304
周君花02000150011880020180903827
田谣02000150011880020181100204

万理峰02000150011880020180900187
段佐琴02000150011880020181102138
彭章燕02000150011880020181102082
郭摇02000150011880020180901729
林燕02000150011880020180700423
柏财敏02000150011880020180800629
余小娇02000150011880020181001906
张平坚02000150011880020180601347
管清燕02000150011880020180900074
覃绍平02000150011880020181103882
黄小津02000150011880020181103815
吴茂盛02000150011880020181103413
谭光亮02000150011880020180703014
伍照芬02000150011880020180702167
旷年鹏02000150011880020181101932
陈驰02000150011880020180902947
杨朝文02000150011880020181101641
黄常春02000150011880020180903851
肖良月02000150011880020181201064
王雪梅02000150011880020180801445
韦晓曼02000150011880020181204022
周红霞02000150011880020181204039
王宗瑜02000150011880020190200628

重庆市涪陵区房承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解散公告

根据重庆市涪陵区房承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以下简称“本专业合作社”）2019年3月25日全体
成员决定，本专业合作社决定解散，根据《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四十三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专业合作社申报债权，
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

联系人：谭小于
联系电话：13101152522

2019年3月25日

通 知
兹有我单位建造师1、成滔，注册编号：

渝281121229131；2、曾德贵，注册编号：渝
281000804379；3、柯长寿，注册编号：渝
281000804345，请你们于2019年 3月 28
前回公司办理离职和建造师相关事宜，如
未按期回公司办理，我公司将按程序强制
注册建造师信息。

重庆普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5日

遗失声明
我公司文忠东二级建造师注

册证书（证号：00057101）、章遗失，
特此声明！

重庆阳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经重庆俊可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339490475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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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减资公告
经重庆顺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6MA5YNE9F02)股东会
决定,现将原注册资本由贰仟万元整减少至
叁佰万元整，根据《公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公司办理相
关事宜，特此公告，2019年3月25日。
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惠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刘建波（碚劳人仲案字〔2019〕第412
号）与你单位劳动报酬争议。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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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内。本委定于2019年6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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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债务清算公告
原华赣景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12月13日名称变更为:华赣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于2018年10月25日中标承建重庆市沙坪坝
区红岩景区（烈土陵园）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并于
2018年11月30日完成竣工验收。本公司“重庆
市沙坪坝区红岩景区（烈土陵园）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将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日内予以撤销。如
有涉及该项目的债权债务，请债权人务必在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十日内到项目部进行债权债务登
记。项目部撤销后，本公司对涉及该项目所有的
债权债务均不予承认。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均
由项目部负责人王开渝先生个人承担。特此公告。

公司联系人:杨 浩（电话:18720956881）
项目负责人:王开渝（电话:13708364945）

华赣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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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MA5UPBWH2J的重庆劝业
汽车救援服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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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劝业汽车救援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5日
遗失公告：重庆兴昊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唐巧，身份证号码
500225199308197741) 遗失：重
庆二级建造师(建筑工程专业)注册
证书，编号：0103241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兴述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3830078674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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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莱万特汽车维修服务有限
公司在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双凤桥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530057577502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大足区文成机电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557795276X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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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璧山区好多多便民超市（普通
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070312552P）
合伙人研究决定，本企业拟将注销，根据《合伙企业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
企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寻人启事
因失去联系方式，现寻找以下员

工：李永菊、唐雪琴、王星平，请速联系！
重庆阳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经重庆汇阁仕汽车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304807807A）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减少到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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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告示
由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重庆西郊

福寿园项目一期、二期项目现已竣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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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 高清明
联系电话：023-87809923
公司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3号4-1

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5日

遗失重庆润邦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开具
给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合成油脂
分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码
5000183130 号 码 07096881、代 码
5000182130号码06912113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十八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YXGA0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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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彭水县贝帝斯建材经营部（账
号 3100019209200107883）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水支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875000306702作废
遗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开
具给重庆城建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抵 扣 联）代 码
5000183130号码01158815-01158820、
01159066、04805931特此声明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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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凯年隐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49TH34）2019年3月25日
遗失龙湖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开具给重
庆王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
用发票，发票代码：5000184130，发票号
码：02051777，金额：4283.85元，特此声明
发票联和抵扣联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洛尤斯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30499415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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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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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089104032K的重庆念荟教育
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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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念荟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2019年3月2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云哲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7MA5UQU242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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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恒坤农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12005351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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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朗迪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76592710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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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恒祥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YNA9FX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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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非凡视界商旅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A1TA7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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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欣茂服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MA5U4KBC8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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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武丰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2019年3月22日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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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锋
公告：“重庆磊弘科技有限公司”因为公司名称变更为

“重庆磊弘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现声明：重庆磊弘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的 财 务 专 用 章 壹 枚（ 编 号
5001087007811）及公章壹枚（编号5001087007810）
作废，并启用新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公章，特此声明
拟注销公告：经忠县仁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5905401887)股
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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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赛德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中建信
和嘉琅置业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发票
代码：5000183130，（发票号码：05209419，第二联、第
三联，金额：60000.00元）（发票号码：05209420，第二
联、第三联，金额：72000.00元）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众人商务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两路支行（账号：
3100086109024598932）开户许可证
J65300377476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春海花木专业合作社（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35001095734347382）成员
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
权人到本社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道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工商
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500107000013025），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号码 50010767100271X），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道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107000013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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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5日

遗失重庆永荣矿业有限公司建荣发电
厂开具给国网能源阜康发电有限公司
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码5000182130
号 码 07731943、 07731945、
07731946、07731947特此声明
遗失黄明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500234015592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锐旺物流有限公司车牌号渝
F12995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畅发公司渝A7868挂
营运证遗失作废。慧鸿公司渝 D79255 营运证
500222083667 渝 D58981 营运证 500222074807 遗
失。万州区兴旺公司渝F17051营运证500101009873
遗失作废。重庆融驰物流有限公司渝D09558营运证
500108033763遗失。重庆明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
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500113005738遗失作
废 。 鑫 益 城 物 流 公 司 渝 BY1955 营 运 证
500115040613渝A931挂营运证500115044281遗失
作废。泓洁物流公司渝D59087营运证500222080975
遗失作废。龙科万盛分公司渝 D14122 营运证
500110074210 遗失。重庆科盛物流有限公司渝
D65846营运证500222066299遗失。綦强公司渝BZ1877
营运证遗失。恒泰公司渝C73669营运证500383005029
遗失。汇满鑫公司渝D51899营运证500110085521遗
失。久发长寿分公司渝B97086营运证500115016953渝
BT8795营运证500115025616遗失注销作废。朗致公
司渝BU3681营运证500222027456遗失。穗明公司渝
D48417营运证500222069939遗失作废。添福公司
渝D21279营运证遗失。

●聂平遗失叉车证一个，身份证：500112198809014606●遗失重庆市科夫酒店在中国民生银行的基本存款帐户开户
许可证（J6530013260501）重庆市科夫酒店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华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钱成义二级建造
师执业印章，编号为：渝208101117436，声明作废●遗失吴襄容营业执照副本92500112MA5UKX7B7Q作废●遗失周政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4613423245作废●遗失朱伟营业执照副本500224600187522作废●遗失曾波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4611241513作废●遗失黄耀枚税盘的51盒子018971185841作废●遗失北碚区东阳街道先锋社区下坝农业合作社公章作废●遗失2015.12.22发彭建会营业执照副本500384606910809作废●遗失潼南区堂客土灶老火锅店通用机打卷式发
票代码150001920410号码03190169作废●遗失永川区渝奥旅馆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号码48839796-48839800作废●重庆碧轩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公章遗失作废●遗失万世智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4600297353作废●重庆优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陈世平)二级建造师（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执业印章（注册编号：渝201101016654）遗失作废●赵玖洪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渝A042015031998遗失作废●重庆市渝北区龙豪度假村财务章一枚(编号:5001127109338)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市大渡口区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站检验测试所合同章检测章证明●遗失潼南区岸上渔夫餐饮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
码150001720410号码15248636、15248637作废●遗失重庆市合川区彭小利广告设计室公章壹
枚，编号5003824015633声明作废●遗失张銘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N500073087声明作废●遗失唐玉涵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260075声明作废●遗失声明邵一超身份证号（510212195703170831）遗失退休证声明作废●遗失张永培身份证51020219790109061X作废●重庆市渝蓉医药有限公司张若兰遗失执业药
师注册证编号502216080525声明作废●遗失荣昌区昌元街道贤新猪肉摊通用手工发票，代
码50001520531号码11021826-11021850声明作废●重庆市綦江区万康物流公司渝D24476营运证500222072672作废●古婷婷执业证号02000450000080020180300021遗失

●遗失江北区福满多餐馆2015年8月12日核发的个体
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560609129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创艺教育培训学校公
章，编号：5001068120156，声明作废。●2019.3.22杜萍身份证513023198512230023遗失作废●重庆越旺物流有限公司渝GB5865营运证500231007749遗失●遗失《重庆菜鲜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食品流通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JY15001160152743声明作废●遗失聂勋远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及印章
（编号：渝281121330754），现声明作废。●遗失方文馨巜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444453作废。●声明:遗失余世芬（身份证510222194309238429）的巴南
区安澜镇石板垭村11社林权证、编号2001110061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冬博义商贸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7MA5U67WC79）
金税盘（44-66157033843）报税盘（44-66250596143）声明作废●遗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平静汽车配件经营部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00233198611020215）声明作废●重庆市远古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建行大坪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50001014000050200058核准号J6530064591201作废●遗失个体户薛菲（江北区茗悦轩茶艺行）2014年11月21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5600254029声明作废●重庆炳丞福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招商银行解放碑支行开户
许可证账号123908203610404核准号J6530066332801声明作废●谭伦刚不慎遗失重庆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南坪店发票壹张，
发票代码050001700107，发票号15885590，特此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大学邓荻研究生学生证：证号20161813115作废●经营者刘憎平遗失2016年01月13日核发个体工商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5607040244,声明作废●声明：纳税人赖进良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本：税号510217197012131113，声明作废●遗失曹雷营业执照副本92500224MA5YQ4LJ9B作废●遗失重庆市黛宝珠宝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1MA5U5YJP9R）
报税盘，盘号 66250578194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谊邦百货商行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23010519740808053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康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JHDH5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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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居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79072928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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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遗失声明
2017年11月9日遗失隆小燕身份证，号

码 ：500230198409162640，有 效 期 限 ：
2014.04.15-2034.04.15，自遗失日起非本人
使用该身份证无效，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润桥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068269460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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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青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224MA5YU7M42W）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8000万元减少到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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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克近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XDW2N5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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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遗失邓伟二级建造师资格证书、编号:
0024622，二 级 建 造 师 注 册 证 书、编 号:
00578500，注册建造师变更注册申请表、编
号:500113120135933,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