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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综 合 服 务

房产招租
1、渝中区解放碑大都会西楼（八一路53号）

临街商铺250㎡。2、渝北区龙溪镇金龙路256
号9栋1-3层商业2273.26㎡及楼上住宅两套
256㎡。3、渝中区解放东路366号（融创.白象
街）七个商业门面（可整体、加层）834.52㎡。
详询:023-63830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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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佳公司营运证渝BS7678遗失。慧鸿公司渝BY7093营运证500222049862遗失。锦延公司渝BV0377营
运证500222027434遗失。锦延公司渝BV0056营运证500222027160灭失注销。斗金公司渝BZ0202营运
证 500110058087 遗失。勇航公司渝D59357 营运证 500222086015 遗失。祥源公司渝D63004 营运证
500106029934遗失作废。篷缘物流公司渝AN5182营运证500222049463渝BU0878营运证500222073600
遗失作废。龙运合川分公司渝CK1521营运证遗失。重庆龙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合川分公司渝CK1398渝
CK2655渝CK2383渝CK2626渝CK2396渝CK2713营运证遗失注销，重庆市合川区富都运输有限公司渝
C71W82 渝 C116E8 营运证遗失注销。正途公司渝 BZ0352 营运证 500222049824 渝 BY1066 营运证
500222044854遗失。佳绩物流公司渝D56163营运证500110104028遗失作废。中盛物流公司渝D35087营
运证500110083043遗失。攀棋公司渝D29929营运证500110088473遗失作废。齐郡物流公司渝D67858营运
证遗失。强帮公司渝A8900挂营运证500110050043遗失。佳平物流公司渝BV3865营运证500110045040遗
失作废。渝平长寿分公司渝BM1637运营运证500115038295遗失作废。骏豪万盛分公司渝BR0530营运证
500110011813 遗失。万祥汇物流公司渝D48228营运证 500110095894 遗失作废。久发万盛分公司渝
B9008挂营运证500110037786遗失作废。汇升物流公司渝BQ3753营运证500222038063灭失注销。綦江
区金福商贸公司渝 AN8822 营运证 500222037317 渝 A60108 营运证 500222081811 渝 BJ9898 营运证
500222074139渝BJ9582营运证500222034485灭失注销。尊宏公司渝BR2911运证500110013397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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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县河山石膏有限公司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奉节县河山石膏有限公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
定，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意见。

1、征求受项目建设的公众或单位的意见或建议；
2、公众可前往建设单位办公室查阅纸质报告书，或通过网络

http://www.eiafans.com/thread-1213423-1-1.html查阅报告书。
3、公众可通信信函（重庆市奉节县草堂镇欧营村20组）、电

子邮件（3753470@qq.com）等方式，提交公众意见至建设单位。
4、在您看到此公告起10个工作日内，可提交意见和建设。

奉节县河山石膏有限公司
声 明

近期，我司接到举报，称有不法分子冒用本公
司名义进行诈骗，包括假借我司名义对外承揽业
务，骗取钱物。此等诈骗行为不仅给我司带来了极
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也有损广大群众合法利益。对
此，我司郑重声明如下：

一、我司系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国有独资担保公司，自成立以来，严格依法依章
对外开展活动，从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以公司名
义对外开展业务并收取钱财，具体公司员工信息详
见我司官网（http://www.cqwjmdb.com/）；

二、对于任何冒用我司名义进行诈骗活动的
非法行为，本公司决不姑息，必将积极配合相关部
门展开调查，并保留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三、本公司在此提示社会公众仔细甄别信息，
明辩真伪，谨防受骗。如发现此类行为可致电我司
进行举报确认（电话：023-63417050）或立即向公
安机关报案。

特此声明。
重庆外经贸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4月2日
遗 失 声 明: 何 祥 露（ 本 人 身 份 证 编 号
500108198901030882）因不慎将自己持有由重
庆市南岸区房屋管理局海棠溪房管所核发位于重
庆市南岸区南坪正街79号10-2号房屋的《重庆
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遗失，现特此声明作废。

重庆八燊建材有限公司遗失2011年3月
2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03000107728，声明作废；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500103572116498，声明作废。

●成都芭菲会馆婚礼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遗失阳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两江新区支公司开具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
票 3 份，发票代码 050001800104，号码 23645468、23645469、
23645473；遗失保险单 3份，号码 1059901022019000003，流水
号0001363778、号码1059915012019000011，流水号0001363780、
号码1059917012019000005，流水号0001363782，声明作废●重庆芭菲婚礼会馆有限责任公司遗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市两江新区支公司开具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
3 份 ，发 票 代码 050001800104，号码 23645470、23645471、
23645472；遗失保险单3份，号码1059901022019000002，流水号
0001363777、号码1059915012019000010，流水号0001363779、号
码1059917012019000004，流水号0001363781，声明作废

遗失沙坪坝区宏骏家具制造厂（税
号92500106MA5UBGNC1T）开具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联和第三
联）1份（发票代码5000183130，号
码03883661）特此声明

关于G75兰海高速公路（渝武段）缙云山立交实行交通管制的通告
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良好技术状况，提升行车安全性和舒适

性，经重庆市高速公路管理局批准，G75南海高速公路（渝武
段））缙云山立交匝道（北碚缙云山至重庆主城方向）路面病害
处治工程进行路面施工，现将交通管制情况公告如下：

一、施工时间及路段：1、4月11月上午8:00-22:00封
闭缙云山立交北碚缙云山至重庆主城。2、绕行方案：缙云
山立交北碚缙云山至重庆主城方向车辆通行城市道路绕
行到北碚立交上重庆城区方向。

二、注意事项：1.施工期间，将根据工程进度对交通管
制地点进行相应调整，并发布管制信息，请过往驾驶人注
意观察可变情报板、交通提示标志，致电023-12122及时
获取相关通行信息。2.过往车辆通行交通管制区域时，应
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按照现场交通标志标牌的指示行驶，
服从高速公路执法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指挥。3.施工期间，
请过往车辆及驾驶人提前掌握路况信息，避开车流高峰时
段进行错峰出行或则选择其他行驶路线，避免交通拥堵。
4.对违反本公告要求的，高速公路执法机构将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特此通告

重庆渝合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第一支队四大队

重庆通力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4月9日

遗 失 声 明 ：本 人（周 川 江），身 份 证 号 码
（652923198404150017），遗失交纳悦荟（重庆）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租赁保证金收据，金额为
12120元（壹万二千壹佰贰拾元正），特此声明！

声明人：周川江
遗失声明

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
务所遗失新版财政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机打票
据）收据第四联 2份，票据号码为：006202098，
000776632金额：共计50元，声明作废。

公 告
由于通海二十一路道路工程上跨渝武高速公

路，于2019年4月12日至2019年4月14日占用双
向超车道，2019年4月15至4月19日每晚（23:00-
次日6:00）封闭出城方向的车道，所有车辆在北环
下道绕行金开大道至礼嘉立交上道。2019年4月
20日至2019年4月26日每晚（23:00-次日6:00）
封闭进城方向的车道，所有车辆在礼嘉立交下道绕
行金开大道，2019年4月27日至2019年4月28日
占用双向超车道，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应急车道可
以通行车辆。请过往车辆服从现场执法人员及交通
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
解。特此公告！

重庆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一支队四大队
重庆渝高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千粟餐饮文化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320444866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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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证遗失需登报作遗失公告的3人信息：
邹雨璠：B50000155000362
窦威锋：B50000155000363
吴名玲：B50000155000284

冉小霞02000250010180020170100116
付高红02000250023080020170800117
龚兴胜02000250022780020160500550
张宗国02000250010180020161101833
皮桂君02000250023080020180700257
龚琴02000250022780020160900052
李武兵02000250010180020160701313
陈明术02000250023080020170300832
董其平02000250022780020170301132
朱金平02000250000080020170503282
张仕平02000250023080020161000068
钟光容02000250022480020170400165
唐亚平02000250000080002016002584
秦宗清02000250000080002015023480
马孝良02000250022480020171100026
向家辉02000250010180020170300923
杨志华02000250024280020170900140
张果财02000250000080002015072324
王 建02000250010180020160702461
庹 琼02000250000080002015086819
张宗怀02000250011080020160500673
孙世眇02000250000080002015068094
张 洁02000250000080002014005519
张盈盈02000250011080020170800040
谢召阳02000250010180020170402954
杨金莲02000250010380020161000390
陆远会02000250011080020171100126
程 娟02000250010180020160700644
范 明02000250010580020160500387

谢小东02000250011080020180400356
谭晓和02000250000080002015028830
许昌素02000250000080002014019514
杨 溢02000250011080020180700453
彭贵林02000250000080002016010291
亚国红02000250010580020170800030
谢宗兰02000250011080020171000385
贺生群02000250000080020171008930
余明均02000250000080002015067472
周 波02000250011080020170400724
张亚洲02000250010180020170800821
税雪02000250010580020170600175
李世彬02000250011080020181000107
唐小丽02000250023480020180400847
李建强02000250000080002015134892
陈明伟02000250011080020160400332
王飞02000250000080002015050230
戴正英02000250000080002015092745
王维琼02000250011080020160400515
袁开娟02000250000080002015108516
李心江02000250010680020170301214
蒲 丹02000250022280020160701200
贺学彬02000250000080002013060814
伍国君02000250010680020180600152
朱文凤02000250000080002015097549
邓明钢02000250023580020170300695
印丽银02000250000080002015088804
赵德群02000250022280020170700559
许正安02000250000080002015126850

雷 愉02000250010980020170301197
丁治娟02000250000080002015104328
瞿香02000250011580020170900309
吴 春02000250010980020160900373
李国先02000250022280020180400051
陶 元02000250000080002015025954
游晓玲02000250000080002015116071
张青文02000250022280020161100858
况明杰02000250011580020180900029
陶燕平02000250010980020160700306
卢惠君02000250000080002015047679
刘天容02000250011580020160500548
杨仁梅02000250000080002015006687
王永令02000250011980020160400091
艾 华02000250011580020170400431
付金菊02000250000080002015051917
周兴敏02000250011980020161000081
汪定兰02000250000080002015099124
钱炳英02000250011780020170300292
杨 梨02000250011980020171001004
禹云秀02000250000080002015103034
王 巧02000250010280020171200029
李 平02000250000080002015006197
曹 霖02000250010280020160900029
黄 梅02000250022780020160800202
黄庆玉02000250022680020170100060
刘 强02000250023180020181100437
王乾勇02000250022780020161200143

以下人员由于保管不善遗失了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制发的重庆
市保险中介从业人员执业证书，现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欧博装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08633428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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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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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MA5YNDAL31的重庆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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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春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9年4月9日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昌州法律服务所杨易和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执业证书，证号3221707110137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昌州法律服务所罗远宽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执业证书，证号3221707110146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扬舲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RQDUX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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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

遗失重庆黔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二级建造师执业
印 章 何 燕 琦 渝 242131442076 周 峻 渝
204161753622 杨黄全渝201131337693刘昌智渝
206141550058周峻渝20416175362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御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KM7D3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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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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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MA5UMC8X7L的重庆田大胖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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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田大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木润装饰建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600LG5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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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号为
500105008200221的重庆上好食光餐饮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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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上好食光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4月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富铸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10721059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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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芸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5UCJ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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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悦活态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MA5U4EFW0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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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如恩保健品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901008044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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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
注销公告：重庆聚浩丝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4MA5UKH105Y经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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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债权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山海经体育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3MA5UMTW49T）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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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
江 北 区 潜 力 诊 所 （ 税 号
92500105MA5YDTPE0G）遗失通用机打卷
式发票（一联无金额限制版）11份（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起 止 号 码 09989090-
099891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华姐服装店（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1595186843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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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恩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遗失以下空白合同：两套存量房交
易文件合订本（合同编号：100002085481和100002085482）一
式三份共六本、两套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编号：100002085531和
100002085532）一式三份共六本，声明作废。
重 庆 壹 斯 伯 特 健 身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91500000MA5UB12Y79）遗失：2008版增值税
普通发票（二联无金额限制版）2份（发票代码：
5000172320，号码：26901366、26901367）、报税
盘（盘号44-662600253151）声明作废
声 明 ：重 庆 梦 遥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9150010608243328XJ)遗失通用手工发票
（三联百元版.190mmX105mm）25份，发票
代码 150001520531，发票号码 10726976-
10727000，声明作废
声明：陈亚龙、李长城遗失重庆嘉
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的购买
富力白鹭湾1-2#地块5-3-1号房
定金收据，收据号码 0583985 金
额 20000元，声明作废
本人白建 (身份证号510228196901130019)，契税
完税证明第一联和第三联遗失。票证号码：（176）
渝地证91224531，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大竹林组
团G标准分区G16/05号宗地16-2-1001，实缴金
额：123097.24元。声明作废
重庆毕海鸿升公司渝BH8683道路运输
证号500110053040遗失作废。
重庆尚宏物流有限公司渝D48736营运
证500110085368遗失作废。
重庆广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V0507
营运证500110038181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江北
区分局，2016年4月5日核发食品流
通 许 可 证 ，许 可 证 编 号 ：
SP5001051650088678.名称：江北区
松香惠食品经营部；负责人：赵鑫

遗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重庆市荣
昌区分公司开具给重庆多邦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通用机打发票，代码
150001920230 号 码 00511841、
00511842声明作废
重庆创源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渝BX2611车主长期脱离公司监管，驾驶
人员拒不参加公司定期组织的安全培训学习，不按规定进行强制安全检查
和年审。拒绝按规定强制保险，处于长期脱保，限车主在登报五日之内到公
司完善一切手续，预期未完善公司将向车管所申请灭失注销，及营运证注
销；后果自负，并追究其法律责任，车牌照、行驶证、营运证、未收回。

遗失重庆展宏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在重庆银行建新东路支行基本存
款账户（账号240101040014330）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6530030353001，声明作废。
顾元元遗失重庆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
开出的购房票据3份，票据号：0008892
（定金：金额20000元）、0017335（楼
款：金额480212元）、0017336（契税：
金额15091.36元），声明作废。
本人肖勇 510229196910122674，购
买了重庆市永川区恒大悦府的121号
楼102号房，因房款收据N 0160227、
大修基金收据N 0160229、契税收据
N 0160228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旭扬石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7060521676B）股东会研究决定，将本公
司原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至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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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

遗失2015年10月09日发重庆市璧山
区华荣废旧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77562120037，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530003455804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北碚区勤进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9MA609UPB84）股东决
定，现将注册资本从50万元减至1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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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太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谢莉（身份
证号码500231199108144343）二级建造师
注册证（注册编号：渝205121334466，证书
编号：00829473），声明作废。

●重庆尊凯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渝D02970所属营运证(500381022483)遗失●重庆俞枫物流有限公司渝D15628营运证500110087736遗失作废●重庆嘉威物流有限公司渝BN3899营运证500110008843遗失●重庆宏立物流有限公司渝BN2650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市鑫嘉运输公司渝D04552营运证500110090609遗失
重庆市大渡口区征地办公室公告
赵世海（户）：
你户位于大渡口区建胜镇群胜村五社的房屋已被大渡
口区人民政府依法征收。现请你于2019年4月12日
前到大渡口区征地办建胜镇征地工作小组（茄子溪正
街39号）领取《征地拆迁补偿财产领款通知书》，如逾
期未领取，我办将以清理确认、张榜公示数据作为征地
拆迁补偿依据。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68152531

重庆市大渡口区征地办公室 二○一九年四月九日

重庆市梁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军巍陶瓷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李云富、余立香、周召富、郑世
龙、黄义、张德海、刘昌全、张涛、徐垒、周光均、张燕
羽、文姣、戴显军、熊巍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仲裁
裁决书，依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
条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委渝梁平劳人仲案字
〔2019〕第29号至第42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重庆市梁
平区行政中心4号楼106室），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自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到重庆市梁平区
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梁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4月9日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皓珲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柳作福（碚劳人仲案字〔2019〕第485
号）与你单位因确认劳动关系引起的劳动争议。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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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
作日内。本委定于2019年6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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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开亮遗失2008年9月22号核发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90460001789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岸区匠艺建材经营部税务登记证
（500108L40912269）的正副本，声明作废●重庆凯御名品门窗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壹枚（编号5001047031698），声明作废。●重庆美味求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北碚稠州村镇银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65300012010090003915核准号J6530063229901声明作废●遗失2007年4月25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刘容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13003077-2声明作废●遗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校园票务服务部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10921198910205142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西部骆驼蓄电池销售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2391041377，声明作废●重庆言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建行荣昌昌州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50050117630000000018核准号J65300601814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鑫斛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鑫斛药庄松青路店第二类医疗器械
经营备案凭证，编号渝大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0039号，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合众力门窗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2263009014，声明作废●遗失巫山县汇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二级建造
师执业印章黄瑜渝205101117349声明作废●重庆远景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遗失民生银行重庆分行营业部开
户许可证，账号152470591核准号J6530072336901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骏 嘉 恒 恒 商 贸 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500108MA5UT07M6Y）发票领购簿 ，声明作废●重庆喜来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工行重庆南岸支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3100027609200150310核准号J6530084348301特此声明遗失●龙小菊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编号：00581890）遗失作废。●遗失邓盛贵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5600180797作废●南岸区晚秋花艺设计工作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8MA5YX75X8G）印章备案回执单遗失，声明作废●重庆银建出租汽车服务中心车辆渝AT8846 道路
运输证遗失，证号:500100044754，声明作废●云阳县利民粮油批发中心遗失：云开票51
盒子编号01897107872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富臻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重庆文体路支行
的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J6530039836801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江坤餐馆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150001920410号码
03191401代码150001720410号码15246401、15246403作废●遗失何安芬残疾证号51021319510106122042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君雅花木种植场发票章壹
枚，编号5001097042905声明作废●遗失谭红营业执照副本500113605308218作废●遗失2017年03日09日核发沙坪坝区绅榀美发店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UDC0M7C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崛茂商贸有限公司在重庆银行永
川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856779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万盛区振汉花木种植场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联（编号37911856/37911857）贰份，声明作废●遗失秀山县博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1MA5U30U94R声明作废●重庆渝北区晨露化妆品经营部遗失重庆银行渝北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1629801声明作废●遗失声明：彭渝（身份证号500112199503084825）
遗失护士执业证书，编号：201450002707声明作废●经营者李发宣遗失2017年4月21日核发的个体工商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5UJ4FE87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陈薪宇（江北区坤宇通讯设备经营部）2015年5月
1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605488240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绿 恒 餐 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壹 枚（编 号
5001065051893）、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65051894）声明作废●遗失王丽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580020160401923作废●遗失刘英华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680120181100660作废●香港联亚兴业有限公司遗失由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重庆外汇管理部出具的业务登记凭证，声明作废。●遗失陈亚梅失业证51021419710101082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尚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编号：
5001078084562）及印章证明一份，声明作废

●王俊(500107199204097713)购买重庆富力城
2RA5_2303首期房款收据遗失，声明作废●遗失2017-03-31核发谢光梅个体工商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UGDGG9N）声明作废●遗失2018.5.10发李正强执照副本92500109MA5YWPN9XP作废●遗失2014.12.17发刘建英营业执照副本500106600493619作废●遗失李德祥建造师注册证，注册编号渝218141549045作废●遗失重庆市渝北区宇羽网吧公章
一枚，编号5001127046333作废●代燕莉遗失重庆潼南蔬菜批发物流市场有限公司保证金收
据1张,商铺号7-1-6，收据号码：5020767，声明作废●张丽容开具给重庆驰华亿立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重庆通用机
打发票（代开）代码150001920230号码00841143作废●遗失2016.2.4发重庆一月一链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4MTK30作废●刘建军遗失2018年05月17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7MA5Y71PT43个体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中科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工程勘察资
质证书编号B150006408 副本6-6特此声明●遗失江北区热闹里火锅店发票专用章一枚作废●遗失2015.4.9发黄坤营业执照正本500383600626179作废●遗失重庆乐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公司车
辆渝AA172N营运证500106035287声明作废●遗失母亲杨炬、父亲吴彪之子吴洋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L500307408作废●遗失重庆津美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编号5003817027716，声明作废●重庆鑫建包装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7MA5U57RA32）遗失已开增
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1份代码050001800104号码01325015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重庆余乐汽车美容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5588915489B）遗失通用定额发票
（二 联 20 元 版）400 份, 发 票 起 始 号 码
00564801,发票终止号码00565200；遗失通用
定额发票（二联10元版）200份,发票起始号码
03587101,发票终止号码0358730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昌州法律服务所杨易和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执业证书，证号3221707110137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昌州法律服务所罗远宽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执业证书，证号32217071101469，声明作废

四川省华蓥市庆华镇沙子坝小学，一
所在百度地图上查不到的村级民办“不完
全小学”。它坐落在华蓥市庆华镇邱家嘴
村6组（原沙子坝村 4 组）的一个山坡上。
一个厕所、一个坝子，以及青瓦白墙筑建的
四间教室，占地860平方米，这就是华蓥市
庆华镇沙子坝小学的全部。一年级、四年
级、五年级，这里目前仅有的三个年级共计
40余名学生，是“首望公益”第6季的关爱
对象。

相比物质帮扶，孩子们更需
要精神的陪伴

“这次过来，一方面是想实地细致地了
解华蓥市庆华镇沙子坝小学存在的具体困
难；一方面则准备了一些物资和互动，给孩
子们送上一份温暖和关爱。”首创置业重庆
公司党支部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后
续还将针对学校的具体情况，展开一系列
的帮扶。

首创置业重庆公司党支部将爱国主义
教育也融入到了对孩子的关怀当中。了解
到学校过去的旗杆被大风折断后一直没有
经费修复，首创置业重庆公司党支部为华
蓥市庆华镇沙子坝小学架起了崭新的旗
杆，并举行了升旗仪式、教孩子们系红领
巾，讲述了国旗、国歌、红领巾由来的故事，
还组织全校师生观看了《闪闪的红星》这一

爱国主义教育动画影片。
“你看，这些孩子现在笑得多开心。”作

为本次活动参与方之一，麦田计划的志愿
者在搭建起足球场后，与孩子们一起玩起
了集体跳绳。麦田计划的志愿者说，麦田
计划一直专注改善贫困山区孩子教育境
遇。他们发现，相对物质的帮扶而言，贫困
山区孩子更需要精神上的陪伴。

从第二课堂开始，“首望公
益”种下更多希望

“以前上体育课，只能让孩子在坝子里
跑跑步。现在好了，有了‘首望公益’捐助
的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皮筋……以后的
体育课，内容可以更丰富一些。而且，麦田

计划每个月会来两次，让孩子们用此次捐
助的‘彩虹口袋’里的画材上美术课。”代课
老师表示，“包班教学”的最大问题在于，代
课老师无法做到“十项全能”，但通过“首望
公益”的帮助，至少在副科的教学水平上，
得到了显著提高。

对于教学方面还需要得到哪些帮助，
校长张友余毫不避讳地说：“我们小学的
成绩已经算不错了，去年在十几所小学的
综合评分里，排名第二。不过，我们的英
语水平确实一般，特别是口语，希望以后
能有支教来帮忙提高。”

首创置业重庆公司党支部的代表，将这
一切需求和反馈仔仔细细记了下来。她说，
首创置业作为国企，始终把践行社会责任放
在第一位，当成是企业应尽的本分。事实上，

“首望公益”已经连续举办了6年。今年，之
所以让更多参与方加入进来，并有更多对外
发声的行为，则是希望能通过以身作则的方
式进行抛砖引玉，可以召集更多社会力量聚
焦，一起用心关爱贫困山区的留守儿童，为这
些祖国的花朵传递和赋予更多的希望。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员 湛采璇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
高云龙近日率调研组来渝开展民营企
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情况调研。4月 8
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
唐良智，市政协主席王炯同高云龙一行
举行座谈。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南
存辉，市领导王赋、李静、谭家玲参加。

陈敏尔介绍了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和

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有关情况。他说，党
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全面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重庆的重要指示要求，积极营造
良好政治生态，着力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民营经济占据
重庆经济“半壁江山”，是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们坚定
贯彻“两个毫不动摇”，出台系列优惠政
策，开展集中走访精准服务活动，解决了

一大批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同时，推动民营企业自身管理体制改革，
引导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大数据智能
化为引领推进技术创新，促进民营经济
高质量新发展。希望调研组多提宝贵意
见建议，帮助我们进一步做好支持民营
企业发展各项工作。

高云龙表示，重庆是一座美丽山水城
市，发展变化日新月异。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民营经济发展，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有
不少好经验好做法。调研组将围绕主题深
入调研，为推动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贡献智
慧和力量。

全国政协调研组成员、市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参加座谈。

高云龙一行将深入走访我市部分民营
科技企业，并召开系列座谈会。

据重庆日报

陈敏尔唐良智王炯与全国政协副主席高云龙一行座谈

首创置业和重报都市传媒进行党团共建
通过“首望公益”，用心陪伴山区孩子成长

◀
活
动
现
场

在护送两个小孩回家的路上，两个小
孩依然有些要强，要自己背着随身物品跟
随民警徒步。

一路上两人开始认错，表示再也不会
鲁莽行事了，这让救援人员颇感欣慰。

“我们后来发现手机没有信号，然后
讨论了到底该去哪里找信号，最后在崖
底下找到了。”两个小孩告诉民警，他们
也记不起是在哪里看到的知识，在没有
遮挡的地方手机信号好，于是想往山上
爬，可是爬不动了，走到崖底时又突然发
现有信号了，于是迅速拨打了报警电话。

当民警把两个小孩安全护送到家时，
两个孩子的父母对民警全力找回自己的孩
子万分感谢。两个小孩也对自己的行为感
到后悔，再次承诺不会再干傻事了。

小孩的做法
手机打不通去高处找信号（√）

提醒：空旷地域信号覆盖也可能比
较强

对于两个小孩的做法，民警指出，虽
然高处的信号覆盖会更强，但实际上在
空旷地域，信号覆盖的可能性也较高。
此外，在发送求救信号时，如果手机没电
或者没信号，还可以通过制造狼烟、叫喊
等求救，或在空旷地带利用物件摆 SOS
向空中求救。

Ｄ回家
（上接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