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生活 下来慢慢新闻深阅读慢生活10 ·新知
2019年4月11日 星期四
责编 陈志刚 图编 张路

视觉 青泉 制图 青泉 责校 刘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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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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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溪县双流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拟对“重庆市
巫溪县双流水电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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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表等信息。网络链接：
http://www.cqwuxi.com/forum.php?
mod=viewthread&tid=737032&fromuid=
493366。联系电话 13896204397。征求意
见自4月5日至4月19日。

通知
公司已对严重违纪旷工员工：赵飞1983.8、梁飞

1974.11、郑超1984.4、杨敬涛1984.8、陈星尧1988.4、尹
宗海1975.2、阙兴强1975.1等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
请务必于2019年4月16日前回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结解除
劳动法律关系及转移个人档案申领失业金等手续，因你本
人原因逾期未归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你自行担责。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1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保监局颁（换）保险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十分公司南站
机构负责人：刘敏 机构编码：50011456873955300
机构住所：重庆市黔江区城东街道办事处石城路111号
邮政编码：409000 联系电话：023-79225905
代理险种：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19年4月3日 有效期至：2022年4月2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保监局颁（换）保险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十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刘敏 机构编码：50011456873955300
机构住所：重庆市黔江区城西办事处洞塘居委迎宾大道109号
邮政编码：409000 联系电话：023-79225905
代理险种：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19年4月3日 有效期至：2022年4月2日
遗失声明：刘婧于2019年4月4日遗失二代
身份证（证号500102198709110024）（有
效期2011.03.22-2021.03.22）声明作废。
自遗失之日起不承担任何他人冒用后果。
张小梅遗失重庆市巴南区鸥鹏大道2号
B13幢2单元1-2新鸥鹏地产集团房屋
销 售 专 用 收 据 5 份 ，收 据 号 ：专
00059114、专 00059263、专 00059273、
专00059306、专00059309，声明作废

遗 失 公 告

声明
兹有我公司依法承建的“ 重庆南川金华丽苑生活

污水处理工程 ”工程现已完工，请本工程所有债权人
与本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向该工程项目部申报债权，逾
期未申报，视为放弃债权，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与我
公司和项目部无关。

联系人：徐卫林 电话：15979327800
特此声明！
江西铜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四月十一日

寻人启事
我单位原建造师刘仁海（男，出身

日期：1984年10月12日）现有关建造师
注销事宜急需联系刘仁海或其亲属，并
请于本月28日前联系本单位，联系人彭
老师，电话023-46732998.重庆市非凡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此广告一周有效）
注销公告：重庆尼索工商咨询事务所(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5905198213）经合
伙人研究决议拟将注销，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
请相关债权人，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
企业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19年4月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商豪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568731199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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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重庆市中吉华科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8MA5U979N7D）遗失空白增值税
专用发票10份，发票代码5000162130，起止
号码08375947-0837595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尊尚食品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70001316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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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祖犁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9030000439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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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酉 阳 县 依 袖 服 装 店（ 税 号
92500242MA5ULJRW30）遗失通
用手工发票（三联百元版）25份（发
票代码 150001120531，起止号码
10034526-10034550）声明作废
重庆橘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兴业银行重庆洋河
路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346190100100045437，核
准号J65300779945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橘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枚，
编号500105702468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渝鲁天下物流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7MA5UQA0G33）开具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第二联、第三联）1份（发票代码
5000184130，号码03519373）特此声明

遗失2016年3月4日核发的个体户曹璐（南岸区鸿樽家宴食
府）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607236141声明作废
遗失南岸区鸿樽家宴食府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1132419880922088X01）及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陈钇澄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Q5FB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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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颁（换）发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彭水有限责任公司
机构负责人：谭国海
机构编码：5001037093710500
机构住所：重庆市彭水县汉葭镇文庙社区一组（外河坝车站）
邮政编码：409600
联系电话：023-78443345
代理险种：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19年4月3日 有效期至：2022年4月2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irc.gov.cn查询

重庆市永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重庆市永川区西源煤业有限公司：

本机关受理董成章申请的工伤认定一案，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永
川人社伤险举字〔2019〕30号），公告期限60日，期
满即视为送达。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之规
定，你公司负有举证责任，在举证期限内无正当理由
不举证的，将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请你公司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机关提供以下材料：
1.董成章是否于2014年8月11日至2015年10月
期间在你单位从事井下掘进工作的证明材料；2.董
成章在你单位上岗、工作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
查资料；3.你单位是否对董成章的职业病诊断结论
提起鉴定申请的证明材料。如需鉴定，请提供职业病
鉴定机构受理你单位鉴定申请的证明材料；4.其他。

2019年4月11日

遗失重庆市杉午电脑有限公司通用手工
发 票 1000 元 版 一 本 ，发 票 代 码 ：
150001120532，发 票 起 止 号 码 ：
11774326-11774350；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0011268624721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稳胜货运有限公司车牌号渝F02972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万州宏业商贸有限公司车牌
号渝 F05717 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贵港公司渝 BU8661 营运证 500110028397 渝 B2106 挂营运证
500110028392遗失作废。安嘉公司渝B6A718道营运证遗失。重庆市金得利汽车运输发展有限公司渝
C9H771营运证遗失。重庆叁幺零物流有限公司渝D99816营运证 500115056296 遗渝D77302营运证
500115056297遗失作废。慧鸿公司渝D58948营运证500222074808遗失。国运汽公司渝BS5378营运证遗
失作废。大财綦江分公司渝A8235挂营运证遗失作废。耀富公司渝BN5070营运证遗失 。喜悦公司渝
BV7983营运证500110072977遗失作废。云河物流公司渝D77520营运证遗失。重庆科氏运输有限公司万
盛分公司渝BX5781营运证500110063470遗失。重庆满顺运输有限公司渝BD6598营运证500103013977
渝 BF9990 营运证 500103042811 渝 BD3876 营运证 500103034263 渝A52L90 营运证 500103006868 渝
A9K789 营运证 500103038643 渝 A18R21 营运证 500103007362 渝 A81R05 营运证 500103008008 渝
B25Q17 营运证 500103047852 渝 D98833 营运证 500103023597 渝 DK9837 营运证 500103025073 渝
B709E9 营运证 500103020917 渝 B729E8 营运证 500103021169 渝 B726E7 营运证 500103021729 渝
B158Z9 营运证 500103022683 渝 D13E78 营运证 500103030476 渝 D86F95 营运证 500103030817 渝
D93X72 营运证 500103034788 渝 A962JQ 营运证 500103046185 渝 A795HU 营运证 500103047064 渝
D857F0营运证500103035835渝D305T2营运证500103035751车辆注销。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500105331707422L的重庆共谱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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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共谱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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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MA5U4MEE9T的重庆亿世
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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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亿世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1日

公 告 送达
谢 荣 礼 ，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12324197701266831，你于2017年6月27日违反
禁渔期规定从事渔业捕捞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丰都渔催〔2019〕1号《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当事人谢荣礼到本机
关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本机关联系电
话：023-85601931。丰都县渔政渔监船检站。

关于界石镇界西路综合改造工程项目债务清算公告
由城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 界石镇界西

路综合改造工程项目现已完工，如以上项目还有未
支付完毕的民工工资、材料款、机械租赁费等，请各
位权利人在本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与我公司工程
部联系，并带齐相关原始凭证到我公司工程部登记
备案审查，以便完清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
城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朝阳洲中路122号
公司座机：0791-86651071
工程部联系人：王超 电话：13627096312
邮 箱：jxckjs@126.com

城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1日
四川省华蓥市南方送变电有限公司十五分公司（税号
915001015748203314）遗失北京京电智联电力技术咨
询有限公司（税号91110106MA00484T31）开具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第二联、第三联）1 份（发票代码
1100182130，号码34486396）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力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2MA5UTPUY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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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公 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开展办公家电采购竞争性

谈判活动，采购范围：冷藏柜、开水桶、微波炉、电风扇等，年度
项目估算总投资约20万元。请具有相关资质并有意参与的
单位，在2019年4月17日16:00前携营业执照、相应资质及
法人委托书等原件并提供盖鲜章复印件，到我司316室报名。
联系人：方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
报名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声 明 ：杜 红 义 （ 身 份 证 号
510281198008032265）遗失车辆购置
税完税本及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车架
号LJDTAA231H014035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开给邓松购买鲁能泰山7号-B
区-BS1a幢-118号房代收代缴
收据，编号 NO.CQLN11127878
金额56165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俊杰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5UCTLW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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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金钰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30507577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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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伯季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13000264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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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展平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渝BH8616渝BG6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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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龙醇铝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500110320361825C）遗失重庆增值税专
用发票（中文三联无金额限制版）（空白）30
份，发票代码5000153130，号码00123828-
00123857，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鑫堃机械绿加工厂（统
一社会代码91500101053237132K）投资人崔坤
琼决定注销本企业，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管理规
定，自登报之日起60日内，请债权人到本企业申报
债务。联系人崔坤琼.电话15923496168.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王家沟养鱼场（注册号
500101200062401）投资人决定，本企业拟将注销，根
据《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60日内，
请债权人到本企业办理债务清偿手续。 联系人：王家
会.联系电话：15736337377.特此公告。

公 告
重庆诺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皇家码头假日酒店：

本委受理张集会等35人与你司解除劳动关系经
济补偿争议三十五案（渝綦劳人仲案字〔2019〕第
165-199号）。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司公告
送达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渝綦劳人仲案字〔2019〕第165-184号于
2019年6月25日上午9时在区仲裁院审理三庭开庭
审理，渝綦劳人仲案字〔2019〕第185-199号于2019
年 6月 25日下午2时在区仲裁院审理三庭开庭审
理。你司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审
理，并请于2019年7月18日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
逾期未领经60日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4月11日

公 告送 达
陈仕林，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5612174872，你

于2017年6月12日违反禁渔期规定从事渔业捕捞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丰都渔催〔2019〕3号《履行行政处罚
决定催告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当事人陈仕林到本
机关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本机关联系电话：
023-85601931。丰都县渔政渔监船检站。

公告 送达
任继荣，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4303290277，你

于2017年6月12日违反禁渔期规定从事渔业捕捞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丰都渔催〔2019〕2号《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
告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当事人任继荣到本机关领取上述
文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 本 机 关 联 系 电 话 ：023-
85601931。丰都县渔政渔监船检站。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曼丰琳农产品经营部（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1577166638M）投资人决定，本
企业拟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必须在登报
之日起60日内，请债权人到本企业办理债务清偿手续。
联系人：王林.联系电话：18716713331.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李云霞：

本委受理的李沙诉你司计时计件工资及二倍工资差
额争议一案，已于2019年 3月 7日开庭审理。本委以渝
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56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一、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8年9月1日至10月10日
期间工资合计3190元；二、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二倍工资差
额2500元。以上款项共计5690元（大写：伍仟陆佰玖拾元
整），此款应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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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李涛与你单位工伤保险争议一案，案
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1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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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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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

遗失重庆序好商贸有限公司中国
银行黄龙路支行开户许可证，开户
许可证号为J6530036240202，账
号为1130231030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百安居商贸有限公
司开具给吴光藩的重庆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代码：5000172320发
票号码:17655276 金额 94362.11
特此声明第二联发票遗失作废。

重 庆 市 潼 南 区 晶 元 电 力 设 备 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500223MA608R5W9R)遗失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
潼南区税务局代开给山东米高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1份（发票代码5000162160，号
码00901991，价税合计100000元）特此声明

●遗失2016-03-24渝北统景所工商局核发
高乃兴个体执照副本500112607385767作废
●遗失2015.7.16核发个体执照在营注册号:
500103605943693。2007.12.1吊销的个体注
册号:500103600040019声明作废。
●遗失个体户毛泽君（重庆市江北区彩展木制品加工厂）2006年4月1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3023453-1声明作废
●遗失2015.8.11核发的个体户郭彪（巫山县好太太厨卫电器
经营部）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237606079968声明作废
●遗失2017年8月29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王家慧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5UT2P30Q声明作废
● 遗 失 江 北 区 小 山 郎 火 锅 店 （ 税 号
92500105MA5YXXGGX6）发票领购簿 ，声明作废
●遗失2017.8.10核发的渝中区捌零餐饮服务部个体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5UR6N973声明作废
●遗失2019.1.8核发的巫溪县致恒传媒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8304966648C声明作废
●遗失刘钦波、彭忠玲之子刘旭东1999年8月17日在重庆市
第二人民医院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C500999999,声明作废。
●重庆速扬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民生银行渝北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694027566核准号J6530055415201声明作废
●遗失大渡口区跳磴镇双河村卫生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登记号
PDY70014750010412D6001）及陈凤英的乡村医疗证书，声明作废
●遗失2014.10.16核发的个体户刘卫东（云阳县清水土家族乡桃
源度假山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3560391535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信诚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30605227168）
金税盘（44-66150749720）报税盘（44-66250002221）声明作废
●章如波渝BV7721营运证500115061266遗失作废
●杨志伟渝BF8979经营许可证500115005661遗失作废
●潘攀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渝A042016034585遗失作废
●重庆市宁杰花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公章一
枚(编号:5002278002211)遗失作废
●遗失刘相霞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8408170作废
●遗失重庆市凰翔源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国税通用机打发
票：发票代码150001320130发票号07559229，声明作废

遗失冯诚诚（身份证500109198809185028）卫
生 专 业 技 术 资 格 证 书 ，管 理 号
20171500100620300133、护士执业证书，编
号201150001375特此声明请予补办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铜梁区先容水稻种植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4MA5U3WF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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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旺腾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22121009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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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红天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0331529881U）成员大
会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300万元减至10万元整。根据《农
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到本社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黄福荣副食店（注
册号5001012000257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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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巫山县白云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7MA5U37E1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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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万州区曾维英百货经营部（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0548222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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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璐玥遗失重庆市契税缴税证明
（201317）渝地契证电 No：0019271
作废尹璐玥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
（自 开）代 码 250001290105 号 码
00355062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永川区德刚畜禽养殖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8588041689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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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农惠辣椒专业合
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030511962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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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宴煌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陈廷廷、佘玖容、唐静、陈万里、陈建与你单
位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劳动报酬、解除劳动关
系经济补偿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
806-8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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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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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室（二号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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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邵学核桃种植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588911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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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力久塑钢窗厂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巴南
支行开户许可证J6530005879801作废
●遗失傅光群营业执照正本500113604854884声明作废
●重庆欧捷家具有限公司遗失恒大地产重庆公司2017年度灶台
面石材采购履约保证金收据M0004408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荣昌区昌元街道宋忠俊卤白鹅店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6MA5UAX7F5F声明作废
●遗失荣昌区吴家镇袁国兵车行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500226MA5UP3UM9C声明作废
●遗失杨中荣营业执照副本50011360803483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环垚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
●遗失重庆市大渡口区申佳•子溪苑小区业主委员会证明
●遗失渝中区金宝餐馆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51160219910106114201作废
●廖雨富遗失军官证，证件号：军字第0198557号，声明作废
●綦江区发家致富汽车运输公司渝D21270营运证遗失作废
●港鑫汽车运输公司万盛分公司渝BR2263营运证500108024384注销
●遗失2018.10.11核发渝中区饭先生餐饮店个体户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60447B59声明作废并声明注销营业执照
●遗失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政治处印章证明
●两江新区言午雷母婴用品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000MA602R1Q10副
本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重庆会之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5001068148767，声明作废。
●重庆大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舒木平遗失二级建造师证
件及印章，证件号码：渝203101016645，声明作废。
●重庆丰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翁世文二级
建造师执业印章（渝219060807221）声明作废
●遗失陈相餐饮服务许可证，编号：渝餐
证字2017500108020030，声明作废
●遗失渝北区双龙湖街道龙旺街乐潮建材经
营部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00112L46136934作废
●遗失渝北区双龙湖街道乐潮建材经营部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500112L46136950作废
●遗失渝北区乐潮建材经营部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500112L4613690X作废
●遗失重庆隆力伸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5001127074726发票专用章5001127074727作废
●遗失2017.7.14发陈泽会执照正副本92500119MA5UPT4G55作废
●重庆辉达照明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公章遗失作废
●重庆发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发票章财务章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联芳大众幼儿园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JY35001060125833作废
●遗失2017.7.20发北碚区歇马镇林桢水产品养殖场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9MA5UQ4C88W作废

●遗失吉福瑞园卫生许可证渝卫公
证字（2011）第500106000242作废

遗失重庆讯动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和财务专用
章各一枚，注册号5009022103034；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及发票领购本，发票，纳税人识
别号500904798046517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大沙河仡佬文化
生态旅游度假区项目经理部在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L7036000006601作废

看房是个技术活
这些小知识请收好

“目前正在看
房子，我们一点经
验都没有，到底该
怎么选？”最近，
28岁的范娟和男
友 正 准 备 买 婚
房。她表示，没买
房经验，看任何房
子都感觉比较合
适，不知该咋选。

今年春节，范
娟和男友回城口
老家见了双方父
母，并将婚期定在
了今年底，“春节
后我和男朋友就
在主城看婚房，区
域和配套我们都
知道怎么选。可
户型怎么选？什
么样的房子性价
比高？我们一点
谱都没有。”范娟
告诉记者，最近一
个多月，她每周末
都和男友在看房，
但五六个楼盘看
了下来，听置业顾
问的介绍，感觉每
套房都比较合适，
因此不知道其中
的差异如何，为怎
么选房犯了难。

买房不像买
菜，相信不少人和
范娟一样不知如
何选房看房。其
实挑选房子是一
个非常耗费精力
的技术活。买房
除了看地段和配
套以外，怎样才能
从细节上买到心
仪的房子呢？昨
日，记者邀请到美
联物业北区区域
经理黄亮、到家了
置业顾问蒲琴就
一些看房知识做
了分享。

当前风景较好的房子，
未来会不会被挡？

黄亮：这需要提前了解未来
规划。之前我们成交了一套二手
房，因为那套房子楼层不高，看
江，客户担心前面会有别的楼
盘新建。我们和客户一起在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网上查询规划，并一
起拨打电话咨询，了
解到此房周围未来5
到 10年都不会开发
兴建任何建筑物，最
后客户与业主签订了
二手房交易合同。

重庆晚报-上游
新闻记者 张春莲

洋房或高层，怎么选择楼层？
蒲琴：洋房一般是6+1和7+1结构，底楼带花园，如果喜欢种花草，可以选择底楼和顶楼；高层，无论从采光、视野、噪音、空气质

量等方面来讲，15~20层是最佳的，而价格往往也是最贵的。

看样板间时，怎么选择户型？
蒲琴：一般选择房间没有暗间；各个房间和功能区域的形状是方正的矩形，这样的话使用面积没有浪费。

房子的朝向怎么定？
蒲琴：在条件允许下，朝小区中庭房子风景会稍好；尽量不要选择当西晒的房子，这样夏天会很热，

还会加快家具木材的老化，以及电器用电量的增加。

什么样的房子通风效果会较好？
黄亮：南北通透的户型通风效果最好，从客厅到阳台，客厅到餐

厅，餐厅到阳台，都是一路无墙面遮拦，气流可以畅行无阻，房间南北
门对门相望，两边敞开，风可以从南灌到北，室内结构长方形，受风采
光面积大。另外，厨房和卫生间最好有窗户，有利于异味的排放。

同一个楼盘里，端户最好？
黄亮：端户好的原因是采光会比较好，端户一

般都是两面采光，中户一般只有一面采光。

同一个小区，一期最划算？
蒲琴：第一期，开发商一般要打出名气，

所以说除了价格以外，品质也是最有保证
的。优惠力度是最大的。

怎样选到实际使用面积更大的房？
黄亮：公摊面积越小，得房率就越高，洋房

的一楼或顶跃，实用面积大。另外，半封闭式
的阳台一般一半的面积是赠送的，因此半封闭
式阳台越大或越多，实际使用面积就越大。

怎样获取楼盘的售控信息？
黄亮：国家规定开发商要将楼盘销控表

公示出来，因此看房时可以看售楼部的售控
信息。另外，也可以通过看样板间和现场来
印证。

样板间可以购买吗？
蒲琴：样板间可以购买。高层建筑的

样板间一般会在小区房源售罄的情况下才
会对外销售；别墅的样板间中途可能会出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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