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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公 告

关于限期返岗通知书
胡小芹（身份证号510221197205037320）:
您好！

您于2019年1月20日在上班路上受伤，
从受伤起休息至今，经过工伤认定，结果是不
予认定为工伤，期间电话和你沟通，您并未返
岗或者提供请假条。因您不属于工伤且没有
向公司提供请假条，现我司正式书面通知您
于2019年4月22日前返岗履行岗位职责，若
不能按时按要求到岗，视为自动离职，我司将
依据相关规章制度进行处理。

特此通知！
重庆巨诚通力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9日●遗失重庆第二冶金建筑工程队建筑资质证
书正副本，证书编号：D25002619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第二冶金建筑工程队建筑资质证
书正副本，证书编号：D350029906，声明作废
陈竹遗失恒大中央广场 10- 1409 收据 L0029888，金额
288524，收据m0000274，金额41875.72，收据m0000512，金
额8950.4；高杰遗失恒大御龙天峰9-1704收据yltfh0015069，
金额27963，收据yltfh0015070，金额247052，yltfh0015485，
金额9436.8，yltfh0014900，金额27647.45。特此声明作废。

重庆富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及营业部迁址公告
尊敬的客户：

因业务发展需要，自2019年4月18日起，重庆富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总行及营业部由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11号附10-15号迁往重
庆涉外商务区。现将新址信息公告如下：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财富东路2号涉外商务区一期B1栋 邮政编码：401121
总行总机：023-8829 8888 总行传真：023-8919 2509
客服热线：400-810-8999 总行营业部服务电话：023-8839 6129
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行的信任和支持。 我行将以更饱满的激

情，展现富民精神，践行“扶微助创 富民兴邦”的富民使命，为您提供更
加优质、便捷的金融服务。特此公告。

重庆富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8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桓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胡世凤与你单位计时计件工资、二倍工
资差额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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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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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泉河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2357626720658）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5008万元减少到4008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4月19日
重庆融金运输有限公司渝D77709号500110074159营运证遗失
遗失重庆瑞明物流有限公司渝D12288营运证500222076804作废
重庆市南川区南龙佳吉物流有限公司渝D96392道路
运输证500384009483注销。
遗失周尚会渝CK8338营运号500222049291声明作废

公 告
大足县玉龙白岩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李云才与你（单位）因工伤保险待遇争议
一案，本委已于2018年10月17日以渝足劳
人仲案字（2018）第136号仲裁裁决书作出
裁决，因其它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该仲
裁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请你（单位）在60日内到重庆
市大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领取该
仲裁裁决书（地址：重庆市大足县复兴街46
号），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大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4月19日

遗失重庆市万州区雅高公交巴士有限公司车牌号渝AG8337线路牌41010326声明作废。
重庆鑫华远物流有限公司渝D50931营运证500105016174遗失作废。重庆籍力物流有限
公司渝D61560营运证500110094740遗失作废。贵荣公司渝D64378营运证遗失作废。
坤恒公司渝D20691营运证遗失。易到公司渝D46614营运证500222071205、行驶证遗失
作废。原荣昌县海燕公司渝CD1757营运证500226009521遗失作废。东能长寿分公司渝
AH3189营运证500115052375遗失作废 。重庆豪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40476营运证
500110084913遗失作废。重庆奔峰物流有限公司渝BU5339营运证500110073521遗失
作废。安业公司渝B7878挂营运证遗失 。云河物流公司渝B2A727营运证遗失。九恒公
司 渝 D00583 营 运 证 500115051906 遗 失 作 废 。 汇 旭 盛 公 司 渝 D30586 营 运 证
500110093156遗失。聚熙公司渝D70116营运证500110087894遗失。重庆华茂机电设
备有限责任公司遗失3张东风小康C32系商品车合格证，3张一致性证书。车架号为LV-
ZUR31B8KC013724、LVZUR31B7KC013729、LVZUR31B7KC013732声明作废。

寻亲启事
黄孝强（被捡拾抚养人），性别：男，

大致年龄 6岁 7个月，血型：不明，于
2012年9月21日发现被遗弃在重庆市北

碚区蔡家街道老蚕种场路边。现暂由捡拾抚养人黄弟勇、范国萍
抚养。

重庆市北碚区公安分局蔡家派出所现进行公告，如有其
亲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信息或者有关违法线索，请及时来
电，来信向公安机关反映。
联系方式：
重庆市北碚区公安分局人口管理支队：68316028
重庆市北碚区公安分局蔡家派出所：68268705
来信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公安分局蔡家派出所，邮编：400700

公告:重庆市越发物流有限公司以下车辆:渝 GB0699 渝 GB0590渝
GB0356渝GB1773渝GB1929渝GB0396即日起灭失注销作废。特此公告！
公 告: 重 庆 越 旺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以 下 车 辆: 渝
GB2578即日起灭失注销作废。特此公告！
重庆光富物流有限公司渝D23361营运证500222085222遗失

●余红卫遗失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证号：
200350241512324196910302654，声明作废。● 何冬梅遗失执业医师资格证，证号：
2012501105123241970112016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慧芯聚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60643P5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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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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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康融艺术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MA5UGJK932）2019年4月1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朗森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345893537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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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4月19日
注销公告：经丰都县神曲酒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2302100875）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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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胡蓉电子产品经营部(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156870753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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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之曰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联系人:胡宏
联系电话15923864280。2019年4月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颜阳波百货商行(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1581485949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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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曰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联系人:颜阳波 联
系电话13668478688。2019年4月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欧阳琴电子商务服务部(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58800444X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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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发布之曰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联系人:阳
琴 联系电话18223922188。2019年4月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璨烂电子商务服务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1588004546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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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联系人:聂璨 联系电
话13996579876。2019年4月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阳恒建筑设备租赁服务部(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577152199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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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之曰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联系人:阳开
英 联系电话:18723607766.2019年4月18日

遗失重庆玮丰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给
核工业志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永川
东部拓展区一环东路工程项目部增
值税普通发票，代码050001800104
号码10384536声明作废

周建航2019.4.14遗失身份证500221199810302310作废
王路勤2019.4.14遗失身份证512323198202267010作废
滕 波2019.4.14遗失身份证500241199212191716作废
孔祥林2019.4.14遗失身份证500221199905271510作废
杨 浩2019.4.14遗失身份证500223199410154454作废
舒 迅2019.4.14遗失身份证50024219951005373X作废
陈贵军2019.4.14遗失身份证500235199607016691作废
郑 雨2019.4.14遗失身份证50023619971015663X作废
黄 龙2019.4.14遗失身份证500236199710286610作废
崔 强2019.4.14遗失身份证510504199604081213作废
欧阳清2019.4.14遗失身份证513023199606088042作废
彭 聪2019.4.14遗失身份证500384199902266813作废
谭星辉2019.4.14遗失身份证500233199601120014作废
秦 锋2019.4.14遗失身份证500230199606090273作废
张义阳2019.4.14遗失身份证500243199706290012作废

重庆市铜梁区祥达建材有限公司年产60万t
石灰石生产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登报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的

要求，对重庆市铜梁区祥达建材有限公司年产60万t石灰
石生产建设项目进行登报公示，内容如下：一、建设项目名
称和概要.项目名称：年产60万 t石灰石生产建设项目。
建设性质：改扩建。建设单位：重庆市铜梁区祥达建材有
限公司。建设地点：重庆市铜梁区土桥镇新田村1社。矿
井面积：0.043km2。矿山类型：露天石灰石矿。生产规
模：60万t/a。服务年限：矿区范围由8个拐点坐标圈闭，
矿区范围面积0.043km2，开采标高：+393～+320m。开
采矿层：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三段（T1j3）的建筑石料用石
灰岩矿。划定矿区范围内占用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石
（122b+332）资源/储量为 386.8 万 t，可采资源储量为
230.67 万 t，按生产规模 60 万 t/年计，预计服务年限
3.84a。产品类型：生产粒径分别为0~5mm、5~10mm、
10~20mm、20~31.5mm 四种规格的产品。工程投资：
4100万元。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建设单位名称：
重庆市铜梁区祥达建材有限公司.联系人：胡存华.电话：
13883667406.E-Mail：369948181 @qq.com三、环境影
响评价单位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单位：重庆两江源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有 限 公 司. 联 系 人 ：安 工. 电 话 ：
18580019820.Email：656202466@qq.com四、报告简本
查阅网络链接.公示时间：公告发布时间起10个工作日
内。报告书简本详见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s3Pu5PVQ-Io-a8DGg3TC6A 提取码: kryi。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征惠百货经营部
（注册号500101200078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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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遗失2015.10.23发重庆先行者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7MA5U38PN9W作废（待注销）公司
股东李仁勇与公司现无任何关系，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辛未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3MA5UHRQ8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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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忠县凤权畜禽养殖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2330000233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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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北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

（北碚）食药监食罚催〔2018〕4号
北碚区可心蛋糕店：

我局于2018年10月11日向你（单位）送达了（北
碚）食罚〔2018〕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你（单
位）进行如下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113848.4元；
2、罚款113848.4元。罚没合计227696.8元（大写：贰
拾贰万柒仟陆佰玖拾陆元捌角整）。并要求你（单位）
2018年10月26日前到缴纳罚款。由于你（单位）至今
未履行处罚决定，请接到本催告书后10个工作日内缴
清应缴罚没款227696.8元。逾期我局将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五十四条的规定，
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对我局作出的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
不服，可于2019年04月19日前到重庆市北碚区双柏
路346号316室进行陈述和申辩。

2019年4月19日

遗失重庆海驰经贸有限公司2002年7月5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210324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富腾企业策划有限公司2005年2月22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210557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梦港星貘摄影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YMJRU6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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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声明：遗失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綦江区税务局（代开企业名
称 : 綦 江 区 智 琴 建 筑 设 备 租 赁 站（ 税 号
92500222MA606GFC8W）代开给重庆宏光公路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5000183160发票
号码00572044金额66000元，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寰彤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5304812323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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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港鑫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以下车辆营运证注销：渝
BR7861 （500108016787） 渝 BL2318（500108016708） 渝
BR0592（500108023582） 渝 BR1283（500108008643） 渝
BJ6287 （500108015886） 渝 BJ6267（500108015752） 渝
BJ7209（500108015583）渝 A1176 挂（500108017902）渝
BG3310（500108017314） 渝 BH6021 （500108016613） 渝
BH7727（500108017837） 渝 BJ2716 （500108018633） 渝
BJ6032（500108018996）。六六顺汽车运输公司 渝D12719营
运证遗失作废。吉奥运输有限公司渝 BQ3502营运证遗失。龙
吉公司渝BT3596营运证号500115034797遗失作废。金都公司
渝BD1921营运证号500115043595遗失作废

重庆巧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民生银行龙湖支行开户许可证，
账 号 ：696863543，核 准 号;
J65300619153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公司因故解散，请债权人、债务人持有效证件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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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中泰停车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8MA5U6QE81C）2019年4月19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重庆悠悠鸡餐
饮 管 理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500105MA5U33G34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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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悠悠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9日
注销公告：重庆图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MA5U5ADD73）经股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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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声明：重庆福马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黄勇
遗失重庆市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号码：
004452872，金额：5443.01元；贵州住院
医药费专用收据，号码：0015184747，金
额5776.97元；声明作废。
●潼南区知亲家庭农场遗失2014年4月2日
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223MA5UBK3M79作废●潼南区知亲家庭农场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500223702201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硕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1060078468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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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硕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玖琛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6MA5YW6XE2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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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玖琛服装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4月1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福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6000155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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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福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雪卡莱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630517887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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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县盖上坚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3MA5U7UYY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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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
遗失声明：重庆金菱韩泰汽车销售服务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08MA5YTDLP9R）遗失收据一
本：收据起止号码1315361-1315380，
声明从2018年11月15日起作废。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松瑞口腔诊所有限
公司2019年4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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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松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仁同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璧山分公司：
本委受理的杨才伦申请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因无法通
过邮寄和直接送达你单位，现依法公告送达渝九劳人仲
案字〔2019〕第280号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出庭通
知书等仲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
日内。开庭时间为2019年7月2日9时20分。地点：重
庆市九龙坡区科城路71号留学生创业园B1栋六楼本委
1号仲裁庭，联系电话：（023）61968938，经办仲裁员：赵
惠明。如逾期未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4月19日

公 告
苏州富大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谢国万向本局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本
局已依法受理。本局通过特快传递送达谢国
万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渝北人社伤险认字
[2019]503号）因原址查无此人、迁移新址不
明被退回。本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渝
北人社伤险认字[2019]503号），认定谢国万
(2018年6月6日10时左右，谢国万在苏州富大
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接的唯品会西南跨境电
子商务运营总部项目工地下钢筋时被突然断裂
的木方打伤)左侧股骨、左膝受伤属于工伤。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该《工伤认定决定书》（渝北
人社伤险认字[2019]503号），如对本工伤认定
决定不服，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4月19日

注销公告：经忠县周余家庭农场（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33339594020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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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嘉图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12MA5U3QHU4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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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长寿鑫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20339864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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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华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2212100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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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芊点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3093135827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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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减资公告：重庆新次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4MA5UJG561G，经股东决定，拟
将注册资本从20万元减至1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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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19日
遗失重庆奎鑫沛业物资有限公司（税
号91500107MA6018HA5K）开具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和发票联）1
份（发 票 代 码 5000184130，号 码
03695213）特此声明
重庆中明港桥环保有限责任公司（税
号915001185814590038）遗失已开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和发票
联）1份（发票代码5000183130，号码
06790641）特此声明
声明：原大足县商达电脑经营部遗
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大足支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6530029689901 账 号 ：
229010120440004205，声明作废

●遗失张雅岚《出生医学证明》，编号：H500198214声明作废●遗失徐媛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管理号：
2014034550342014558020014349作废●遗失杨瀚淳《出生医学证明》编号:H500040100声明作废●武隆区黄泥坡莱茵河酒店遗失发票领购本、
税号：92500232MA5YARCP6P，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江北区庆园茶叶经营部公章一枚作废●遗失重庆俫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肖洪伦印
章、注册证编号：00439104声明作废●綦江县路易芬美容院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号：500222585730980声明作废●周斌遗失重庆外国语学院南方翻译学院结业
证，证号：135881201305000972，声明作废。●遗失左金金《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31608声明作废●张礼强，2013年度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
书，（证书编号：0043664，专业：建筑工程，出
生年月：1986年5月）遗失，声明作废。●重庆师范大学医院遗失中国建设银行沙坪坝支行营业
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7557501声明作废●遗失倪静重庆万达文旅城A2-T8-2302住房补交契税
收据，收据号为00015350，补交金额为192.27，特此声明●遗失2018.6.11发陈琼执照正副本92500109MA5Y8NWL95作废●遗失2017.5.22发陈光珍执照正副本92500223MA5ULC7H4M作废●遗失璧山县环亚装饰材料厂公章
一枚，编号5002278001292作废●遗失重庆见之科技有限公司公章一枚作废●遗失2015.10.14发张兰营业执照正本500110606429113作废●遗失 2018.3.12 发袁洪春执照正本 92500118MA5YDH4F2M、
执照副本92500118MA5YDH4F2M 1-1-1作废●遗失重庆市裕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正
副本，编号（渝）JZ安许证字（2018）011444作废●遗失重庆盐庆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编号5001124404100作废●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金寿老年公寓餐饮服务
许可证副本JY35001060150613作废●遗失任世英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980020180702279作废●遗失罗亚琴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980020171200262作废●遗失2017.3.16发永川区潘思莲美容院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8MA5UDYUU3X作废●遗失王华强营业执照正本92500106MA5UQ2QKXK作废●李军遗失一级建造师执业印章，执业印
章编号川15106090705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綦江区麻柳蔬菜股份合作社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222327729266，声明作废●重庆市百鼎洪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农行重庆綦江南州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31120701040002667核准号J6530071376901声明作废●重庆艾汐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农行重庆石柱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
证，账号31820101040013488核准号J6871000888401声明作废● 个 体 工 商 户 曾 耀 乾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500101600463831，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160046383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咔咔富奇工艺品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00109352759264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352759264声明作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诚联物资经营部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渝税字500903L89241312号）声明作废。●遗失2018.12.21核发的个体户叶成（渝中区小成成餐饮店）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607FQ37E声明作废●重庆市永川区稼栗农产品股份合作社遗失兴业银行重庆永川支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346230100100011764核准号J6530072322001声明作废●遗失2018.11.8核发的个体户杨义华（两江新区亿姿美美容馆）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000MA605F7005声明作废●遗失人保财险江北公司客户联交强险流水号
50001801086444，声明作废●侯谢君遗失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住院发票:
发票号码004153601金额9529.47元，声明作废●渝中区悦味斋小吃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
可证编号JY25001030027080，声明作废●遗失刘佐金营业执照正本50022670038961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金牌坊洞藏窖酒销售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03339636497，声明作废●遗失2015.12.22核发的重庆市荣茂汽车维修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345895815H声明作废●遗失2016.9.29核发的彭水县盖上坚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3MA5U7UYY8M声明作废●重庆市远古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建行渝中支行大坪分理处开户许
可证账号50001014000050200058核准号J6530009199001作废●范锐恒遗失中学数学二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
证书，编号为01270921899,声明作废。●重庆高弘投资有限公司：遗失2015年2月27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000199186）及公章壹枚，声明作废●重庆市大足区惠君农家山庄遗失组织机构信用代
码证，证号：G13500111058535101，声明作废。●遗失永川区梁氏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编号JY25001180110759，声明作废●明小龙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渝A042015032612遗失作废●遗失巫溪县腾扬建材经营部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500238MA60BMTH1U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谢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MA5U8HY42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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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19日

注册证书、执业印章遗失公告
文小明，二级注册结构师，证书号：S2065000167，执
业印章注册号：5000374-S0003；曹群力，二级注册建
筑师，证书号：2975110396，执业印章注册号：
5000374-0004；肖华，二级注册建筑师，证书号：
2965110134；王贞伦，二级注册建筑师，证书号：
2965110132；许刚，二级注册建筑师，证书号：
2965110135。由于以上证书遗失，特此公告作废！

重庆市江津区建筑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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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真迹就快和重庆
的观众们见面了！18日上午，记者在位于
解放碑的重庆美术馆看到，为了迎接即将
于26日开幕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和文艺复
兴——贝利尼家族收藏特展》，美术馆二楼
的3、4、5号展厅已经开始了改建工作，原
先的很多展墙拆除了，祖母绿色的展台已
经出现在展厅里。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
为了170余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珍品亮
相做准备。

重庆美术馆常务副馆长邓建强、意大
利贝利尼博物馆中国事务部负责人吴昌
孛、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学术展览部主任
宋新新等专家，也在现场接受了记者采访，
介绍了此次展览筹备的最新进展。

重庆美术馆正在大变身

重报都市传媒集团携手意大利贝利
尼博物馆、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和北京
三盟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袂献上的
《蒙娜丽莎的微笑和文艺复兴——贝利尼
家族收藏特展》，将于4月 26日至 8月 8
日在重庆美术馆展出，目前作品已经到
达重庆，正在西永综合保税区办理入境
通关手续。

为了迎接这批珍贵的文物艺术品，重
庆美术馆的改建工作已经正式开启。记者
在重庆美术馆二楼看到，展厅地面已经铺
上了保护膜，多面白色展墙被拆除，不少绿
色的展台出现在了展览现场。

重庆美术馆常务副馆长邓建强告诉记
者，此次展览是重庆美术馆成立后的第一
个特展。“为了让观众能够更真实地体验到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氛围，我们的展厅包

括灯光、色彩、展墙甚至地板，都进行了改
建。”如此庞大的改建工程在邓建强看来，
是必须要做的：“因为艺术作品必须在特定
的环境中，才会有最完美的呈现。”

展厅环境也是高科技

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学术展览部主任
宋新新给记者“剧透”，“正式展出的现场将
铺上黑色地毯，部分墙面将刷成文艺复兴
时期贵族经常使用的暖红色，展台则用祖
母绿色。”宋新新说，经过前两站在中国的
展出，他们对于展览现场的配色进行了优
化，这样能够更好地突出作品本身。当然
展览现场的很多细节也做到了极致：“比如
这些祖母绿色的展台，每一个都是根据作
品的具体尺寸量身定制的。”

当然，展厅展墙这些只是观众能够最
直接看到的改变，为了更好地保护已经有
600多年历史的文物艺术品，重庆美术馆还
进行了更多的专业升级。因为历史悠久，
艺术品也对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

“美术馆在现有恒温恒湿的基础上，增
加了新的专业设备，可以确保这些艺术品
的安全。”邓建强介绍：“我们对美术馆的巡
展、安保等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进行了针对
性的专业培训，希望能够给观众提供更好
的服务。”

呈现群星璀璨的时代

《蒙娜丽莎的微笑和文艺复兴——贝
利尼家族收藏特展》将带来意大利贝利尼
家族21代人的收藏精品，展览分为“不朽

之作：文艺复兴大师谱系”“家族传承：贝利
尼家族收藏史”“艺术与人文：文艺复兴时
期人文精神”三部分，170余件文艺复兴时
期的珍品不仅包括了油画、雕塑等艺术作
品，还包括了当时艺术家们在生活中使用
过的生活用品，例如床、地毯、皇冠等。

可能关注艺术的观众此前已经知道
了，《蒙娜丽莎》（系达·芬奇工作室16世纪
创作，被学界广泛认为是达·芬奇学生贝纳
迪诺·路易尼所作，非卢浮宫所藏《蒙娜丽
莎》）也将来渝展出，其实此次展览的经典
作品，远不止这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艺
术家远不止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
尔，还有很多同时期的艺术家，他们在艺术
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家。”意大利贝利
尼博物馆中国事务部负责人吴昌孛说，“我
们展览除了有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原作，
也有他们的老师、同时期的艺术家以及他
们学生的作品，希望通过展览能让观众们
看到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此次展览之所以能够落户重庆，宋新
新透露是因为重庆本身具有的浓厚的文化
艺术氛围。“我们都知道重庆有四川美术学
院，以及一大批的艺术院校，重庆也走出了
张晓刚、周春芽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当代
艺术家，所以我们选择来重庆做这个展
览。”邓建强告诉记者，“在我的印象中，这
是重庆首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文艺复兴艺
术展，很多作品以前只能在书上或者网络
上能看到，而这次可以看到实物，不论是对
从事艺术的专业人士，还是普通观众，都是
一次难得的机会，也可以提高大家对于美
术的理解。”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孔令强
邹飞 摄影报道

拆除展墙、定制展柜、升级设备……

文艺复兴艺术展即将亮相
重庆美术馆大变身

▲记者采访重庆美术馆常务副馆长邓建强（右一）、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学术展览部主任宋
新新（右二）、贝利尼博物馆中国事务主管吴昌孛（右三）。

▲媒体记者探访美术馆“变脸”

重庆晚报讯 （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为进一步助推重庆城市提升行动，在重庆
交通开投集团部署下，重庆轨道集团大力
开展轨道交通环境综合整治，持续推进车
站出入口雨棚加装改造及轨道墩柱美化绿

化工作。记者昨日获悉，目前，两项工作已
取得阶段性成果。乘客惊喜地发现，即便
是下雨天，因为加装了雨棚，一些站点的扶
梯也能运行，不用再费力爬楼梯了，而且，
轨道墩柱经过美化绿化，颜值更高了！

30岁的刘女士家住渝中区两路口，因
为公司在渝北光电园，每天早上她都要乘
坐轨道交通6号线上班。最近她发现，光电

园站3A出入口罩上了“雨具”——加装起
雨棚。“方便多了，下雨天终于不用爬楼
梯！”昨日，记者来到轨道光电园站看到，
3A、3B出入口的雨棚已经加装完毕，目前，
2A出入口雨棚加装工作正在进行中。

据了解，重庆轨道集团正针对轨道交
通1、2、3、6号线的75座站、193个出入口
实施雨棚加装改造工作，共计新增201个

雨棚。
此外，轨道墩柱美化绿化工程也在有

序进行。3号线碧津站轨道多个墩柱经过
涂装，旧貌换新颜，颜值更高了。

在2018年完成2866个轨道高架墩柱
绿化景观提升工作的基础上，重庆轨道集团
将墩柱绿化工程持续深入推进，整治范围扩
大、整改内容更新、整改要求更严。预计
2019年底前，将对合适绿化的轨道墩柱进
行维护养护，做到“因地制宜，宜绿尽绿”；同
时，美化靓化轨道过江桥梁，对有污渍、脱
落、缺损等影响城市形象的轨道桥梁和墩柱
进行清洗、涂装；进一步完成轨行区边角区
绿化整治，确保边角区绿色覆盖，整洁美观。

再也不担心下雨天没有扶梯乘坐了

75座轨道站加装雨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