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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公 告

公 告
原重庆市国营荣昌长田坎煤矿：

易成勋向本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本局已于2019年4月
29日不予认定易成勋所患职业病（职业性煤工尘肺）为工
伤。现依法向你单位送达易成勋《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荣
人社伤险不认字〔2019〕8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60
日内向重庆市荣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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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6个月内向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特此公告。

重庆市荣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5月1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小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徐邻超诉你司劳动报酬、解除劳
动关系经济补偿争议一案，已于2019年3月29日
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221
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一、被申请人在本裁决书
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2018年9月1日
至9月27日工资3029元（大写：叁仟零贰拾玖元
整）；二、驳回申请人的其它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
送达你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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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

注销公告：经潼南县万信置业代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2230008614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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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同城货的运输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141021672）、发票专用章
壹枚（编号5001141048380）、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141021673）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万朗实业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冯永娟诉你司计时、计件工资
争议争议一案，已于2019年4月8日开庭审
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3号仲
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由被申请人重庆万朗实
业有限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
付申请人冯永娟2018年8月20日至2018年
10月16日期间工资6213元（大写：陆仟贰佰
壹拾叁元整）。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
告送达你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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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

遗失补办声明
荣昌区“昌元街道工人村棚户区改造拆迁安置点”自建

房刘作华等九户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地字第
500226201000309号)遗失，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建
字第500226201100036号)遗失。其建设业主已于2019年
3月29日的重庆晚报上刊登了遗失启事，现向我局申请补办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手续。我同公
告征求利害人意见，如有异议，自登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我
局提交利害关系证明书面材料。地址:重庆市荣昌区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建管科(兴荣大厦14-10)电话: 023 -46733197.
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我局将补发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手续。特此声明

荣昌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4月28日

辞去法定代表人的声明
本人高岩绪(身份证号: 370223196506151217), 2013

年4月19日前担任重庆康大聚鑫兔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鉴于2013年 4月 19日重庆康大聚鑫兔业有限公司
召开股东会并决议免去高岩绪同志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
职务，同时任命钱毅同志为重庆康大聚鑫兔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2013年 5月 16日重庆康大聚鑫
兔业有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第32条
载明钱毅同志任重庆康大聚鑫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法
定代人。2015年12月底，重庆聚鑫兔业有限公司、重庆康
大聚鑫兔业有限公司、重庆市钱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向青岛
康大绿宝食品有限公司发送承诺函，承诺保证在2016年1月18
日前到工商机关办理完毕变更登记。

为了维护本人合法权益，为此，本人郑重声明:从即
日起辞去重庆康大聚鑫兔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职
务。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此后公司所有事务，自己将不
再承担任何责任。如公司其他股东及管理人员冒用法
定代表人身份代行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的，应自行承担一
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

声明人：高岩绪2019年4月24日

遗失2016年4月14日核发的重庆恒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20494214R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恒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8320494214R）
报税盘（编号44-66250609861）及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

巴南区水利局关于无主违法建筑的公告
（2019年第1号）

位于巴南区巴滨路外河坪段修建有一疑
似废弃售楼中心的建筑物，违反了《重庆市河
道管理条例》的规定。经我局数次侦办，上述
违法建筑物无法确定建设单位或者个人。

为此，请该违法建筑相关权利人在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到本机关登记确认权
利并接受处理。

逾期无单位或个人主张权利的，本机关
将提请巴南区人民政府按照《重庆市查处违
法建筑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对该违法
建筑物实施强制拆除。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江洲路16号
联系电话：023-66222885
重庆市巴南区水利局 2019年4月29日

●重庆马鞍机电安装有限公司遗失备案通知书，编号
为：（渝江）登记内备字［2013第00084号］声明作废。●重庆马鞍机电安装有限公司遗失2012年9月21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000176138声明作废。

●沈庆梅遗失南渝鲁能星城车位收据，号码：11122615,
日期2018年12月2日，金额：壹万元整，声明作废●遗失梁春明残疾证51022219651028453054作废●遗失 2017.7.27 发渝北区章辰锐食品经营部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5UQGWX2U作废● 遗 失 重 庆 新 钶 汽 车 销 售 有 限 公 司（ 识 别 号
915001113556553994）税控盘，盘号661515450359作废●遗失重庆永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500222066199649作废●黄贵华遗失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代开）
代码050001800105号码05683938作废●重庆恩辉物流有限公司遗失渝B016Z6道路
运输证渝交运管渝字500112011248号作废●遗失杨锐出生医学证明，编号C500999999作废●重庆运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渝C138Y7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383020122作废●遗失雷浩宇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138425作废●遗失龙先平《退耕还林证》编号016488声明作废●遗失2017.11.24发周凯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231MA5YNLJE5P作废●重庆永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璧
山绿岛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7974601作废●万州区天凤路李家和副食店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500101600449078 ，声明作废●巴南区晏祥英副食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社会信用代码:51022219631128794X声明作废●苟楠遗失重庆市司法局2013年04月03日颁发的专
职律师执业证，证号15001200610131227，声明作废。●刘安辉，刘建芬之女刘雨嘉2010.01.15在巴南区第
二人民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500261316作废●遗失重庆福银匠工艺品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重庆朝天门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4093502声明作废●遗失酉阳县明月楼休闲酒店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42200226426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50024208243702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轩蝶商贸有限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两江新区驰诚餐馆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41270219850301108201）声明作废●遗失深圳市之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江北分公司（税号
91500105MA5U8FKT2H）发票领购簿 ，声明作废●重庆市灿轩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农商行北碚支行静观分理处开户许可
证账号0712010120010005753核准号J6530054045701声明作废

重庆市永川区罗江琴五金经营部遗失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川
支行朱沱分理处开户许可证，许可证
核 准 号 J6530030312901，编 号
653000569061作废
遗失位于（原荣昌县）工业园区仁和安
置区唐树成等八户的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重规地证荣园区字[2008]192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重规建证荣
园区字[2008]192号)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亚通化工技术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921006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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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新欧鹏地产集团房屋销售专用收
据4张(票号:00041710金额:20000
元；票号:00041935金额:18157元；
票号:00041936 金额:80132 元；票
号：7010781，金额：1742元）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消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7P368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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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渝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203797902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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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国弘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号 50010600057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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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零点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3007953567），经股东会研究决定解散本
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债务人在本
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办理债
权债务相关事宜。2019年5月1日
注销公告：重庆金勺子农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3MA5U5RJA7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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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
注销公告：经酉阳县柏杨井小米椒种植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2MA5U55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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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重庆天诺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YR7FGX8)经股东
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500万元减至3万元，根据
《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市荣昌区青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XELCU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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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两路口支
行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票销售
凭证第一联一份，发票代码（181）渝
税销证00012478，声明作废
张翰雯不慎遗失重庆邮电大学工商管理学士学位证
书，证书编号1061742010002802，遗失重庆邮电大
学毕业证书，证书编号106171201005002802，学
位证书和毕业证书声明作废

声明：彭水县世宏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码：5002435017497）;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编号：5002435017498）;遗失法人章一
枚（刘放，编码：5002435017500）；遗失发票
专 用 章 一 枚 （ 纳 税 识 别 号 ：
91500243MA607L2F9E， 编 码 ：
500243501749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巾帼荟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P8UA46，
拟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为10万元。请债权
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2019年5月1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
号为500105000159061的重庆池汐商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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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池汐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日
遗失2012年2月28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肖莉娅（九龙
坡区杨家坪大城小爱婚庆婚纱服务部）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107600241939）声明作废
遗失九龙坡区杨家坪大城小爱婚庆婚纱服务部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0919831029632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多哥沃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MA5U33CR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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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庆元上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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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琼
注销公告：经重庆德品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8MA5YXFWL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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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金蝎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1MA5U5AD789)投资人决定，本企
业拟注销，按《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曰起45日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联系人: 冯向.联
系电话:13594831621特此公告.2019年5月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水润至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YTN3FX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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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泽润鸿淼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5YX7268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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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经纬林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1089101480R）股东决定，将本公司注册资
本由1000万元减少到300万元，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到本公
司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特此公告
声明：重庆佳合蓝人力资源管理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遗失2016年 08
月19日核发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13339564737X，声明作废
本人黄燕，身份证号：500221199012186626，遗失
重庆葛洲坝融创金裕置业有限公司33幢33-10收
据 号 0021844，金 额 ：11302.06 元 ；收 据 号
0021843，金额：54990元；收据号0021798，金额：
109248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江西华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YUC9N9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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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2019年5月1日
遗失声明：父亲：邱常拥，母亲：陈
娇 娇 ，不 慎 遗 失 2018 年 03
月 14 日出生，姓名为邱雯萱的出
生医学证明一份，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为：R350670449。声明作废。

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副本)工法证字第
2311300074工会名称：重庆市渝北区安全监
督管理局工会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周丽娅。
办公地址：渝北区双凤桥街道渝航路三巷8
号。法定代表人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遗 失 重 庆 豪 凯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91500107768875517Y）开给重庆朗维机电技术
有限公司三联次增值税专用发票 2 份，代码
5000182130，号码为08486075（金额2900元）
08486076（金额2900元）声明遗失。

●遗失开县渝民商贸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234200009135声明作废●重庆工商大学刘晓敏（学号2015261123）2015届艺术学院
动画系，遗失三方协议:编号2019-0001783，声明作废●重庆市綦江区菜佳坝农产品有限公司（税号91500222MA5UT81F2H）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1份代码050001800105号码03697671声明作废●遗失杜若宁《医学出生证明》编号R500326508声明作废●胡保英遗失2014年12月9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3600312603，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重庆江汇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二级市政建造师)范思雨，注册证书：
01432835；注册印章：渝 225161753621
（02）陈城，注册证书：01433025；注册印
章：渝201161654127（02）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于2008年6月27日出质其所有的重庆
汽车运输集团綦江有限责任公司25.5万
股权给重庆通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股
权出质通知书（2份）遗失作废。

康复治疗师的微笑
努力让每个残疾孩子笑对生活

▲为小朋友做康复训练

▲给幼儿做康复训练

▲杨军：“来，握个手，做好朋友。”

▲教家长做康复训练

▲给残疾儿童做康复训练

▲给小朋友们过集体生日

“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些孩子时，我就被深深震撼了。我决心留下来，帮他
们。”2005年，大学毕业的杨军来到重庆市儿童福利院实习，刚一进门，就被
眼前的一幕震撼——几百个患有中重度残疾的孩子收养在此，最小的只有
1个多月。福利院工作人员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精心照顾着他们。

杨军深受感动，决定留下来帮助孩子们。如今，36岁的他已从
当年的实习生成长为中级康复治疗师。在五一劳动节来临之际，
他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授予的全国民政系统
劳动模范称号。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周小平 文
市民政局供图

“小文身心健康了”

走进重庆市儿童福利院养育科，
映入记者眼帘的，是滚筒、木钉、肋木
架、站立床等各种器材。在这里，杨军
为残疾儿童进行康复治疗。

养育护理既是力气活，又是细心
活。局部按摩、肢体良肢位摆放、口腔
护理，甚至是安慰躺在床上唉声叹气
的患者，不细致入微不行，这也让杨军
养成了每天梳理治疗情况的习惯。

每天，杨军都会提早来到福利院，
对孩子的治疗效果进行评估，改进治
疗方案。

小文是杨军康复训练经历中记忆
最深刻的、也是他最疼爱的孩子。入
院时，小文被诊断为右下肢踝关节以
下缺失，左足畸形，右手四指融合，不
能行走，无法正常生活。要康复，首先
要安装矫形器具。杨军和同事对小文
进行装配支具前期肌力、关节活动度
以及装配后的康复训练。经过杨军和
同事的共同努力，小文逐渐恢复了行
走功能，后来被一个爱心家庭收养。

“小文身心健康了，命运改变了，
我们为他高兴。”杨军说，他感到肩上
重如千钧的责任。

输出百余名一流康复员

“在杨军的精心训练和陪伴下，
孩子们从自卑胆小，变得活泼自信，
身心都获得最大限度的康复，有的已
经完全恢复。”市儿童福利院相关负
责人说，如今，已有20余名恢复受损
功能的孤残儿童被爱心家庭收养。

据介绍，2016年，市儿童福利院
康复中心开展重度残疾儿童康复介入
养育护理工作，杨军带领他的团队，一
头扎进养育科室，针对重残卧床儿童
站姿不稳、坐姿不稳、进食困难、吞咽
困难、长期胃食管反流等症状，进行养
育护理。

经过科学康复计划和反复不懈的
尝试努力，孩子们身上渐渐产生了可
喜变化。康复团队也摸索总结出一系
列康养护结合工作方法，有效改善30
多名重度残疾儿童身体功能，提高了
他们的生活、生存质量。

社区患儿家庭因为经济和文化水
平原因，对脑瘫儿童和发育迟缓儿童
的认识极为有限。为确保康复疗效，
杨军经常和患儿家长进行座谈，分享
及交流有关肢体康复训练技巧。

“他主动承担科室职工的业务技
能学习任务，指导提高新职工和实习
生的工作能力。”市儿童福利院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在杨军带领
下，福利院运动康复训练不断创新，运
动康复实习小组先后为全市儿童康复
机构输送、培训出百余名一流康复员。

“让每个孩子笑对生活”

“让每个孩子笑对生活”是杨军工作以来的最大心愿。
小荣（化名）是一个右下肢严重畸形患儿，不能独立行走，自卑心理严重。杨军带着

康复治疗小组，对小荣进行了7个月的安装支具前期治疗和后期强化训练。
经过治疗小组努力，小荣身体状况虽然有了好转，但还是不敢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耍。杨军觉察到这个情况后，在康复训练同时，更加注重对小荣心理的疏导。
怎样帮助小荣呢？这事一度让杨军犯了难，“不能硬生生地去说，要慢慢引导。”小

荣喜欢听故事，杨军就尝试用讲故事的方法拉近跟小荣的距离。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
事把小荣逗得咯咯大笑。此后，小荣就缠着杨军，主动跟他一起玩。

通过不断讲故事、对话、做游戏，小荣自卑心理逐渐消失，渐渐和其他小朋友玩成一
片。渐渐的，小荣不仅能在平地上稳步独立行走，还能灵活转弯，扶栏上下楼梯。小荣
的自信也不断提高，性格开朗起来，进入了院内家庭养育，就读社区小学。

现在，小荣也已被一个爱心家庭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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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阅 读 慢 下 来 ，让 生 活 慢 下 来
慢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