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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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 失 公 告

遗失 声 明
因我公司工作人员疏忽，遗失重庆恒泰

会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6日 开具
给重庆巨诚通力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的三张增
值税普通发票，发票内容：经营租赁＊汽车租
赁，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发票号码分别
为：24126509、24126510 、24126511，发票金
额分别是：7500元，共计22500元。特此声明。

重庆巨诚通力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8日

注销公告：重庆巨福橡塑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130000046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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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融品汇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据壹份,客户名
称：黄彦,房号：重庆春晖十里-春晖03期-4#地块高层-S1
（4号楼底商）-1-1-负1-1，收据号码：P1020-00000195
收据金额：100000.00元，内容：定金：1000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市綦江区本源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票据壹张：
票据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票据号码：180101234173#
付款单位：重庆市綦江区本源科技有限公司（陈可）
付款日期：2019年1月28日
票据项目:投标保证金
项目内容：头架
收款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废旧设备设施处置公告

我公司现有一批废旧设备设施需处置，处置方式采用整体打
包，公开竞卖方式进行。欢迎有意向的单位于2019年6月5
日上午9点正，携带公司资质证明前来我公司报名，过时不待。
地址：重庆市巴南区花溪工业园区建设大道1号建设工业一号门
联系方式：黄老师18723347272 2019年5月2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舒岚电子商务经营部（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586877941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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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小红.电话：13983506825。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铜梁区超联格森商贸有
限公司（注册号500224007833264）股东会
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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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巴南区商业联合会
已经理事会形成注销决议，现向社会
公告，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单位申请债权。联系人：
何春梅 电话：023-86996881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642号

重庆华驰模具加工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庞海诉你司劳动报酬、二倍工资差额、解除

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争议一案，已于2019年4月18日开庭审
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642号仲裁裁决书作
出裁决: 一、由被申请人重庆华驰模具加工有限公司支付申
请人庞海2018年11月和12月工资12040元；二、由被申请
人重庆华驰模具加工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庞海2018年10
月15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486元；
三、由被申请人重庆华驰模具加工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庞
海2018年1月26日至2018年10月13日期间未签订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5439元；四、驳回申请人其他的仲裁请
求。以上款项共计57965元（大写：伍万柒仟玖佰陆拾伍元
整），此款应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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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公 告
重庆华生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崇华，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46220703881）：

谭洪琼申请劳动能力鉴定一案，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于2019年04月26日作出谭洪琼 拾级伤残的
鉴定结论。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大
渡口劳初鉴字﹝2019﹞212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请你公司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领取有关谭洪琼的《工伤鉴定结论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23-68083958）特此公告
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9年5月29日

公 告
重庆格瑞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钟玉容，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43459892139）：

汪洋淼申请劳动能力鉴定一案，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于2019年04月26日作出汪洋淼 玖级伤残的
鉴定结论。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大渡口劳初鉴字﹝2019﹞172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请你公
司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领取有关汪洋淼的《工伤鉴定结论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联系电话：023-68083958）特此公告

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9年5月29日

公 告
江北区东环路68号负2楼维修，发包内容包

括：墙面抹灰铲除、墙面喷刷乳胶漆、地砖铲除及
铺贴、地坪铲除及修补等。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
5月31日下午6点止。详情垂询:67669287
遗失声明：本人王韬，身份证号码511221198210271272，购买融
科城海阔天空项目HKTK-12-2-S17号房屋一套，收据编号为
0042768 金额为 47373.11 元，收据编号为 0042767 金额为
226916元，收据编号为0003809金额为100000元，合同编号为
CQ-108-00042951金额为1134579元，遗失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643号

重庆华驰模具加工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龙海涛诉你司劳动报酬、二倍工资差额、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争议一案，已于2019年4月18日开庭
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643号仲裁裁决书
作出裁决: 一、由被申请人重庆华驰模具加工有限公司支付
申请人龙海涛2018年11月和12月工资12660元；二、由被
申请人重庆华驰模具加工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海涛2018年
3月1日至2018年 12月 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2211
元；三、由被申请人重庆华驰模具加工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
海涛2018年1月26日至2018年2月2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564元；四、驳回申请人其他的仲裁请
求。以上款项共计21435元（大写：贰万壹仟肆佰叁拾伍元
整），此款应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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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641号

重庆华驰模具加工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周培诉你司劳动报酬、二倍工资差额、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争议一案，已于2019年4月18日开
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641号仲裁裁
决书作出裁决: 一、由被申请人重庆华驰模具加工有限
公司支付申请人周培2018年11月和12月工资14734
元；二、由被申请人重庆华驰模具加工有限公司支付申请
人周培2016年5月2日至2018年12月期间未休年休假
工资7466元；三、驳回申请人其他的仲裁请求。以上款
项共计22200元（大写：贰万贰仟贰佰元整），此款应于本
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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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清算公告
重庆恩嘉利纺织品有限公司因注销在2019年5月1日

成立清算组，负责处理该公司债权债务等后续工作。请与本
单位有业务联系的所有人或者机构见报后45内持相关的合
作材料向清算组申报，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作废。

联系电话：023-68697025（毛莉）
重庆恩嘉利纺织品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日

重庆南岸中天信息技术学校遗失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开具
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代码 141001920076 发票号码
00068445（宇通牌ZK6609D51合格证导WCX000000751237发
动机号FGFYAJ01309车架号LZYTGTB26K1065655)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丰敦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遗失中国银行重庆丰都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694000941501
账号114447051568，声明作废

●遗失2017.3.1发沙坪坝区博大副食店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UCMHL9B作废●遗失沙坪坝区博大副食店食品流通许可证正
副本，编号：SP500106145006747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雄昂商贸有限公司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石
柱万寿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871000968901、公章一枚，编
号5002403013142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长寿区寿邻沙田柚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508307257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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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荣昌区知樱苗木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6MA5U3DDX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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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2018.5.14陈丽苹营业执照副
本 92500108MA5YWU644Q、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JY25001080117589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普尔吉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206616786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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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长寿区包家寨沙田柚种植股份合
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5595156505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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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邦和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596745715G ，拟
将注册资本由1800万元减少为8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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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胜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7203644164U）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本由8000万元减至3816万元。根据
《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到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19年5月29日

遗失红肩章文化传媒（重庆）有限公
司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号 码 为 ：
91500103MA60AWCP0H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缔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具
给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
发票（第四联），代码5000164160号码
02967419特此声明
声明：重庆麦卡仕汽车美容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西永微电子产业园支行开户许可证 ，
账号3100025809024504466核准号
J65300347098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奉节县桐赋牲畜饲养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3500236MA5YP0345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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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德高物流有限公司渝BS8792营运证500110036150遗失。
重庆久福物流有限公司渝B1A976营运证500110099564遗失作废。
重庆康通物流公司 渝D1928挂营运证500110071959遗失作废。
遗失渝AB030挂营运证号500108023794声明作废
上海集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华润置地（重庆）有限
公司华润中心万象城L1右侧次中庭场地押金收据1
张，收据编号00210330，记载场地押金金额￥2000
元，特此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法律后果
由我司承担，与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无关。
遗失重庆市合川区梦生态农业专业
合 作 社 （ 账 号
31150101040018107）中国农业
银行重庆合川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3006660020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众人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MA601CMX6L）股东
会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8000万元减至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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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开县汇星财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34305003165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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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永川区吉祥矿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75306771X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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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发长寿分公司渝BY1308营运证500115040846遗失作废。普驰公司渝BZ2591营运证500110067670遗
失作废。榆祥公司渝BZ9897营运证遗失。富森公司渝BS9613营运证500103036740遗失作废。茂隆公司
渝D57026营运证500110087359遗失。原荣昌县海燕公司渝CD3038营运证500226010170遗失作废。红
专公司渝D01862营运证500225015858遗失。原万盛区文桃长寿分公司渝B0A132营运证500115047691
渝AJ239挂营运证500115047686遗失作废。重庆凯俊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A97958营运证500115036919
遗失作废。添金公司渝A99051营运证遗失。久发长寿分公司渝A8380挂营运证500115040833遗失作废。
鑫马公司渝A9687挂营运证遗失。重庆市悦田物流有限公司渝CF0921渝C5Y152渝C79W21渝C39A16渝
C11C01渝C812E6渝C927V9渝D96T89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奔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M6327营运证
500115037760 遗失作废。东能长寿分公司渝 AH2279 营运证 500115046665 渝 A53R78 营运证
500115047006渝AS6102营运证500115015406遗失作废。慧鸿公司渝D23693营运证500222088217遗
失。重庆尊远物流有限公司营运证渝BH7310号500104005520渝B3629挂号500104006449渝BH8520号
500104005638 渝 BG9508 号 500104009576 渝 BG8212 号 500104015661 渝 BJ1558 营运证 0562909 渝
BG8169 号 500104015703 渝 BJ0968 号 500104015681 渝 BL5098 号 500104006577 渝 BJ7523 号
500104006450渝BG7770号500104015660渝BH6759号500104012968渝BN2262号0664070渝BH9561
号500104011429渝BL2211号500104005516渝BH2273号500104006561渝B3301挂号50010413982渝
B3666 挂 号 500104007122 渝 A3717 挂 号 500104008146 渝 BH2620 号 0562753 渝 BH9767 号
500104007968 渝 BL0876 号 0562885 渝 A5322 挂号 500104000412 渝 A5318 挂号 500104000778 渝
BJ3377号0583961渝B3829挂号500104007107渝CA126挂号500382004226遗失作废。重庆紫泰物流有
限公司渝AH7756渝AH9212渝AH7706渝AH7579渝A18W9挂渝AW533挂渝A59H9挂渝AH366挂渝
A1H99挂渝A8W61挂渝A51H6挂渝AH661挂渝AH799挂渝AH099 挂渝 A16W8 挂渝 A8W88 挂渝
A9H18 挂渝 A7H58 挂渝 A7H76 挂渝 A0H56 挂渝 A5H66 挂渝 A6H67 挂渝 A7H88 挂渝 AH199 挂渝
A77H1挂渝AW800挂渝AH855挂渝AH158挂渝A9H08挂渝A8H98挂渝A7H66挂渝A7H69挂营运
证作废，涪陵区三兴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渝GT0189营运证作废，重庆博驰物流有限公司渝D13082营运证
作废，重庆驿站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涪陵分公司渝 A6258W 营运证作废，重庆汰泓物流有限公司渝
G20032渝GF0319营运证作废，重庆乐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渝G20858营运证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惊鸿服饰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70081315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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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减资公告：经股东决定，重庆恒甲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4N497X ，
拟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为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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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宝钻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HBJ31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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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
遗失重庆多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
农业银行江津白沙支行的基本存款账户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75581801，编号
653001403047， （ 账 号
31141001040004341），声明作废。

遗失江北区刘真伍建材经营部通用手工发票（三
联百元版）25份，发票代码150001620531号码
08308251- 08308275，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00105MA5UC0HW9D，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佳佳顺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MA5U66LL8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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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牛牛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FXHN1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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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

● 遗 失 黄 媚 莎 保 险 执 业 证
02000150000080020170413401声明作废●遗失唐华梅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6605878110作废●遗失陈存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6612614242作废●遗失赵敏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6605670028作废●重庆郁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谢尧)遗失二级建造师执
业印章编号：渝240121335146 校验码02声明作废。●声明：城口县水利局遗失车辆购置发票壹张，发票代
码：150001822060，发票号码：00536734。声明作废●遗失邓治琼保险执业证0200912500000044364作废●重庆大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漆远红二级建造师专
业类别：建筑工程注册章：（渝207111119347）声明作废●声明：本人刘娅(身份证号码510219198003268529)，
2019 年 5 月 1 日前办理的失业证声明作废。●巴南区林典食品经营部遗失2017.10.23核发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3MA5XEMFT5J作废●邓波遗失重庆大学（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房屋建筑
工程专业专科毕业，毕业书证号：95203419声明作废。●沙坪坝区瓜瓢面面庄遗失2015年07月13日核发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6605917986，声明作废●巫溪县兴平广告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5002389801270，声明作废●魏祯遗失居然之家二郎店合同保证金收据:收款单号96576，金
额17000元;收款单号96919，票据金额3000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标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号码50010368146757X声明作废●遗失匡彦熹《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321056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藕然间汤锅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
码150001920410号码是0316894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潼南区刘天杰蔬菜种植场公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罗恋出生医学证明，编号H500164789声明作废●遗失2015年4月27日核发的沙坪坝区李红琼糕点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605411676，声明作废●陈金萍，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号，P500044378●重庆森勃公司渝B7A776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宇信实业有限公司印章
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遗失杨天生营业执照正本92500225MA5UNNCE2D作废●遗失蒋崇明残疾证51021519560528502871作废●王应华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282050遗失补办●刘煜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282148遗失补办●遗失2015.11.12发蒋冉斌执照正副本500230606644605作废●重庆蚁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车辆
营运证，证号：500105016830 声明作废

●遗失2016.7.21核发铜梁区铭家装饰材料经营部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50022460820337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铜梁区陶甫国樱桃种植园重庆农商行铜梁
支行双山分理处开户许可证J6530057145401作废●遗失2018.12.18发南川区沙市食品经营部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9MA5YJFX520作废●遗失重庆欣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公章一
枚，编号5001127135149作废●黄继红遗失重庆西南医院住院医疗收据原件，
号码52405140，金额56305.29元声明作废●遗失2016.2.24发渝北区志国副食店营
业执照正本500112607180714作废● 遗 失 渝 北 区 茂 林 日 用 品 经 营 部 公 章 编 号
5001127007510，财务章编号5001127007511作废●遗失重庆建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3084661462B）印章备案回执单作废●遗失渝北区回兴街道宝圣西路二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PDY89977450011212B2001作废●遗失渝北区回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兴科路门诊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正副本PDY90153950011212D2111作废●北碚区云清路杨涛足浴店卫生许可证渝卫公证
字（2018）第500109002087号特此声明遗失●遗失北碚区牌坊湾延伸副食超市2016版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联卷式）代码050001700107号码37457903-37458000作废●罗伟遗失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证书编号：0055634，档
案号：42145523191，专业类别:建筑工程，声明作废●遗失2017.12.12核发的个体户黄广(大渡口区黄广腾达口腔诊所)(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4MA5YPBF84U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郎辉汽车饰品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38102842）、
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 5001038102843）声明作废●重庆市渝中区菜园坝忠明建材日杂商行遗失工行南坪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3100027109024802304核准号J6530005508901声明作废●重庆酌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招商银行重庆南岸支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123910335910501核准号J65300859299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雅智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2014.5.21核发的个体户付凌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凌风
日用品商行)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160163305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雅瑶美容美发用品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
5001087028049）、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87028050）声明作废●兹有江北区五里坪巷兴小区居民涂平容（身份证号
510211196506235120）的失业证不慎遗失，声明作废●出租车营运证牌，编号 500100032798 遗失。●遗失万鑫鑫《出生医学证明》，编号〇500261231声明作废●鲜黎2019.5.16遗失身份证510221198306014026声明作废●遗失胡小林残疾证51021919760818571344声明作废●九龙坡区九龙园区蹦蹦鱼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070143184，声明作废。●重庆秋阳广告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5001127002938）
2019年5月25日遗失，声明作废。●遗失九龙坡区石坪桥彩之源化工经营部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513030198704065716，声明作废●遗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雅昀日用品经营部税
务登记证副本，税号500903L75600513，声明作废

●重庆青脉健身有限公司遗失兴业银行沙坪坝支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346040100100251338核准号J65300538929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贵鸿沅商贸有限公司（税号500112322390734）报税
盘（44-662402518121）、金税盘（44-661500419623）声明作废●遗失南岸区嗨能西餐厅公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綦江县真光相馆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1022319700105004001，声明作废●遗失唐贵英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680120160601234作废●遗失吴六英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680120180900367作废●遗失声明:唐光建优抚证:渝北碚004590作废

重庆先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市
渝北区房友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开具的保证
金收据1张和1份合同，收据金额：10000
元（壹万元整），收据编号：8212581，合同编
号：CQB20170076特此声明！

日 前 ，
一些科学家
投票选出了
一个新的地
质年代——
人类世，以此
表明人类对地球
做出的深刻改变。
由34名成员组成的
人类世工作组（AWG）
做出的这一决定，标志
着正式定义一个新的地质
年代的工作迈出了重要一步
——这一想法过去几年在科学
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工作组计划在2021年前向国
际地层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新地质
年代的正式提案，该委员会负责监管
官方的地质年代划分。AWG的29
名成员支持人类世的定义，并投票赞
成以20世纪中期作为人类世的起点
——当时迅速增长的人口加快了工业
生产、农用化学品使用和其他人类活
动的步伐。与此同时，第一次原子弹
爆炸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在地球上飘
荡，它们随后嵌入沉积物和冰川中，成
为地质记录的一部分。

“人类世是一个时间、过程和地层
的地质单位。”AWG主席、英国莱斯
特大学地质学家扎拉斯维奇表示。
10年前，当AWG刚成立时，扎拉斯维
奇对这个结论还不太有把握。然而投
票结果表明，工作组基本上就这一地质
单位达成了共识。“这是清晰可见的，并
且是与众不同的。”他说。此次投票的
结果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因为它只是巩
固了2016年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的国际
地质大会上的非正式投票结果，但这一

结果鼓舞着科学家尽快找到代表全新
世结束和一个由人类活动塑造的新地
质年代开始的地质标记。

AWG是由第四纪地层小组委员
会建立的，该小组委员会是国际地层
委员会的一部分。在决定进入新地质
年代后，该工作组现在正重点确定一
个具体的地质标记或“金钉子”，这在
技术上被称为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
位（GSSP）。AWG正在考虑来自全
球的10个候选地点，包括意大利北部
的一个洞穴、大堡礁的珊瑚和中国的
一个湖泊。目前，许多参与这项工作

的科学家正
在德国柏林
协调未来两
年的研究工
作，他们希
望在正式提
案中包含一
个 单 一 地
点。他们还
必须明确定
义能够代表
一个地质年

代开始的沉积
记录中的物理证

据类型。扎拉斯维奇
表示，工作组正在考虑是否

选择1945年原子弹爆炸至1963年
《有限禁止核试验条约》缔结期间产生
的放射性核素作为证据。一旦AWG
提出正式建议，国际地层委员会的其
他几个小组将对其进行审议。如果获
得通过，那么将由国际地质科学联合
会下属执行委员会做出最后的审批。

不过依然有4名AWG的成员投
票反对将人类世定为新地质年代的想
法。他们反对该工作组试图在全球地
质记录中找到一个单一明确信号的做
法，认为应该承认人类从史前农业开
始便对地球产生了渐进性的影响。莱
斯特大学考古学家、AWG成员埃奇
沃思说：“地层证据压倒性地表明，这
是一个跨越时间的人类世，它有多个
起点，而不是一个单一的起点时间。”
他认为，仅仅根据放射性核素信号来
命名一个新的地质年代，“阻碍而不是
促进了对人类参与的地球系统变化的
科学理解”。 据中国科学报

金纳米粒子
可激发“人工光合作用”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以金纳米粒子为催
化剂，成功地用绿光激发“人工光合作用”，
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变成碳氢化合物。可液
化的碳氢化合物易储藏和运输，适合用作
太阳能储能媒介。

由于化学动力学方面的障碍，现有的光化
学技术不易将二氧化碳转换为碳氢化合物，有
些技术只能利用高能紫外线而不是可见光。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研究
人员日前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发表论文
说，他们开发的新技术利用了金纳米粒子的特
性，能高效吸收可见光中的绿光，不需要紫外
线、高温环境或电能输入。研究人员承认，金
纳米粒子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植物叶绿素，不过，
该技术的反应效率远不如叶绿素。他们下一步
将调整催化剂属性以提高效率，并寻求实现大
规模生产的办法。 据新华社

虚拟触觉
让虚拟世界“可触摸”
虚拟现实让人身临其境，却又触不可

及。日本一项新的“虚拟触觉”技术可解决
VR（虚拟现实）和AR（增强现实）技术“看
得见摸不着”的问题，今年底明年初将首次
推出应用这种技术的游戏产品。

发明这一技术的是日本产业技术综合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中村则雄。日前他在接
受采访时说，“虚拟触觉”的本质在于“欺
骗”大脑，他研发出一种小巧的手握式设
备，通过设备发出特殊的振动波来刺激皮
肤，传递信号“欺骗”大脑，从而让人获得各
种触感体验。记者现场体验时看到，这个
手握式设备大约跟小订书机一般大，一端
连接电脑，手握时能感到轻微振动。根据
电脑上显示的相应画面，手握设备进行前
后左右拉伸移动，就像是在拉拽皮筋或者
按压弹簧，闭上眼睛也是同样的体验，证明
这种“欺骗”大脑与视觉无关。当画面显示
出砂石或者粗糙壁纸图案时，轻轻地移动
手持设备就像是触摸到真实的物体。

中村则雄介绍说，目前已为这项技术
在全球申请了29项技术专利，未来想要进
一步研发像手表一样可戴在手上的“虚拟
触觉”设备，或将其应用于远程医疗、机器
人技术和自动驾驶技术等。 据新华社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国际能源署昨天
发布《清洁能源系统中的核能》报告显示，
截至2019年5月，全球运行中的核反应堆
总计452座，分布在30多个国家，另有54
座正在建设中。报告说，核电发展越来越
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正在建设的核反应堆
中有40座位于中国、印度等国。相比之
下，发达经济体的核能发展乏力，这对未来
全球能源安全和实现气候目标构成威胁。

核能是目前全球第二大低碳电力来
源，仅次于水电。数据显示，1971 年至
2018年间，核能为全球提供了约7.6万太
瓦时（1太瓦时等于10亿千瓦时）的零排
放电力，是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总和的10
倍以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0亿吨。但
近年来，核电占全球电力供应量的比重处
于下降水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18%
左右的峰值下降到2018年的10%。尽管

近年来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量大幅增长，但
2018年低碳能源在总电力供应中的份额
为36%，与20年前持平。换言之，过去20
年核电贡献下降8个百分点，完全抵消了
其他可再生能源份额的增长。

报告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
出于安全、经济等方面的考量，新建核反应
堆不足，而现有核反应堆普遍面临老化、关
闭等问题。对于除日本和韩国外的其他发
达经济体而言，近90%的核反应堆已使用
超过30年。报告预测，如果不在核电发展
方面采取行动，到2025年，发达经济体核
电产能将下降25%，到2040年时，下降幅
度更将高达三分之二。 据新华社

核反应堆
全球有452座正在运行

“人类世”真的来了
原子时代将标志最新地质年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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