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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公 告

本人姚文万(身份证号码: 510214195512221723），于
2018年10月17日购买重庆鲁能英大置业有限公司:鲁
能领秀城——1 街区- 13号楼- 808号房屋(南岸区天
文大道5号8-8)，现由于本人不慎，将本套房屋开具的
定金收据票据号: 01005487; 金额小写为: 10000 (大
写:壹万元整)本套房屋开具的楼款收据票据号:
01006137; 金额小写为: 283026 (大写贰拾捌万叁仟
零贰拾陆元整)本套房屋开具的代收代缴收据票据号:
01006136; 金额小写11913 (大写:壹万壹仟玖佰壹拾
叁元整)遗失，现本人特此申明于原收据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赢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9000012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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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创春晖十里5号院（九期）交房公告
尊敬的融创春晖十里5号院（九期）的业主：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融创春晖十里5号
院（九期）：小高层1、9、10、11号楼，洋房2、
3、4、5、6、7、8号楼，商业1、2、3、6、8、9、10、
11、商业号楼底商，现均已具备交房条件，具
体交房事宜详见交房通知书。

特此公告！
重庆融品汇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5日

遗失重庆愉康药业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市铜梁区人民医院的
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12份,发票代码5000154350,发票号码
00442861,发票代码5000154350，发票号码00442860，发票
代 码 5000154350，发 票 号 码 00442921，发 票 代 码
5000133650，发票号码01061610，发票代码5000134650，发
票 号 码 00828338，发 票 代 码 5000162350，发 票 号 码
00174808，发票代码5000151350，发票号码00161454，发票
代 码 5000151350，发 票 号 码 00170244，发 票 代 码
5000151350，发票号码00161523，发票代码5000134650，发
票号码01649395，发票代码5000134650，发票号码00448228，
发票代码5000133650，发票号码00108828，声明遗失

注销公告：经重庆繁超广告经营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1MA5UA67W0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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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60天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联系人：曹声珍
电话：15202391112 重庆繁超广告经营部

遗失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宣 耀 电 力 设 备 经 营 部（账 号
50001043900050203782）建行九
龙坡白鹤林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300226676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三加二广告有限公司
（注册号 500240008151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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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8发向国祥执照正副本
92500242MA5XJW349T作废
遗失2018.11.15发向国祥执照正副本
92500242MA605QU58T作废
遗失2011.8.30发向国祥执照正副本
500242600099639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登煌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AEEY3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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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弃婴公告
本人于2017年 9

月22日在重庆市两江
新区人民医院旁边捡
到一名弃婴女孩，如有
知情者请与本人联系。

联系人：张宗明 电话15215171140

重庆市合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公告
重庆市鹏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承康、王承文、王承琼：

你公司与王承康、王承文、王承琼位于原合川市大石镇石桥街16号房屋城市房屋拆迁纠纷一案，我委于2019年6月19
日作出了《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书》（合房拆裁字〔2019〕1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现将裁决内容公告如下：

被申请人王承康、王承文、王承琼的房屋为非住宅，并选择产权调换方式进行补偿，但申请人鹏运公司在我辖区内除原
合川市大石镇石桥街2号2单元4-2号住宅房屋以外已无其他安置房源可供产权调换。因此，按照《重庆市城市房屋拆迁
管理条例》和《合川市大石镇石桥街片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将申请人鹏运公司位于原合川市大石镇石桥街2号2
单元4-2号房屋（建筑面积85.76平方米，用途为住宅），折算为货币安置给被申请人。

一、住宅折算为货币进行计算：85.76平方米×420元/平方米（综合造价）=36019.2元。
二、被拆迁房屋补偿费：76.54平方米×690元/平方米（评估价格）=52812.6元。
三、过渡补偿费：过渡期限内1年76.54平方米×140元/平方米×1年=10715.6元；超期过渡费2004年3月至2019年

6月（共计15年零3个月）：76.54平方米×280元/平方米×15年=321468元，3个月为5357.7元，合计：337541.3元。
四、搬家补偿费：76.54㎡×12.8元/㎡×1次=979.71元。
五、经上述二、三、四项相加后减去一项品迭后，申请人鹏运公司应支付被申请人拆迁相关补偿费用共计355314.41元。
六、如当事人双方对本裁决不服，可以在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会申请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9年6月25日

关于东原.旭辉江山樾3期北5#楼的交房通知
尊敬的东原.旭辉江山樾三期北5栋业主：

您所购买的东原.旭辉江山樾公园13栋经相关职能部门验收合格，已具
备交房条件，现特通过报媒体向您进行交房告知。

集中交付日期：2019年6月29日-2019年6月30日
集中交付时间：09:00-17:00
集中交付地点：公园13栋项目现场（3栋下方商铺内）
请您携带相关资料与证件前往办理。
详询：13883152873

重庆旭原创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4日

遗失悦达四分公司渝AG0618营运证500228006718及卡作废。祥华公司渝BV9307营运证500110040696
遗失。重庆连庆物流有限公司渝A93956营运证500110047786渝BX2135营运证500110071734遗失作
废。重庆籍力物流有限公司渝D89506营运证500110097886遗失作废。重庆华旭物流有限公司渝BR6181
营运证500110014889遗失作废。重庆捷可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U6311营运证500110027268遗失。安
巨公司渝D40611营运证 500110089954遗失。诺成公司渝D92456营运证500110092049遗失。泉益公司
渝BY2569营运证500110054698遗失。捷运公司渝D25023营运证500381017921遗失。遗失重庆稳发
物流有限公司朱文瑜安全证，编号201739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锦佳物流有限公司黄开炯安全证，编号
2017002声明作废。速瑞公司渝D55708营运证500110091588遗失作废。久发长寿分公司渝BM6729
营运证500115035772遗失作废。国壮江津分公司渝D81176营运证500381023035渝D0758挂营运证
500381023037 遗失作废。经叁公司渝BH0752渝 BS9103营运证遗失作废。路港公司渝BR5561营运
证500110014666遗失。骏豪万盛分公司渝BR0505营运证500110011786遗失。安格公司渝D46028营
运证 500110072335 渝 D2817 挂营运证 500110072269 遗失。都发公司渝BR5525营运证500222056642
遗失。创源公司渝BA518挂营运证500110045912遗失作废。

遗失两江新区旭辉装饰设计工作室公章壹枚
（编号5001141112016）财务专用章壹枚（编
号5001141112018）发票专用章壹枚（编号
5001141112017）法人名章 杨丽娟（编号
500114111201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望都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6580159076X）股东研究决
定，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
债务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6.25

●实鑫公司渝A98931营运证500115038344遗失作废●森勃公司渝BZ7999渝AE638挂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煜洋物资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号500222001136遗失注销●佳驰物流公司渝BR2220营运证500110069602遗失作废●吉奥运输有限公司渝BL5375渝BL2722营运证注销●庆通运输有限公司渝BJ8702渝BJ5038营运证注销●遗失重庆久合物流有限公司渝D08246营运证500110097013作废●重庆市双福物流有限公司渝BX1918营运证500115035607遗失作废●重庆润明客运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F1732（500115037567）渝
BF0618（500115024639）渝BF9030（500115027935）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环普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YR6J44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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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美吉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5979872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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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催化剂有限公司
SCR脱硝催化剂煅烧炉技改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1、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的网络链接为：http://www.yuandacm.
com.cn/news/CompanyNews/2019- 05-
30/868.html；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建设
单位“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催化剂有限公
司”（联系电话人：刘先生，联系电话：
62972041）；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边企业
单位及群众；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http://
www.yuandacm.com.cn/news/CompanyNews/
2019-05-30/868.html；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填写公
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致电建设单位、环
评单位；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即日起5
个工作日内。

通知
李会航、邓胜平、苏承良、刘刚、吴朝年、李永钢、杨祖虎、

汪明伦、朱定祥、陈凯峰、宋章伟、邓长华、王宗泽、王浩、
程从伦、刘仁飞、谢米飞、周忠兰、任书明同志：由于你与
我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于 2019 年 5月 31日到期，现
再次通知你于2019年 6月 30日前到重庆长途汽车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江津分公司行政办公室劳资处完善《劳
动合同》续签手续，如未在规定时间内续签的，后果自
负。公司办公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客运中心二楼。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江津分公司 2019年6月25日

●张坤遗失重庆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永川店发票壹张：
发票代码150001621615发票号00345007声明作废●李全明遗失重庆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杨家坪店发票壹
张：发票代码050001700107发票号3837192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柯航
置业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050001800104，发票号码：19267486，价税合
计：5098 元，发票号码：19267485，价税合计：
10776元，特此声明发票联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鸿奇枫餐具消毒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MA6064AG6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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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云德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6580159148N）股东研究
决定，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
权债务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6.25

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潘龙：

本委受理秦祥贵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仲裁裁决书无法送达于你，依照《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渝万盛经开劳人
仲案字〔2018〕第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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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松
林路111号国能天街8号楼3层315室），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开展网络接入服务自主
非招标竞争性谈判活动，项目预计投入资金90万元。
请具有相关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19年7月1
日16:00前携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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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地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税号91500226MA5U4LB10U）
遗失国家税务总局监制开给重庆市万州区农业执法局的增值税
普通发票（第2联）5份（发票代码5000174320，号码05461488、
价税合计20000元，05461489、价税合计17500元；发票代码
050001800104，号码14647808、价税合计9000元，14647807、
价税合计5600元，14647806、价税合计6800元）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经重庆汇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5MA5U8KJW4G）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0万元减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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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射手座学生托管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K6UJ5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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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亿华联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MA5UGQPA2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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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旭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112005330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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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谭远寿水稻种植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08634878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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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万州区谭远凤水稻种植场（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08634875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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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2017年3月16日核发重庆市永川
区艾心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18MA5UE1EM11声明作废

重庆市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重庆皓珲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朱祥兰申请你单位工伤待遇争
议一案，已缺席审理终结。本委经审理依法
作出渝璧劳人仲案字（2019）第 268号裁决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
法律效力，你单位如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
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自本裁决
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方当事人不执行，
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电话：023-85282082
2019年6月25日

遗失李勇保险执业证02005250000080020161101186作废
遗失宋慧保险执业证02005250000080020161101151作废
遗失冉俊祥保险执业证02005250000080020170501946作废
遗失李芳保险执业证00012750000000002019002467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渝万浩泓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6MA5U796B4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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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渝万浩泓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赞英物资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70001187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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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
号为500105000127777 的重庆美澜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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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美澜家具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5日

重 庆 雅 瑶 美 容 美 发 用 品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91500108331699549Y）遗失：空白2008版增值税普通发票
（二联无金额限制版）17份（发票代码5000174320，起止号
码14039894-14039910）、金税盘（编号661555850509）、报
税盘（编号66250505959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庄颜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30000335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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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恩缘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000MA5YPY436U）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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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柒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8MA600T7A3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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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遗失2014年12月9日核发的个体户马江苏（九龙坡
区中梁山鑫通特汽车配件经营部）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500107602222453 声明作废
遗失九龙坡区中梁山鑫通特汽车配件经营部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号320722198103175418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知正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69656433X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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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注销公告：经开县金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2340081213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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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彭水县广达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3062863346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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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遗失 2012.9.18 发丰都县联森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500230000015222作废
遗失丰都县联森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公章一枚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永川区旭一建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YPB58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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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荣昌区桂呈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UC01X5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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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李美容于2017年参加全国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考级别：初
级（士），报考专业：护理学（士），证书
编号07128312，证书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2019年4月18日由重庆香江财富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给郭余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记账联一张，发票代码为：050001800104 发
票号：11557174 金额：36805.35；现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天翊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1月2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和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05MA5YQXC3XE,声明作废。
重庆天翊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朝天门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079906801，编
号 ： 653001508920, 账 号 ：
123909677010706,声明作废。

遗失大足县顺扬商贸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
本渝税字500225572127074声明作废
遗失2011-4-2核发大足县顺扬商贸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5000012677作废
遗失2019年6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石柱土家族自治
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代开)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博辉建
材有限公司开给重庆平湖金龙精密铜管有限公司重庆
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5000164160 发票号码
02152237笫一联金额520092.86元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麦橙裕颂商贸有限公司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500113001282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俊祥皮鞋加工
厂（账号1813010120440000189）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永川支行临江分理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28389101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家秀生安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9MA605PEX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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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宴满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9MA5UMW3J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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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

●遗失声明:重庆三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二级建造师孙灿
执业印章（编号：渝282141549224）已遗失，特此声明。●遗失富力城智汇国际2N4-6F李玉涛装修押金收据0073660作废●遗失重庆优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00108355707152)、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355707152声明作废●遗失李忠勤失业登记证，编号5001121112100002声明作废●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
票1份，代码:5000191130，票号:01343422，声明作废。●重庆多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票发票壹
份，代码:050001800104，票号：44820444,特此声明●西南政法大学廖玉琪学生证学号20170257000117遗失作废●遗失重庆泓盘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7102479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安伦化工产品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
500103577167163)、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577167163)声明作废●遗失张琴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07MA6093NYXM作废●遗失2016.10.11核发的重庆凡川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6786659894声明作废●遗失2018.6.20核发的个体户李金明(渝北区月明酒水经营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5YYL1C4A声明作废●重庆市利铭有害生物防制有限公司遗失永川恒大翡翠华庭项目履约保
证金收据,号码I 0004265金额2千元开具时间2018.1.16特此声明●遗失2009年9月9日核发的重庆英菲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13NA000401X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文勇房屋中介服务有限公司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578968317）声明作废●遗失渝中区曼康美容院（税号92500103MA5U927C0J）
金税盘，编号66162181527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鑫扬置业代理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127157260，声明作废● 遗失2011年3月28日核发的久玖办公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重庆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000500059262声明作废●遗失2017.12.12核发的个体户汤晓东(大渡口区东东餐馆)(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4MA5YPB9K45)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赵福常(税号51022319711108791X)遗失通用手工发票(三联百元版)
25份代码150001620531起止号码08590126-08590150声明作废●万州区龙沙镇易良会宾馆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500101600701189；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1600701189，声明作废●遗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航杨建材商行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00903L84887130，声明作废●重庆骏帆通风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光大银行重庆九龙园区支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39540188000051643核准号J6530070829101声明作废●经营者瞿建云遗失于2017.4.25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5UJ9LU0C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中首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两路口
支行的开户行许可证号为j6530021602502声明作废●重庆市仁流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二级建造师(罗
长江)注册印章：渝204121228188 声明遗失作废。●遗失江北区小红干洗店2018.04.03核发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5MA5XW9NU7L声明作废●遗失樊登强、江娅之女樊若钰2013.6.19在重庆市南岸区学
府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200044作废●夏登红遗失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开具
的安全维稳责任金收据,编号0120103金额3000元,声明作废

●重庆凯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R1092号500108030636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朱建明营业执照副本92500113MA5UA2JC2E声明作废●遗失巴南区建华食品经营部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编号JY15001130015079声明作废●遗失2018年3月6日核发沙坪坝区朱芝霖日用品咨询服务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YRQ4A2K作废●遗失重庆倍安克农资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壹枚，编号 5003817067155声明作废● 重庆市荣昌区名延机械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刻章证明，声明作废●重庆绿色源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江津区浒溪分店《药品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编号：CQ15-CA-20150685遗失，特此声明●遗失2016年8月15日核发重庆市聚茗轩餐饮店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596739817W作废●欧晨曦重庆医师资格证书199950441512226620908467遗失●遗失唐世华营业执照副本500106606276054作废●遗失唐小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500062603作废●遗失黄梓谦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500137880作废●遗失原重庆市荣昌区米之莱婚庆策划部
公章一枚，编号5002263018825作废●遗失云阳县美达建材经营部公章
一枚，编号5002351003279作废●遗失2017.3.21发九龙坡区中梁山天天平价面店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5UFH5F6H作废●遗失北碚区莺源阁火锅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本JY25001090009250作废●曹礼学遗失2017年06月05日核发的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2500107MA5UM7H512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声明：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川区分局遗失重庆市
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编号：005684187号声明作废。●遗失2010.7.29发万州区恒合土家族前芳副
食店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1600444068作废●遗失重庆永畅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8MA5U5G1U6K）发票领购簿作废●遗失2017.2.13发胡霞执照正本92500108MA5UBHJU67作废●遗失周鑫彤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357140作废●遗失北碚区一斗老火锅店2016版增值税普通发票
代码050001700107号码68919201-68919300作废●遗失奉节县甲高镇龙山居委会4组曹清山零星经
营性用地出让办理通知单0000075原件作废●重庆亿隆运输公司綦江分公司渝BL9293营运证正副本遗失作废●遗失张永华优抚证号码004717，声明作废●遗失四川旗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车牌：渝
AZ571P的道路运输证，证号：渝字500108043227声明作废●重庆能泰科技有限公司遗失王东
洋（NT081）工作证，现声明作废。●遗失秦晓铃营业执照副本500106600520752作废●江北区湾仔故市东原饮品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证号JY25001050096257，声明作废●遗失2017.6.28核发的南岸区吉康缘按摩店（隆刚）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5UBNGP2F作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舒兴杰面条加工店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JY15001070196572，声明作废●沙坪坝区嘉浩货运部遗失2017.2.20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UC0FL6Y，声明作废●重庆永雅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招商银行重庆鲁能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84681201账号123910210410902作废●重庆游云厨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商行渝北支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1301010120440006976核准号J6530038005201声明作废

白内障按弱视治疗无效

昨天，重庆一家知名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任刘真
在接受采访时，说到一个他之前手术的案例：一个9岁的
小朋友视力模糊，家长一直以为是弱视，就按照近视来进
行治疗矫正，但治疗效果并不好。为此，家长不得不带着
孩子辗转多家医院，最后查出是后囊下型白内障。

“后囊下型白内障长的位置处于眼睛晶状体比较
深的位置，因此容易漏诊。”刘真解释说，不管什么类
型的白内障，都会造成视力模糊、看不清，大多数家
长一般不会往白内障方面去想，总觉得孩子是近视
或者弱视。

儿童为什么会患白内障

白内障简单地说就是透明的晶体发生混浊，儿童
白内障通常是指在儿童期内罹患的白内障，包括先天
性白内障，婴幼儿白内障，外伤性白内障等，是一组致
盲疾病，严重影响儿童的视力发育，属于难愈性弱视。
刘真告诉记者，儿童患白内障的主要原因有两种，一是
先天性的，另一种是后天原因。

先天性原因：
1、遗传因素，占30%；
2、在母体里感染，母亲怀孕时，前3个月如果感染风

疹病毒或者内分泌失调，也有可能会引起；还有就是后3
个月孕期，如果宫内缺氧，也可能会引起小儿白内障。

3、出生后有缺氧的情况，也可能会引起小儿白内障。
后天原因：
主要是不注意眼睛防护造成外伤引起的。比如玩

铅笔的时候，戳到眼睛，或者被扔过来的书伤到眼睛造
成钝挫伤，都有可能引发白内障、青光眼等

眼部疾病。
陆军军医大学陆军特色医学

中心眼科主任叶剑告诉记者，成
人白内障会导致视力下降，而
儿童白内障可能会影响大脑
和视觉的发育，而且儿童白
内障不是成人的缩小版，有
其独特的解剖学、生理学、
心理学和社会学特点。因
此，儿童白内障比成人白内
障的治疗更加复杂。

白内障并非老年人“专利”眼部外伤会引起儿童白内障

暑假娃娃户外活动多
提醒家长千万别大意

说到白内障，你一定会把它和
老年人联系在一起，但白内障并非
老年人“专利”，小朋友甚至刚出生
的婴儿都有可能患上白内障，有眼
部外伤也会引发白内障。暑期要来
了，孩子们的户外活动或者玩耍的
项目增多，家长应该时刻提高防护
意识，让他们安全用眼、护眼。因此
关于儿童白内障的这些知识，家长
应该了解一下。

保守治疗要看具体情况

儿童白内障，除了手术，能不能保守治疗呢？叶剑表
示，这要看孩子的具体情况，保守的方法常用于单眼的先
天性白内障治疗中，但有的医师也认为双眼先天性白内
障如果其视力优于20/50到20/70的话，也不需要接受手
术治疗。

如果要进行手术，能否同时进行内眼手术和斜视手术
呢？叶剑说，通常不会同时进行。摘除白內障后，外斜症状
可能会改善，所以，在白内障合并斜视的患者中，可能不需
要进行调整眼肌的手术，否则可能会导致过矫。对于长期
稳定且视力不变的斜视患儿，可考虑联合手术，但也最好是
在白内障摘除的另一侧眼进行斜视手术。在肌肉痉挛（像
长期外斜视的外直肌痉挛）情况下，可以在同一眼上施行两
种手术。进行两种手术对于患儿来说，可减少手术和麻醉
次数，加快恢复时间。但同时也存在潜在的感染风险，以及
屈光状态不理想等情况的出现。一般来说，医生会在白内
障手术的伤口完全愈合后，再对患儿进行斜视手术治疗。

户外活动最好佩戴护目镜

刘真告诉记者，因为儿童不配合、无法准确描述病情，
再加上早期症状与近视、弱视类似，不容易区分，所以，小儿
白内障误诊、漏诊率比较高，因此，家长应该特别注意，从细
节中发现端倪。

几个月大的小孩，家长应留意其眼睛注视方面有无异
样，没有问题的话，可遮住小孩一只眼睛，如果小孩出现明
显的哭闹或者烦躁感，就要怀疑小孩视力是否正常，必要
时，到正规医疗机构眼科进行检查。还有就是，小孩已经上
小学或者初中，还爱摔跤，也应该怀疑是不是一只眼睛视力
有问题。

在暑期，户外活动或者游玩项目增多，对于孩子来说，
眼部安全也应该重视起来。首先，应该预防眼外伤，假期到
户外进行活动或者进行球类运动，树枝、石头、篮球等，可能
会损伤眼睛，因此，最好佩戴护目眼镜；其次，不要玩一些类
似竹签、竹竿、铅笔等尖锐物品，更不要将其对准
自己或他人的眼睛；第三，对家长来说，要灌
输孩子爱眼护眼的意识；最后，如果孩子出
现眼外伤，建议尽早到医疗机构就医，
等眼外伤影响到视力再就诊，就可能耽
误最佳治疗时机。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