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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区妇联送培训进社区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
员 康思嘉）为进一步提升妇女的技能技
术和创业就业能力，日前，璧山区妇联“正
则绣娘”培训和“巴渝网姐”培训走进璧泉
街道观音社区。

在培训大会上，璧山区妇联副主席汪
国琴表示，实施“巴渝网姐”育苗计划和

“正则绣娘”培训，其目的在于推出灵活的
“居家就业”模式，通过免费教授妇女刺绣
技术，并将其绣品在电商平台销售，增加
家庭收入；鼓励妇女姐妹开办“巴渝网姐”
网店、网点，积极培育一批电商巾帼致富
带头人。“巴渝网姐”巾帼致富带头人吴英
和正则绣传承人陈琦为妇女们现场培训，
手把手教学。通过本次培训，各位学员对
刺绣和电商微商经营有了更加深入直观
的认识，同时也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
坚定了创业信心。

新婚没多久婆婆就拉我搞投资

这“婆媳店”
我该不该开

26岁的杨丽（化
名）最近刚刚新婚，
没想到一结完婚就
遇到了难题——婆
子妈来拉自己投资
做生意，这钱到底该
不该投，实在让她觉
得为难。

婆婆找儿媳投资面馆

杨丽目前在杨家坪万象城一家美食店工作，今年3月份她和老
公才结婚，领了证还没来得及办婚礼。上周六，她跟着老公到婆子
妈家吃饭，趁着吃饭的机会，婆子妈就告诉她，自己最近打算在小
区附近开一家小面馆，“加盟费要十万，目前还差五万多，你也投
点钱，就当我们两个人共同投资。”

对于婆子妈的投资邀约，杨丽当时并没有答应，谎称自己的
存款都在妈妈那里保管，需要回家跟妈妈说一下。

这钱到底投还是不投

杨丽说从婆子妈家里出来后，她就对老公张先生发了一顿脾
气。原来杨丽有一笔五万存款的事，她只告诉过老公张先生，现在
婆子妈来找她要钱，张口就是五万，很明显是张先生告诉她的。

这笔钱到底投不投也让杨丽觉得很为难，她跟婆子妈并不熟，
从跟男友交往到现在，见面的次数十个指头都数得完，婆子妈说的
投资她完全没有打算。但是如果不投，好像又说不过去，毕竟以后
都是一家人，她担心跟婆家搞不好关系。

妻子反应让老公失望

昨天下午，记者联系上了杨丽的老公张先生，他表示妈妈拉媳
妇一起搞投资做生意，其实就是想一起赚钱，这是好意，但是妻子的
反应却让他觉得很失望。

“感觉她对我们一家很防备。”张先生说因为自己透露了妻子存
款的事，妻子回家就跟他吵架，她的顾虑也跟他说了，这些顾虑让张
先生觉得妻子好像认为他们一家人都在编她的钱。“说实话当时挺
生气的。”张先生坦言。

对象父母找你借钱
这事你怎么办

正方

林娟（26岁 物流相关）：我的婆子妈就是这样编了
我几万走，后来离婚了都没还我。

王亦文（28岁 销售）：现在不借最多就是不近人情，
借了遇上乱七八糟的事，烦恼更多。

反方

罗琳（27岁 会计）：一起投资还好吧，
你也可以参与管理，说不定真的可以赚

钱呢。
张斌（28 岁 司机）：反过

来 想 ，婆 子 妈 不 是 出 的 钱 更 多
吗，也别总想着人家是为了占便

宜吧。

专家解读

坦诚沟通 相互理解

重庆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周小燕认为，杨丽和
丈夫应该坦诚沟通、相互理解。婆子妈找自己借
钱，5万元又是儿媳所有的存款，按理说，这部分钱
应该由杨丽两口子共同支配。这件事情做得不对的
是杨丽老公，小两口的共同财产，应该由夫妻俩自己
做主，他却将妻子的想法私下暴露给母亲，让母亲过
度解读，误解妻子。

妻子其实是好意，是保护小两口小家庭的共同财
产，不愿给丈夫母亲投资可以理解。事情已经发生，杨
丽丈夫必须坚定立场，站在妻子这边，同时要做好母亲的
情绪安抚工作，以后在婚姻中，一定要避免当妻子和母亲
之间的传声筒，在尽孝的同时也要保护小家庭的隐私，避免
再让自己成为风波的发起者。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龙玉玲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郭欣欣）7月5日，首届中国智慧城市
大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大赛初赛结束，大赛
50强新鲜出炉。据统计，本届大赛共有
211支团队报名参赛，报名人数1566人，
参赛选手涵盖世界范围内50所高校及创
新团队。

6月12日，首届中国智慧城市大数据
开放创新应用大赛启动仪式在中国工业
设计研究院西南中心举行，本届大赛以

“数纳百川、智慧无限”为主题，在成果应
用上，将最大限度开放数据，促成大赛、大
数据平台及相关产业基地相辅相成与相
互转化。作为2019智博会重要赛事，重
庆市政府、部委领导和各参赛单位高度盛
赞本次大赛模式先进新颖，具有较高的立
意，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

本届大赛突出品牌效应国家化、赛事
规模国际化、赛事模式标准化、赛事数据

覆盖广四大特色亮点。大赛由国家信息
中心指导，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组委
会主办，将联合D++数字中国创新大赛，
共建国家级品牌形象。大赛还提供包括
文化旅游类、交通运输类以及民生经济类
数据集，面向欧洲、美洲和亚洲三大国际
赛区开赛。据了解，本次大赛参赛选手涵
盖世界范围内50所高校及创新团队，其
中包括新加坡国立、美国南加州大学、英
国曼彻斯特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
学、中国科学院等国内外一流知名院校。
目前，初赛已经结束，50强选手正蓄势待
发，共同争夺数据最强大脑。

首届中国智慧城市大数据开放创新
应用大赛在基于传统媒体宣传的基础
上，结合新媒体和视频平台进行精准投
放。重庆电视台《重庆新闻联播》报道本
次大赛；《重庆商报》《重庆晨报》《重庆晚

报》《九龙报》等重庆主流报纸媒体刊发
多条大赛原创稿件；智博会官网、中新
社、大渝网、新华网、网易新闻、新浪网、
搜狐网等全国知名门户网站刊发大赛信
息20余条，转发量超15万次，点击量超
60万次。

同时，腾讯新闻、今日头条、东方头
条、上游新闻APP、重庆高新区微信公众
号号、重庆科技金融服务微信公众号、中
工研院西南中心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
台跟踪式报道宣传本次大赛推进近况。
为更加精准地宣传大赛，生动形象展现出
大赛特色亮点，大赛组委会制作短视频、
电子海报投放在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
百度BES、科大讯飞、芒果TV、知乎、暴
风、百度信息流、广点通、WiFi万能钥匙、
360MAX等平台，曝光总量2382635次、
点击39547次，地域涵盖国内多所院所、
互联网产业园和创新创业基地。

首届中国智慧城市大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大赛50强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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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凌众物流有限公司渝F3799挂 运营
证号500101025895遗失，声明作废●顺庆公司渝 BB9662（500115054679）、渝 BF5223
（500115058289）、渝 BF1527（500115051272）、渝
BF6035（500115055903）营运证遗失作废

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决定书
江社举稽决〔2019〕第96号

深圳利信快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根据举报，2019年5月17日对你（单位）执行社会保险有关
政策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稽核结果及有关决定如下：
一、现查明：你单位与尹腾飞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为其申
报缴纳2016年11月至2019年01月期间养老保险。
二、根据《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决定给
予你（单位）以下处理：你单位须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5个
工作日内提交相关材料及社会保险稽核决定书复印件到江北区
社会保险局申报补缴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本决定的，将依据
《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六条、十八条规定处理。

重庆市江北区社会保险局 2019年7月11日

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决定书
江社举稽决〔2019〕第95号

深圳利信快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根据举报，2019年5月17日对你（单位）执行社会保险有关
政策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稽核结果及有关决定如下：
一、现查明：你单位与袁中琴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为其申
报缴纳2018年05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养老保险。
二、根据《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决定给
予你（单位）以下处理：你单位须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5个
工作日内提交相关材料及社会保险稽核决定书复印件到江
北区社会保险局申报补缴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本决定的，将
依据《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六条、十八条规定处理。

重庆市江北区社会保险局 2019年7月11日
重庆圾宝塑业科技有限公司（税号91500111MA5UPHABXT）
遗失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大足区税务局（代开 11）代开给重
庆哲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7552033476C）的
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1份（发票代码050001800105，号
码04227659、价税合计29993.6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松堡王国不慎将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
管理有限公司重庆永川分公司出具的收据，编号
为：SK-1611020209,金额5000元（大写：伍仟元
整）的装修保证金收据丢失，特此声明作废，由此
引发的经济纠纷与红星美凯龙永川商场无关。

遗失重庆市开州区福全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开具给开县南门镇芙蓉村村民委
员 会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代 码
5000171320号码011316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L- 2031（萨 米 特）遗 失 居 然 之 家 销 售 合 同 23 份（2015445881、
2015445662、2015445664、2015445668、2015445813、2015445815、
2015445823、2015445824、2015445827、2015445828、2015445832、
2015445871、2015445872、2015445873、2015445875、2015445876、
2015445879、2015445880、2015445882、2015445883、2015445884、
2015445885、2015445887），交款凭证23份（1014917404、1014917402、
1014917399、1014917390、1014917389、1014917386、1014917385、
1014917384、1014917381、1014917380、1014917378、1014917377、
1014917376、1014917353、1014917352、1014917351、1014917342、
1014917338、1014917336、1014917330、1014917329、1014917328、
1014917326）。声明作废，遗失的销售合同和交款凭证所产生的任何纠纷
与居然之家无关，所有责任由萨米特品牌商家自行承担。

减资公告：经丰都县拓旭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686202757X)股东会决定，现
将原注册资本由4000万元减少至1000万元。根据《公
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19年7月11日

遗失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电子税务局代开重庆增
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代码5000183160，
号码00352138，价税合计177140元，收款方：潼
南区杜天创电脑经营部，付款方：重庆市潼南区传
媒（集团）有限公司，特此声明
遗失中龙茂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税号
913607006859563469）开具给重庆
北部新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的增值税
普通发票1份（发票代码3600162320，
号码03860931）特此声明
江北区卓凡办公用品经营部（纳税识别号：
500105600214795）遗失通用手工发票（三
联 百 元 版 ） 50 份 ，发 票 代 码
150001420531，发票起始号码01062726 发
票终止号码01062775 ，声明作废

重庆正恩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税号500903060525837）遗失税务机关
代开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三联无金额限
制版）1份（发票代码150001320230，号
码01997831）声明作废

攀中伊红金属制品(重庆)有限责任公司遗失重
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编号:0083566，项
目名称：攀中伊红金属制品（重庆）有限责任公
司三期工程智能激光拼焊项目，项目代码：
2018-500112-36-03-038849声明作废

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决定书
江社举稽决〔2019〕第99号

深圳利信快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根据举报，2019年5月17日对你（单位）执行社会保险有关政策
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稽核结果及有关决定如下：
一、现查明：你单位与丁磊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为其申报缴纳
2017年05月至2018年02月期间养老保险。
二、根据《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决定给予你
（单位）以下处理：你单位须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提交相关材料及社会保险稽核决定书复印件到江北区社会保险
局申报补缴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本决定的，将依据《重庆市社
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六条、十八条规定处理。

重庆市江北区社会保险局 2019年7月11日
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决定书
江社举稽决〔2019〕第98号

深圳利信快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根据举报，2019年5月17日对你（单位）执行社会保险有关政策
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稽核结果及有关决定如下：
一、现查明：你单位与刘成波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为其申报缴
纳2016年09月至2017年03月期间养老保险。
二、根据《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决定给予你
（单位）以下处理：你单位须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提交相关材料及社会保险稽核决定书复印件到江北区社会保险
局申报补缴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本决定的，将依据《重庆市社
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六条、十八条规定处理。

重庆市江北区社会保险局 2019年7月11日
公告:以下车辆因脱保脱审，多次联系不上，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现申请注销以下车辆：重庆市綦江区皓然运输有限公司：渝
BL5235渝BL7198渝BL6587渝BL7600渝BN9697渝BN9270
渝BN9685渝BJ2057；重庆锦添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V6259。●公运长寿分公司渝B6908挂营运证500115058254遗失作废

重庆市大足区万兴砂厂砂岩矿山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重庆市大足区万兴砂厂委托重庆智力环境开发策划咨询有
限公司编制的《重庆市大足区万兴砂厂砂岩矿山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现将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和公众意见表下载
链接：http://www.eiafans.com/forum-64-1.html（如需
纸质版请致电索取）。
二、征求意见的范围：可能受项目影响或关心项目的所有公众。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意见
表并填写意见，或电话向建设单位实名反馈相关意见。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7月9日~2019年7月23日。
五、联系方式：建设单位：曾小娟 125487896@qq.com
电话：15823891862
环评单位：邓工 81909743@qq.com 电话：023-68718117

重庆市大足区万兴砂厂

大江东阳公司新增废塑料造粒及搪塑发泡生
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重庆大江东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市环境保护工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编制的《大江东阳公司新增废塑料造粒及搪塑发泡生产线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特公开以下信息，征求相
关公众意见。本项目年造粒360t和年搪塑发泡32万件汽车内饰件。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全文公示本可链接环评爱好者网（http://
www.eiafans.com/thread-1241469-1-1.html）进行网上查阅。纸
质文件可于重庆大江东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厂区门卫室查阅。公众
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eiafans.com/thread-1241469-
1-1.html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时间为2019年7月10日至7月24日。
公众意见提供方式：
电话：023-67636718 E-mail：252262995@qq.com 联系人：涂佳

重庆大江东阳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遗失荣昌县旺达养殖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226NA000325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荣昌县旺达养殖专业合作社（注
册号500226NA000325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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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青之创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31MA60C3EQ3Q）股东决
定，现将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减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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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2014.7.10发重庆金熹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50011200187083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金熹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12001870830）经公司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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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金熹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7月11日

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决定书
江社举稽决〔2019〕第93号

深圳利信快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根据举报，2019年5月17日对你（单位）执行社会保险有关
政策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稽核结果及有关决定如下：
一、现查明：你单位与唐丽娜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为其申
报缴纳2017年07月至2018年02月期间养老保险。
二、根据《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决定给予
你（单位）以下处理：你单位须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
日内提交相关材料及社会保险稽核决定书复印件到江北区社
会保险局申报补缴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本决定的，将依据
《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六条、十八条规定处理。

重庆市江北区社会保险局 2019年7月11日

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决定书
江社举稽决〔2019〕第94号

深圳利信快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根据举报，2019年5月17日对你（单位）执行社会保险有关
政策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稽核结果及有关决定如下：
一、现查明：你单位与邬绣荭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为其申
报缴纳2018年06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养老保险。
二、根据《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决定给
予你（单位）以下处理：你单位须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
作日内提交相关材料及社会保险稽核决定书复印件到江北区社
会保险局申报补缴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本决定的，将依据《重
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六条、十八条规定处理。

重庆市江北区社会保险局 2019年7月11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綦江区唐冠均贵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MA60AN7U53）股东会决
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36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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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灵珏肉羊养殖专业合作社（以
下简称“本专业合作社”）2019年6月26日全体成员决定，本专
业合作社决定解散，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四十三条之规定，
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专业合作社申
报债权，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杨明江
重庆钱聚科技有限公司（税号91500222MA5UG8EQ4D）遗
失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綦江区税务局（代开02）代开给青岛迅隆
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税号91370212MA3C28JU2H）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第四联）1份（发票代码5000183160，号码
00572515、价税合计20258元）特此声明
国弘公司渝A95199营运证500110054299遗失作废。重
庆 奔 峰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道 路 运 输 经 营 许 可 证
500110009560遗失作废。重庆科氏运输有限公司万盛
分公司渝B5A155营运证500110095618遗失。金堆公
司渝B7816挂营运证500110013957遗失作废。

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决定书
江社举稽决〔2019〕第92号

深圳利信快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根据举报，2019年5月17日对你（单位）执行社会保险有关
政策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稽核结果及有关决定如下：
一、现查明：你单位与曾琴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为其申报
缴纳2016年04月至2017年01月期间养老保险。
二、根据《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决定给
予你（单位）以下处理：你单位须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5个
工作日内提交相关材料及社会保险稽核决定书复印件到江
北区社会保险局申报补缴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本决定的，将
依据《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六条、十八条规定处理。

重庆市江北区社会保险局 2019年7月11日
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决定书
江社举稽决〔2019〕第100号

深圳利信快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根据举报，2019年5月17日对你（单位）执行社会保险有关
政策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稽核结果及有关决定如下：
一、现查明：你单位与钟相敏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为其申
报缴纳2016年02月至2016年10月期间养老保险。
二、根据《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决定给
予你（单位）以下处理：你单位须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5个
工作日内提交相关材料及社会保险稽核决定书复印件到江
北区社会保险局申报补缴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本决定的，将
依据《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六条、十八条规定处理。

重庆市江北区社会保险局 2019年7月11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敏福商贸有限公司2019年6
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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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邦敏
注销公告：经重庆链镭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3MA5U8E8G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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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
遗 失 重 庆 市 北 碚 区 志 和 机 械 厂（ 税 号
91500109MA5U448073）开具给重庆大江动力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税号915002277562455181）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第2联、第3联）1份（发票代码
5000184130，号码05124172）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剑辉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长寿分公司
渝BD2352营运证号500115042056，声明作废
公告：重庆广泰运输有限公司以下车辆：渝
GB3030从即日起灭失注销作废。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沃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车牌为渝AU238A的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8032976号，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凯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税控
盘，盘号49992417385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潼南区东海进明电子商务
商城金税盘，盘号44-66172807518作废●遗失希杰福味园（重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JY25001060070366作废●遗失重庆三至隆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编号5001127105035作废●遗失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永川销售分公司花
桥加油站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JY15001180049012作废●崔毅遗失新鸥鹏地产集团房屋销售专用收据
1张（票号：00074242金额290914元）作废●遗失王维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代开）代码
050001900105号码03199274、0319928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帝友电器有限公司公章，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行车道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车牌：渝AC805K
的道路运输证，证号：渝字50010603373声明作废。●遗失声明：重庆言信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财务章、发票章各壹枚，声明作废●遗失王文杰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证书编号：00325232 ，声明作废●重庆桥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团香
世纪生态园工程项目部公章声明作废●重庆市南岸区志雅花木专业合作社遗失2009.7.2发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渝南500108NA000338X作废●遗失重庆市年代电器有限公司（识别号915001066862145390）
税控盘一个，盘号 499906255056 ，声明作废●重庆江顺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企业
法人江涛安全证2017372号遗失作废●声明：本人李雯遗失恒大御都会A组团2栋103收
据，编号ydhi0018598，金额18486.03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同萱电脑维修服务部 2013 年 6月 6日核发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00903200002781作废●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标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工行石柱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3100019309200056287核准号J687100056550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千凡母婴用品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蓝迪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00106503001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江北区泰重起重设备销售部税务
登记证，税号50010576590104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长寿区李稻杨农业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5MA602AY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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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国家税务局重庆市电子税务代开给重庆市通达自
控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两张，发
票代码：050001900105,发票号码：02878624,金额：
16684.52; 发 票 代 码 ：050001900105, 发 票 号 码 ：
03203701,金额：6412.5元，声明作废

公告
由重庆市垫江市政建筑有限公司承建的沙坪坝区

回龙坝镇大桥村杨河湾排洪渠新建工程已全面竣工，
凡涉及该项目施工建设的所有债权债务（含人工工
资、材料费，设施设备租赁等所有费用），请于本公告
公示之日起三十五个工作日内，到我公司办理结算全
部债权债务。逾期者，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联系人：审监部
联系电话：85659198 18696918585 18896079947
重庆市垫江市政建筑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1日

遗 失 公 告
www.023yuan.com 美的缘12年68067355

征 婚 交 友

●遗失渝北区安卓电线经营部（税号92500112MA5UN74R45）
金税盘，编号 661611138306，声明作废●遗失2018.5.11核发个体户谭小勇(渝北区环澳广告设计工作室)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5XYT9839声明作废●遗失2017.6.15核发的重庆启盛鸿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N0P752声明作废●遗失2013年5月27日核发的个体户房能亮(重庆市渝中区恒一
日用品商行)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3600462256声明作废●重庆加元商贸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北环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J6530030718201声明作废。●遗失2015.6.5核发个体户张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财火锅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1605678049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中梧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遗失2017.6.28核发个体户冉顺波(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景店铲铲菜馆)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40MA5UNTX401作废●遗失重庆大子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税务登记
证副本，税号500112304822257，声明作废●罗华琼建筑起重机械司机操作证渝A042018036511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市大渡口区惠丰大药房印章证明●李永红车牌号：渝AUM376交强险保单遗失，单
号：885072018500106889505，特此声明●厚康医药九龙坡区杨家坪鑫胜便民药房遗失公章:编号
500107606296704;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07606296704,作废●贺妮馨（身份证：500101199401133543）失业证遗失作废●重庆利安国际旅行社东湖南路门市部遗失：团队出境旅游
合同：0001500，0001501，0001502，0001503四份，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亿望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公章，财务章各壹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江津区鑫帅鱼养殖场发票专用章
壹枚，编号 5003817020108 声明作废●遗失奥司苏豪(重庆)置业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6月7
日开给邓拓履约，保证金6255元，票号0009653声明作废●胡林英遗失居然之家交款凭证1份。编码号:1016864927作废●遗失重庆市乾安货物运输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副本，编号50023108385 ，声明作废。●黎杰于2019年7月9日遗失身份证证件,证
号510223197806288515,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地 茂 园 林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9150011278155569XR）金税盘661554275944，声明作废。●遗失江北区晴千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JY25001050129068，声明作废。●谢彪建筑起重机械司机渝A042013022206遗失作废●重庆沁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工行重庆茶园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3100030109100076053核准号J6530062199902声明作废●遗失谢冬营业执照正本92500113MA5YY0YGXE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三十八度科技有限公司手写百元版发票25份，代
码:150001120531，号码:12664376-126644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李顺林遗失中级工程师证，专
业建筑，编号01100110047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旺种子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773656495XL）
金税盘，编号 66183514860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泰景达商贸有限公司国地税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0833954521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深圳市新时代美业教育有限公司重庆南岸区分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8DK262）的总公司深
圳市新时代美业教育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本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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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

遗失2017.12.1核发的重庆粹之居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RWW1XW声明作废
遗失2018.1.29核发的重庆纽尔泊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YR0NJ6K 声明作废
遗失沙坪坝张明金中西医结合诊
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PYD60343- 550010617D2132）
公 章（5001068132113）财 务 章
（500106813211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崯挥物资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3810073915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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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