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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无力走路不稳
肩颈疼痛的病根在这里

家住南岸、今年71岁的柏婆婆没想到，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用左手
重新端起饭碗。“颈部和肩部从2014年开始就出现疼痛，但当时我没在意，
以为就是普遍的老年病，贴几张膏药就好了。”柏婆婆回忆，随着颈肩部的疼痛愈
发剧烈，上肢无力、手指发麻、下肢乏力的症状，让她开始怀疑自己得了颈椎病。

在患病的这5年来，柏婆婆的顽固性颈肩部疼痛一直按照着颈椎病在治疗，
不管是多方就医还是药物内服外贴，都收效甚微，病情每况愈下。“手抬不起来，
别说端碗，就连洗脸帕都拧不了。”柏婆婆说，从今年开始，她连正常的走路、穿
衣、刷牙、洗脸、使用碗筷都成问题。

日常生活被影响令柏婆婆苦不堪言，幸运的是，病情在重医附二院神经外科
有了转机。经诊断，引起柏婆婆肩颈疼痛的并不是颈椎病，而是脑膜瘤在“作
祟”。“患者的颅颈交界区长了一个肿瘤，虽然是良性的，但长在了脑干的腹侧，才
会让她连穿衣、刷牙都成问题。作为人体的生命中枢，脑干管理着呼吸、心跳、血
压、肢体感觉和运动，维持人体的基本生命活动。”附二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谢宗
义介绍说，“脑干病变，轻者会造成偏瘫、吞咽困难等神经功能障碍，重者影响呼
吸心跳甚至昏迷、死亡。况且，柏婆婆的肿瘤还严重压迫和推挤了脑干和上颈段
脊髓。”谢宗义告诉记者，柏婆婆的病情耽搁了几年，如今脑膜瘤被众多神经血管
包绕，手术难度非常大。

手术难如“雕刻”
医生妙手回春助她渡难关

谢宗义明白，患者的肿瘤不能再进一步增大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但要
在神经之间、神经血管之间的缝隙分块切除肿瘤，这个手术危险性很大。谢宗义
坦言，自己从医20年，也是第一次遇见脑膜瘤长在了延髓及颈1脊髓的腹侧，且
与后组颅神经粘连紧密的情况。

手术，刻不容缓；难度，可想而知。“术前，我向患者告知手术风险——这个
手术做下来，可能情况会比现在还要糟糕。瘫痪、呼吸功能障碍都是有可能
的。”执意要手术的柏婆婆坚强地说，“我想拼一把，拼赢了，我就可以过正
常人的生活了。”

患者的配合也给了医生信心，9个小时的手术，谢宗义与神经外科主
任医师程远教授共同完成。谢宗义将这场手术比作雕刻，因为患者延
髓及颈1脊髓受压变薄，向后移位明显，这意味着给予医生的手术空间
极其狭小。好在两人利用娴熟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技巧，最终圆满完成
了手术，肿瘤在全部切除的同时，脑干及重要的神经血管保护完好。术
后，柏婆婆的恢复也十分顺利，顽固的颈肩部疼痛立即消失，手脚有力，能
下床活动了。

医生提醒大家
要警惕所谓的颈椎病

操刀手术的程远教授介绍，枕骨大孔区脑膜瘤是指发生于枕骨大孔四周的
脑膜瘤，其中一半发生于枕骨大孔前缘，其发病率很低，肿瘤呈膨胀性、压迫性生
长，最容易压迫脑干和颈髓、侵犯椎动脉和周围的颅神经。

早期表现为一侧颈部疼痛，但随病情发展，几个月后逐渐出现肢体麻木、运
动障碍，甚至出现严重呼吸困难，危及生命。程远教授表示，枕骨大孔区脑膜瘤
其实是可以通过手术治愈的，术中充分显露肿瘤、精准处理椎动
脉及神经根，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除了脑膜瘤，椎管内肿瘤、血管母细胞肿瘤、胶质瘤等肿瘤都
会引起颈椎疼痛。谢宗义主任提醒，如果病人出现进行性的颈部

疼痛、肢体麻木，一定要去正规医院检查，不要误认为是颈
椎病，以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日常生活中常出现的肩颈疼痛，往
往会被认为是颈椎病，而忽略其他疾
病的可能。近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神经外科接诊收治了一名顽
固性颈肩部疼痛的患者，经医生诊断
后发现，这位按照颈椎病治疗5年却
收效甚微的老人，得的其实是脑膜瘤。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周荞

怪不得患者久治不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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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婚 交 友
征 婚

琴子，女，24岁，高中，未婚，本人年轻漂
亮，身材苗条，性格温柔善良，寻对方1.7米以上
29岁以下形象气质佳，人品好，无不良嗜好，收
入稳定较高的男士。电话：13883968623

重庆港云阳港区三坝溪综合砂石码头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要求，重庆港云阳港区三坝溪综合砂石码头工
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公开下
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
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网络连接：http://www.
eiafans.com/thread-1241298-1-1.html。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到建设单位办公场所查阅环
评报告。联系人：向老师电话：18983550333 地址：重庆
市云阳县青龙街道云江大道233号东城汽车站五楼。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http://www.eiafans.
com/thread-1241298-1-1.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电子邮件：
619803001@qq.com 传真：023-88520456。公众提
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7月9日~2019
年7月22日。

重庆港云阳港区群锦货运码头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
号）要求，重庆港云阳港区群锦货运码头工程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
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网络连接：http://www.eiafans.
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1241294&page=1&extra=#pid4611227。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到建设单位办公场所查阅环评报
告。联系人：姜总 电话：13658231999 地址：重庆市云阳县
黄石镇老屋村14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http://www.eiafans.com/
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1294&page=
1&extra=#pid4611227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电子邮件：124452624@qq.
com。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7月9日~2019
年7月22日。

公告：“重庆黎航至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因为公司名称变
更为“重庆黎航至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声明：重庆黎
航至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
5001127054460）及公章壹枚（编号5001127054459）作
废，并启用新公司财务专用章及公章，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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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制清算公告
根据渝教民发（2018）3号文件，重庆市渝中区

刘诗昆艺术学校从即日起拟非营利办学改制为营
利性办学，将对我校资产进行清算，明确学校从批
准设立之日至2017年8月31期间举办者投入形成
的资产，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自身办学积累的资
产等。现对外公示，接受社会监督。请我校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我校申报债权，如
各债权人逾期未申报债权，产生不利法律后果，由
债权人自行承担。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89号日月光广场
L1层刘诗昆艺术学校。
联系电话：023-63711688 023-63738812

2019年7月12日

改制清算公告
根据渝教民发（2018）3号文件，重庆渝中育人

学校从即日起拟非营利办学改制为营利性办学，
将对我学校资产进行清算，明确本学校从2015年
3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期间举办者投入形成
的资产、自身办学积累的资产等，现对外公示，接
受社会监督。请本学校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30日内向我学校申报债权，逾期申报债权产生不
利法律后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大坪长江二路81号9楼
联系电话：02363820847

2019年7月12日

遗失重庆市卡夕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6月18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000166028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卡夕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10559672086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卡夕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鱼嘴网吧
2013年 3月 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0530003959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沙坪坝区圣西诺科技研发中心（注册号

5001062220039）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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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7月12日

公 告
重庆市黔江区辉宇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龙河

镇后山坪、蒋家坝二个撤并村通畅工程项目已完工交
验，在此声明，凡是该项目涉及的未付的民工工资、材
料款、租赁费等相关事宜的当事人请于登报之日起30
天内与我公司联系，逾期未联系的本公司视其放弃处
理，责任由债权人自行承担。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先
生 办公室电话：023-87860086 2019年7月10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河岸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
称“本专业合作社”）2019年6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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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兴进
兹有重庆川鼎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青岛崴鸿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正本航运提单一式三份。
船名/航次 VALENCE 1330- 025W，集装箱号
TEMU9557158，提单号码SHABUEJ50015，签发
日期MAY-18-2019特此声明作废

企业吸收合并公告
重庆中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翔公司）与杭州立翔装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立翔公司）进行吸收合并，中翔公
司、立翔公司分别召开了股东会议，形成
了合并协议并签订了合并协议。中翔公
司吸收合并立翔公司，中翔公司存续，立
翔公司解散并注销。根据《公司法》和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合并双方的债权债务
均由合并后存续的中翔公司承继，请合
并双方的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凭有效债权凭证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
定时间内行驶上述权利的。吸收合并将
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重庆中翔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立翔装潢有限公司

2019年7月8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中敖镇畜牧兽医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0011145066340X9）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7月12日
起1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2015.12.23发重庆汝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6761320460、公章一
枚 ，编 号 ：5002331001193，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G10500233000201700，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忠县
州屏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7400020170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大足区章云厨具配件
厂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G1350011106527710F、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65277101作废

志彬公司渝BY6733营运证500110054384遗失。聚富公司渝BR8536营运证500110057190遗失。富奥
公司渝D90916营运证500225010882遗失。鑫金公司渝BV8381营运证500110095450遗失。重庆锦耀
物流有限公司渝A05B12营运证500105001574渝B22M97营运证500105006405渝B26M89营运证
500105006407渝A58G10营运证500105002466渝A07G35营运证500105002516渝A80G26营运证
500105002633渝AG759B营运证500105016337遗失注销。重庆金奇龙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D17963营
运证 500113017815 遗失作废 。聚升公司渝 D9076 挂营运证 500110092606 遗失。博捷公司渝
BV1358营运证500110033594遗失。重庆满运物流有限公司李维荣从业资格证51022519770219623X
遗失作废。重庆理念建村有限公司营运证渝D28921遗失。共富公司渝B5A792营运证500110097001
渝AJ969挂营运证500110068186渝BR5526营运证500110014557遗失作废。凯艺公司营运证渝
B0A899遗失作废。重庆科氏运输有限公司渝BT5167营运证500115056948遗失。

重庆手拉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12MA5UMY5672 ）遗失 2016
版增值税普通发票（一联卷式）100份
（发票代码 050001700107，起止号码
21186301-2118640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宽景贸易有限公司2009年8月27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00006506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宽景贸易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00105693912431）、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693912431）声明作废

询价采购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开展防暑物品询价采购
活动，一标段：防暑药品采购，估算年采购费用25万元；
二标段：防暑饮品采购，估算年采购费用10万元。请具
有相关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19年7月17日
16:00前携营业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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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重庆市黔江区辉宇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龙河镇平

远坝撤并村通畅工程项目已完工交验，在此声明，凡是该项
目涉及的未付的民工工资、材料款、租赁费等相关事宜的当
事人请在登报之日起30天内与我公司联系，逾期未联系的
本公司视其放弃处理，责任由债权人自行承担。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先生 办公室电话：023-87860086

2019年7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安卓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6574832471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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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建路安交通设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132779499X5）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减
少950万元，即由10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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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覃先生 联系电话：13101068999特此公告

重庆远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67865100XX 及公章一
枚编码：5001052009783声明作废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卓安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任云乾（碚劳人仲案字〔2019〕第811号）
与你单位因确认劳动关系引起的劳动争议。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
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书与相关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个工作日
内。本委定于2019年10月8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庭
（北碚区缙善路100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公开竞价招租公告
业主单位中轻物产有限公司研究决定，于2019年7月

15日就重庆市南岸区南坪正街66号物业（以下简称“香山大
酒店”）进行公开竞价招租，委托中轻物产重庆有限公司以邀
请特定法人单位与在报纸发布公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香山
大酒店及配套物业公开招租。现邀请有意向的单位及时参
与竞价。凡参与竞价的单位必须接受本次竞价方式及相关
附件合同的条款，提前缴纳竞价保证金60万元整。

租赁面积：大楼1-14楼12467.72平米，以及大楼配套停
车位、门面和设施设备

租赁期限：十年
竞价要求：年租金总价280万起（租金前三年不变，第四年

租金比上年增长5%，此后租金每两年在上年基础上递增5%）；
接收报价时间：2019年8月15日17:00点前
有意向者请联系：徐 先 生 电 话 ：023- 62956080

13908333504进一步了解《公开竞价招租邀请书》和《租赁合
同》条款及相关情况。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峰动广告有限公司2019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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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寿全
减资公告：经重庆康得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A3KY1F）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700万元减少到6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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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花微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5EGP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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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500105MA6026TXX1的重庆幼安
堂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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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幼安堂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祥合城市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MA5U6YRB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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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韵创电子商务有限责任
公 司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代 码
5000183130 号 码 02023891-
02023900 金 税 盘 号 码
661807479882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重庆市千季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232585725364C）经股东会研
究决定注册资金由2000万元减至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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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晴芙医药信息咨询部遗失中国
建设银行银行金科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为：J6530081265901,账号：
5005011027290000016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龙渝秋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671018359H）股东会决
议，公司注册资本从10300万元减少到300万元。根
据《公司法》规定请本公司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45日
内，到本公司办理有关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武隆县宝霖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500232068278789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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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阳周(身份证51021719690115111X)《乡村医生执
业证书》，编号23192501119691401101，声明作废●声明：张涛（510213198308207016）购买恒大林溪郡高层3号楼
1003号购房收据已遗失，编号0150042，金额1万元，声明作废。●重庆浩海广告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5FA054，
2016.4.12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遗失2016年6月22日核发的重庆鲜亮餐馆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094994420L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喜宾汇石磨豆花餐厅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10805776268X，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李石磊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13098419850316003301)、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130984198503160033)声明作废●重庆壹尊科技有限公司(税号50090379803898X)遗失空白通用机打平推
式发票17份代码150001520130号码01499854-0149987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卓上记忆力训练
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睿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00106305115132F）印章备案回执单，声明作废●张吉香建筑起重机司索信号工渝A032011004876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吉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公章刻章证明，声明作废●遗失2013年6月24日核发九龙坡区鑫雄金属锻压
厂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7600112223声明作废●重庆宸宸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印章号
码5002211039659）遗失，登报声明●遗失王赵坤澈《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31813，声明作废。●嘉翌玺重庆网络技术工作室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荣昌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812673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启丰标识有限公司中国银行重庆渝北支行营业部
（账号111620423884）开户许可证J6530034236601，声明作废●利邦物流有限公司渝AJ576挂营运证遗失●屈俊然遗失身份证，签发机关：四川省平昌县，
身份证号码：513723199210121131 声明作废●遗失屈彦宇重庆市住院医药费专用收
据，发票号002079971声明作废● 遗 失 胡 雷 静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
02000150000080002013338438声明作废●田一全遗失从业资格证510224197103010011声明作废●中粮可口可乐饮料（重庆）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份，发票代码：5000191130号码：06131518声明作废

●四川兴网电力设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5001122019864，声明作废●熊巧遗失红星商业开具的嫩绿茶装修保证金收款收据一
张,编号HXSY-2016-0018843,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遗失社保交费单据编号：0049820：姓名：王强，声明作废●遗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峰能建材经营部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510212197108144136声明作废● 遗 失 谢 宇 涵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出 生 证 编 号
G500114253，出生时间2006年12月5日，声明作废●重庆市同萱电脑维修服务部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北
部新区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9924101作废●遗失巴南区双红冰淇淋经营部2016年6月1日颁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13607898028声明作废●遗失杨阳残疾证50010519860627121111B1作废●重庆双玉公司渝BY7501营运证500110062817遗失作废●遗失2013.5.17发唐小刚执照副本500106600483867作废●遗失重庆速珀建材有限公司金税盘661625368049作废●遗失重庆星天隆科技有限公司公章一枚作废●遗失重庆泽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作废●遗失王振邦出生医学证明，编号C500999999作废●遗失吴建出生医学证明，编号500021537作废●遗失2010.7.12发李雪建执照正副本500383600398974作废●承租人：李绍芬遗失重庆市北碚区河嘉村300号10-5号房
屋租约证，碚租字第：0101812号，租约编号：000363作废●遗失2015.10.22发王志执照副本500224606488025作废● 遗 失 北 碚 区 福 雅 多 餐 馆（识 别 号
92500109MA5YMXL51N）发票领购簿作废●遗失2016.12.6发胡兰执照正本92500108MA5U8LB0Y作废●遗失母亲曾垂玉，父亲罗廷华之子罗福浩在璧
山县第二人民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作废●遗失2018.2.28发佘将军执照正副本92500108MA5YRJHL6M作废●遗失重庆万仓食品超市有限公司北碚分公司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JY15001090089435，声明作废●重庆赢锐汽车经纪有限公司遗失华夏银行重庆南岸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5435200001810200028037核准号J65300220955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庄升石油机械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733961604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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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荟同餐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MA600D9X0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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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胧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6MA5YR1X66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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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胧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启趣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YYG01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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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泓泰源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6MA5U6QTW3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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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泓泰源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