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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服 务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

园，水公铁交通枢纽旁标
准厂房11.7米层高，10t行
车，50年出让地，2800元/
平起，可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

023-47633266

重庆华牧富邦食品有限公司清算组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9年 5月 10日，作出（2019）渝

0112清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重庆农投肉食品有限公司对
重庆华牧富邦食品有限公司（简称华牧富邦公司）的强制清算申
请，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2019）渝 0112 强清 4 号决定书，决
定华牧富邦公司清算组由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重庆农投肉食
品有限公司、重庆富邦食品有限公司、周祖彬组成，重庆志和智律
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负责人。现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公告如下：

一、华牧富邦公司的债权人，须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二、华牧富邦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10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三、华牧富邦公司清算义务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和公司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管理人员、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等）
应积极配合清算组进行清算，并承担如下义务：1.妥善保管并移
交所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册、账簿、重要文件等资料；2.
根据人民法院、清算组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人民
法院认为其应当办理的其他事项。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导
致无法清算的，相关义务人应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清算组通讯地址：重庆市渝中区瑞天路56号5号楼11楼
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联系人：冯伟律师13310265464、宋骞律师
13340211088，办公电话023-63763772/63763094。特此公告！
重庆华牧富邦食品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惠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8MA5U6TJT3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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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蜀南气矿
泸203H7平台钻井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各位公众：我公司拟在重庆市荣昌区清江镇分水村建设
泸203H7平台钻井工程。项目属于页岩气开发平台，一台4
井。建设内容包括钻前工程、钻井工程、储层改造工程施工。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等相关文件要求，现对泸203H7平台钻井工程环评进行第
二次公示。公众可登录以下网址查阅项目相关资料，就您关心的
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征 求 意 见 稿 网 址 ：https://pan.baidu.com/s/1duzWVTks- ul-
DO44zYXrLtQ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联系方式：0830-3920553（廖工） 023-68725603（刘工）

公 告
重庆铭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杜长秀向本局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本局已依法受理。
因本局通过特快专递送达的杜长秀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渝
北人社伤险认字〔2019〕1554号）因迁移新址不明被退回。本
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渝北人社伤险认字〔2019〕
1554），认定杜长秀(2019年3月31日13时左右，重庆铭恩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员工杜长秀，在照母山公园参加单位组织的
活动时摔伤)右踝受伤属于工伤。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该
《认定工伤决定书》（渝北人社伤险认字〔2019〕1554），如对本
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重庆
市渝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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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8月7日

吴德君等4户遗失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证号：重规地证荣园区字
（2008）132号、建设项目竣工规划
验收合格证，证号：重规建证荣园
区字（2008）132号声明作废

重庆诚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B3A357营运证500110069354渝B7A598营运证500110069253渝AJ557挂营
运证500110069709遗失作废。车与公司渝D60519营运证500110095177遗失。重庆捷可达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渝BS8872营运证500110084654遗失。煜帛公司渝BS7672营运证遗失作废。瀚霆商贸公司渝BQ8559
营运证遗失作废。宇记公司渝D98965 营运证 500110082728 遗失作废。桦威公司渝BR1735 营运证
500110028209渝BR1702营运证500110028212遗失作废。融亿公司渝BV7082营运证500110099320遗
失作废。速瑞公司渝B5A218营运证500110068836遗失作废。重庆韵超运输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 500223008525 遗失作废。国弘公司渝 BV3386 营运证 500110038851 遗失作废。正天公司渝
C67062营运证500383011560渝C71122营运证500383006723渝C71195营运证500383009139遗失作
废。重庆锦邦物流有限公司渝A03H25车主（李世权：512322197612142156）请于登报之日起3日內到
公司完清相关费用及办理车辆年审手续，逾期未完善将按报废处理此车，后果自负。

遗失重庆商业储运公司2区1
厅76号摊位保证金叁仠元整收
据1张，发票号0027982，姓名
何德珍，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珂发门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U867X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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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渝北区陈祥燕建材经
营部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空港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30072348101），声明作废。

沁芳园农转非安置房项目
景观布局图修改公示的公告

沁芳园项目位于南岸区新盛路1
号，建设单位是重庆汇鹏实业有限公
司。目前，重庆汇鹏实业有限公司申请
对该项目进行竣工核实，为了小区布局
更加美观合理，对景观布局、体育设施、
大门出入口位置调整优化进行公示。
公示地点：沁芳园小区大门口
公示时间：2019年8月8日至2019年8月14日
联 系 人：程 媛
联系电话：62605118

重庆汇鹏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8月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大足区跃进煤业集团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5781551939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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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旭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070000406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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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通知
重庆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员工陈鹏，因你连续旷工未

到公司报到上班，我公司已于2019年7月16日对你解除劳
动合同关系，请于2019年8月31日前回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并向劳动就业部门申领失业金，逾期不办理，一切后果自负。

重庆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19年8月6日

遗失重庆趣乐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账 号 310009500920002669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梁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530072050401作废

寻亲启事
无名氏、男，173厘米，推断年龄20-50岁，

2019年8月5日11时，在重庆市渝中区洪崖洞江
边，发现浮尸。上身赤裸，下身外穿蓝色牛仔裤，内
穿暗红色平角内裤，腰系黑色皮带。无其它随身物
品。尸体高度腐败呈巨人观，尸体完整，推断死亡
时间2019年8月1日左右。现尸体存放江南殡仪
馆。现登报寻其他亲友。见报后我们将按相关程
序处理尸体，请亲友及知情人速与朝天门街道联
系，联系人胡老师，联系电话02363939513
关于解除张富盼试用期劳动合同的通告
张富盼：你在中渝慧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我司）试
用期内，因1、不能胜任工作；2、不能按时完成本职工作及
完成的工作质量不符合该职位的通常行业标准。故我司于
2019年7月31日下发《张富盼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请你在3日内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张富盼如今不再是我司员工，该员工在外开展任何工作或
业务与我司无关，同时，我司也不再承担其相关责任。因该
员工离职后恶意造成公司利益和声誉损失的行为，我司将
以合法手段追究其法律责任。 特此通告！

中渝慧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8月6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犇鑫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65936599183）股东会研究决定，
将公司注册资本由5088万元减少至300万元。请
债权人自减资公告之日起45日内，持有效证件到
公司办理相关法律手续。2019年8月7日
通告：由我司承建的悦来张家溪大桥伸缩缝更
换项目工程已竣工验收。公司成立了清算小
组，请债权人于本公司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清
算小组申报债权。联系人：吴小东，联系电话：
15023276809，重庆泰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经奉节县蜀东门脐橙种植股份合作社（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6673364204E）成员大会决定，
现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至1万元整。根据《农民
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到本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房屋招租

重庆西部公交渝中区五一路99号二单元10-2＃、10-3
＃、10-4＃、10-5＃、13-4＃、18-4＃、18-5＃共7间写
字楼（面积 931.44 平方米）整体招租，招租底价合计
80.964 万元/年，第二年起逐年递增4%，免租期5个月。
报名时间：登报之日起至8月14日17:00时截止
联 系 人：何老师 联系电话：68811038
地 址：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66号

●遗失2011年8月30日核发的重庆市奥米格服装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2112102，声明作废●遗失2008年11月11日核发的重庆市枫叶家具销售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12107143，声明作废
渝北区聚鑫汽车配件加工厂遗失：
华夏银行重庆渝北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 11264000000546913 核
准 号 J6530077590001 )、密 码
器，U盾，声明作废
重庆市双桥区顺伦建材经营部遗失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桥支行开户许可证
（ 账 号 4901010120440001054， 核 准 号
J6530030576901）及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代 码
G1350011103057690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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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MA5UHJHC49的重庆融
惠鑫商贸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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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融惠鑫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8月7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泰桦伟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3MA5YQT6U1U）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少到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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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泰伟飞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
8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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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增丽
声明：重庆恒艺通精密电子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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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6530044913401，帐号：
11023749408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秉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41MA5YUAPH6B）股东会决议，公
司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减至1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定请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办理有关手续。2019年8月7日

紧急通知
重庆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员工蒋一鹏，因你连续旷工

未到公司报到上班，我公司已于2019年7月22日对你解除
劳动合同关系，请于2019年8月31日前回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
向劳动就业部门申领失业金，逾期不办理，一切后果自负。

重庆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19年8月6日

遗失2016年3月18日核发北碚区东泰模具
修理厂营业执照副本500109607347972作废
遗失北碚区东泰模具修理厂税务登记证副本
44132219720601231401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太阳宏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55685619R）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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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唯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7MA5YREJU93）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少到8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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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施邑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05398002A)股东会研究决定，将公司注册资
本由527万元减至301万元，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
日起45日内，持有效证件到公司办理相关法律手续。

2019年8月7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天瑞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7530533265）股东会研究决
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4108万元减少至1108万
元。请债权人自减资公告之日起45日内，持有效
证件到公司办理相关法律手续。2019年8月7日
注销公告：重庆茂进全物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MA5UFLLT3H)经股东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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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

●遗失个体工商户黄纪现2017年08月3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5UT6YUXY声明作废●上航物流公司渝BR0576营运证500110038300遗失作废●实鑫公司渝BT0376营运证500115059573遗失作废●纳税人名称张凤琴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510226197111239169声明作废；●遗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熊川通讯器材经营部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00903L8266153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天照富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2018.10.18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5814537441声明作废●徐朝均遗失《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编号
23301202119821411102，声明作废

●重庆趣库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农行重庆江北嘴支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31052001040001625核准号J65300800005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缔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7.7.24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Q9X50Y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安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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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何
浩 毕克勤 摄影报道）你也许不知道，垃圾等
废弃物还能变成手中的乐器，奏出悦耳之音。
作为“筑梦大石化·2019大石化国际创意文化
节”20余场创意活动之一，爱丁堡戏剧节获奖
剧目《JunNK破铜烂铁》昨天首登重庆，在渝中
区龙湖时代天街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全新的视听
盛宴，用废弃的啤酒瓶、拖鞋、空汽油桶、扫把等
现场演奏音乐，嗨翻全场。

昨天上午11点在时代天街，4位来自英国
JunNk剧团的年轻演员为重庆市民带来了精
彩的演出。他们首先来了段阿卡贝拉（无伴奏
合唱）暖场，然后用拖鞋做鼓槌，啤酒瓶做口琴，
拖把做话筒开始了他们的演唱。他们能歌善

“武”，能唱会跳，关键还会演，任何“破铜烂铁”
到他们手里都是发声的乐器。这场音乐喜剧秀
让现场的观众大呼过瘾。

“这是破铜烂铁乐队中国巡演首次登陆重
庆，下一站他们还要去涪陵。”现场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4位年轻演员几乎都是“90后”，乐
队通过对垃圾场中常见废弃物的再利用，把演
唱、打击乐和喜剧元素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全
新的音乐与喜剧相结合的新颖剧目形式。

废弃物怎么能演奏出有趣的音乐呢？该负
责人解释，比如用作吹奏的啤酒瓶，他们通过装
有不同的水量形成不同的声部，水管、汽油桶通
过不同位置的开孔和开孔的大小形成高低音。

“它的魅力在于把迷人的打击乐和普通废水管
发出的朗朗上口的旋律相结合，除此之外剧中
还加入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音乐片段。”

现场，4位演员将杂技、极限运动、打击乐、
阿卡贝拉等多种表现形式融合在表演里，视觉
感受新奇，笑声满场。还有多种形式的互动，带
领观众共同打响手中的乐器，感受节奏，控制节
奏，享受节奏的乐趣，时时处处都是即兴表演。

记者了解到，爱丁堡戏剧节先锋戏剧奖获
奖剧目《JunNK破铜烂铁》是从2016年133部
先锋戏剧中脱颖而出的，受到了评委和观众们
的一致喜爱，被称为悦耳的“噪音”。

破铜烂铁

音

▲邀请观众吹瓶子

▲组装乐器

▲像清洁公司搬家

◀嗨

◀刷音乐

▼奇特美
妙的声音

▲一堆空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