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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区人民政府李家沱街道棚户区改造工作指挥部
“环球时代广场”6栋、7栋、8栋交接房通告

各位被征收户：
李家沱“环球时代广场”6栋、7栋、8栋安置房已竣工验收备案，符合

交房条件。指挥部决定，2019年10月9日-2019年10月10日集中办理交
接房手续。请在“环球时代广场”6栋、7栋、8栋选房的各位被征收户见此通
告后，带上身份证及《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原件等有效证件，前往环球
时代广场（凯德西路72号），办理接房手续。2019年11月起，指挥部将停
止发放过渡费。请各位被征收户相互转告。 特此通告。

二○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遗失声明
本人陈双全，身份证号码：51090219690729887X ，购买
黎香湖春天里一期11-1-202号房，现税费、定金及房款
收据(票据号：CQLXH583、CQLXH572、CQLXH584 ，
票 据 金 额 ￥ ：16135.84、10000、109438 验 证 码 ：
626be31f-eda3-49d2-ab7f-7b1c46da5a06、1e68d195-
0e0a- 4d2f- a6b3- 41bba1a6a554、ea730eb7- c95a-
48a5-9c54-68699ff41f71 ),票据遗失，特声明作废，由
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本人自行承担。特此声明。

公 告
“俊豪•圣玺府”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

“俊豪•圣玺府”项目位于大足区棠香街
道红星社区7组、智凤街道田坝社区5组，由
重庆沣茂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现重庆沣
茂置业有限公司向我局提出申请对“俊豪•
圣玺府”项目方案二期局部调整。现拟将调
整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19年9月30
日至2019年10月8日，公示地点为“俊豪•
圣玺府”项目售房部、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 网 站（http://www.dazu.gov.cn/gtfg）,
请该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相互转告。

若各位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
容无重大异议，公示结束后我局将依法按程
序对该调整办理相关规划手续。
特此通告

联 系 人：李老师 孙老师
联系电话：43353505 43394705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9月30日

注销公告：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綦江分公
司渝BE3139渝BJ5397渝BJ0563渝BJ0637在登
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国家税费、保险费和车
辆手续费。若逾期未完善相关手续按规定特向綦
江车管所申请牌证公告作废。同时营运证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第五
分公司渝AN6783渝AN2682在登报之日起3
日内到公司交清国家税费、保险费和车辆手续
费。若逾期未完善相关手续按规定特向第五分公
司车管所申请牌证公告作废。同时营运证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分公
司渝AN3653渝B3738挂渝AN6161渝A00227在
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国家税费、保险费和车
辆手续费。若逾期未完善相关手续按规定特向第七分
公司车管所申请牌证公告作废。同时营运证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公司
渝 AN6938 渝 AN3577 渝 AN5626 渝 AN5125 渝
AN9098在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国家税费、保
险费和车辆手续费。若逾期未完善相关手续按规定特
向沙坪坝车管所申请牌证公告作废。同时营运证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舟山市宝海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赵明富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根据《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委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17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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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重庆市渝北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8室），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到劳动合同
履行地或用人单位所在基层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
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9月30日

解散公告:重庆柳色青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决
议：2019年9月18日在合作社办公室由杨世萍主
持，参会人员李勇、杨世伟、杨永福、苏琼在合作社
本次成员大会上全体成员一致同意：1、由于目前
市场不景气，全体成员一致同意解散本合作社。
2、成立清算组，由杨世萍、李勇、杨世伟组成，杨世
萍任清算组长，对合作社进行清算。特此公告

重庆市北碚区烟草专卖局听证告知书
碚烟听告〔2019〕3号

蒲俊:
你于2019年9月7日因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

运输烟草专卖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
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我局于2019年9月7日向你
下达了调查处理通知书,要求十五日内到我局接受
调查处理,现期限已届满,你仍不接受调查处理。
后经查明,你分别于2017年6月20日、2017年12月3
日因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两次被我局
行政处罚,根据以上事实,依据《重庆市烟草专卖管理
条例》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
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我局拟对你做出对违
法运输的卷烟207条予以没收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
条和《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四条的
规定,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你要求举行
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后三日内向本局提出申
请。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本局地址:重庆市北碚区云华路21号 邮编:400700
联系人:郭毅 雷波 联系电话:02368282831

重庆市北碚区烟草专卖局 2019年9月30日

重庆锦佳物流有限公司渝BQ3029证号500110005489、渝B3759挂
证号500110044168、渝BQ1827证号 500110005253、渝B2536挂
证号500110046296、渝BN5295证号 500110000093、渝B7278挂
证号 500110034546、渝BR0889证号 500110063612、渝B8256挂
证号500110049956、渝BS1599证号500110018736、渝BS1685证
号500110079904、渝BS3256证号500110096672、渝B3759挂证号
500110044168、渝BQ2829证号 500110051590、渝A1391挂证号
500110039128营运证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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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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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县威旺生猪养殖家庭农场忠县生态农业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受忠县威旺生猪养殖家庭农场委托，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承担忠县威旺生猪养殖家庭农场忠县生态农业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现该报告的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
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征求与项目环境
影响有关的意见：
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
//www.ofz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618267&highlight=% B9% AB% D6% DA% B2% CE% D3%
EB%B5%DA%B6%FE%B4%CE%B9%AB%CA%BE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项目影响的公众，及对项
目实施有意见和建议的公众。
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
表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
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实名反馈相关意见。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9月26日至2019年10月14日。
5、 联系方式：建设单位：忠县威旺生猪养殖家庭农场；罗老
师：023-54865777；295260324@qq.com。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杨工：
023-68089330；1320496379@qq.com。

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井口工程处
2003 年 04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061902712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建筑安装工程
公司井口工程处公章：编号5001061902712声明作废

偿付债务通知
陈静、王鲁嘉、陈季渝、饶授祥：

2002年胡洋宁、曹宪珍与你们签订《股份转让合
同》，受让你们持有的重庆荣耀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称“荣耀石公司”）股权。但你们未披露荣耀石公司欠
付重庆天意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称“天意广告公司”）的广
告费用。致使股权转让后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以
（2014）南法民初字第9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荣耀石
公司向天意广告公司支付广告费3.5万元及资金占用损
失（详见判决书）。该判决已生效，依法你们作为转让方
对该笔债务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你们立即偿付上述
债务，避免持续增加无谓的损失。

重庆荣耀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股东：胡洋宁 曹宪珍 2019年9月25日

重庆市北碚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碚烟处告〔2019〕85号

蒲俊:
你于2019年9月7日因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

输烟草专卖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
第二十一条规定,我局于2019年9月7日向你下达
了调查处理通知书,要求十五日内到我局接受调查
处理,现期限已届满,你仍不接受调查处理。后经查
明,你分别于2017年6月20日、2017年12月3日因
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两次被我局行
政处罚,根据以上事实,依据《重庆市烟草专卖管理
条例》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
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我局拟对你做出
对违法运输的卷烟207条予以没收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
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你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如
有需要陈述和申辩的,请在收到本告知书三日内向我
局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重庆市北碚区烟草专卖局 2019年9月30日

遗失：重庆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马家
沟至虎溪片区应急供水管道工程项
目部：工商银行江北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300030115，账号：
31000233090249041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傅镭不慎将其现
有 的 律 师 证（执 业 证 号
15001201110569625） 丢
失。现声明作废。

重庆跃达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电池环保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项目位于重庆市长寿经开区晏家组团，主要生产新能源电池
储能系统。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将有关事
宜公示如下：一、报告书全文和公众意见表链接：http://
www.yuedpower.com；二、征求意见范围：项目实施影响受
到影响的公众及对项目或环评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公众。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电话、邮箱、信函
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或环
评，同时可以索取纸质报告并实名反馈相关意见。四、公众提出
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9.25~9.30。五、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
庆跃达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何工：13072334519、
2351913875@qq.com；环评单位：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陈工：联系方式17774915623、605048939@qq.com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通宏医疗器械经营部长龙家
园二门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1MA5U7PCF9C）
投资人决定，本企业拟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规
定在登报之日起 60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企业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9月3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通宏医疗器械经营部安顺路
门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MA5U706XXG）
投资人决定，本企业拟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规
定在登报之日起 60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企业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9月30日

重庆隆科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电镀生产线项目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重庆隆科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新建
电镀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有关信息予以第二次公示。
1、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下载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1YDnaj6_CdDGStla6_nUaQ 提取码：6iqs
公众意见表的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5XvTD-
vTESqn0JNv6f1uw 提取码：k3l9
2. 公众还可通过电话、电子邮箱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
取纸质报告书。 建设单位：重庆隆科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13508375068
编制单位：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15123370521 电子邮箱：871784699@qq.com
3、征求意见公众范围：本项目环评公众参与的范围和对象为：受
项目影响的周围公众，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4.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
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或电话
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
5.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9月29日~2019年10月17日

弃婴（儿童）、身份疑难人员寻亲公告
1. 姓名：田羽蒙（养父取） 女
约3岁
被捡拾情况：2016年4月9日渝
北区一居民在重庆渝北区两路
镇一支路田园丽景旁渣台捡拾
一名用花裙包裹的女婴，随身

附有一张字条，写有“女婴，2016年4月7日
5点整生”。
2.姓名：林哲西（养父取）女 约3岁

被捡拾情况：2016年5月1日渝
北区一居民在渝北区大湾镇拱
桥村偏岩洞旁捡拾一女婴，无身
份信息，带回家照料至今。
此寻亲公告有效期为30个工
作日，公示时间截止后若无人
认领将依法安置。

联系人：渝北区救助管理站，
联系电话：023-67824051，
地址：渝北区汉渝路76号。

注销公告：重庆红黄蓝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032106004），经股东会研究决定
解散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债
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办理债权债务相关事宜。2019年9月30日

www.023yuan.com 美的缘12年68067355

蒋仕均遗失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
开具的重庆市住院医药费专用收
据，编号（2017）NO：010479467、金
额 3168.07 元 ，编 号（2017）NO：
010676981、金额2646.43元作废

李傑惠（身份证号：510203197805060425）
遗失华润二十四城五期46幢2单元501房
间的收据 1 份，收据编号：CQES8389-
209705，记载金额：28710.36元，声明作废。

寻亲启事
2006年3月21日陶泽茂在南岸区二院
捡拾一女婴，女婴无明显特征，无随身
物品，取名陶子涵，13岁。望知情者速
与本人联系。电话：13883347717

遗失重庆桓溢管道安装有限公司公
章 5001097032165 财务专用章
5001097032166 发 票 专 用 章
5001097033085各壹枚，声明作废

豪帅公司渝BN0692营运证500110032175遗失作废。升辉扬物流公司营运证渝D00285渝DC058挂遗失
作废。沛华公司渝B0621G营运证500110466416渝B3981挂营运证500110002811渝B0352挂营运证
500110030262遗失作废。航迈公司渝D39948营运证500381018043遗失作废。恒奥公司渝BR9297营
运证 500110045253 遗失。重庆丰百有限公司营运证渝CK5381 渝 CK6991 渝 CK5753 渝 CK6877 渝
CK5807渝CK6661渝C88066遗失作废。鸣通万盛分公司渝D03426营运证500110071830遗失作废。重
庆路航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8609 挂营运证正副本 500110024144 渝 BN0075 营运证正副本
500110042297遗失作废。轩泰公司渝BR0597营运证500110011986遗失。彬丰公司渝BN0003营运证
500110103962遗失。丰正公司渝BU6816营运证500110098002遗失作废。汇满鑫公司渝D47737营运
证500110073730渝D7225挂营运证500110073723遗失。众途公司渝BQ3087营运证500110005482遗
失注销。重庆衡福物流有限公司渝G29331营运证作废，夏巍 渝D68018营运证作废，重庆驰宏物流有限公
司渝D17822营运证作废，重庆翱驰物流有限公司渝D19735渝DB735挂营运证作废，重庆恒春运输有限公
司渝 G21615 营运证作废，重庆紫泰物流有限公司渝 AH1660 渝 AH1676 渝 AH1568 渝 AH1078 渝
AH1727渝AH1196渝AH1861渝AH1936渝AH1662渝AH1993渝AH1733渝AH1101渝AH1806渝
A3H08挂渝A6H67挂渝A7H58挂渝A0H56挂渝A7H69挂渝A8H98挂渝A5H66挂渝A1H99挂渝
A7H69挂渝A9H18挂渝A9H08挂渝A7H76挂渝A7H88挂营运证作废。

遗失重庆市大足区力马调味品批发部
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
足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530062781502 机构信用代码证
G1350011106278150Q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鑫灵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3000095344），经股东会研究决定解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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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办理债权
债务相关事宜。2019年9月30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美航印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85814673020）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150万元减少到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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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注销公告：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长寿分
公司渝BF9830渝BF9733渝BF3773在登报之日
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国家税费、保险费和车辆手续
费。若逾期未完善相关手续按规定特向长寿车管
所申请牌证公告作废。同时营运证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500105345973158J的重庆雅格电梯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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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雅格电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9月30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黔江区龙东坝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4MA5UT9D41G）经成员大会
决议，本合作社拟将注销。请各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2019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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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MA5UUKCK1F 的重庆谈足论道保健
按摩服务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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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谈足论道保健按摩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9月3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渝芝堂健康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34595513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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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百年巴渝柒火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60HDR162）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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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遗失声明
重庆康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将邹容路109号101房屋出
租给重庆市国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国有非住宅房屋租
赁合同遗失，编号：渝中国有字第KX1066号，被委托该租
赁房屋管理方：重庆市第一房地产经营公司，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瑞福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46018400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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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注销公告:重庆瑜章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U5UJJ9A ，经股东
决定，拟将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
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渝中区青程通讯经营部2019.5.15核
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3MA60CU9K64 ，声明作废

迁坟公告
经渝府地〔2018〕1517号文批准，征收歇马街

道永远村田坝子、游家湾、团堡3个村民小组部分
集体土地。北碚区人民政府已于2018年11月发
布北碚府征公〔2018〕36号公告，目前该项目已开
展实施，请位于上述征地范围内坟墓的坟主，在
2019年10月20日前将坟墓迁出。逾期未迁出的
坟墓将按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
征地办公室 歇马街道办事处

2019年9月30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中博建总房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路仁均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渝北劳
人仲案字〔2019〕第1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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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桂
馥大道10号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8
室），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到劳动合同履行地或用人单位所在基层人民法院
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9月30日
通知

程闯、王杰同志：你们系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员工，分
别于2019年9月13日、26日起至今未在单位办理任何请假手
续，擅离工作单位。现通知你们在2019年10月10前回单位报
道，如逾期未归，公司将按国家及公司相关规定予以旷工处理。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19年9月3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华侨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500000000011557）股东会决定，
解散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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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重庆贵侨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8000305014）股东会决定，解散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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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市大泽置业代理有限公司朝天门店李国辉执
业证书编号：渝地产评协（2007）第351号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大泽置业代理有限公司解放西路店李国辉
执业证书编号：渝地产评协（2008）第088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长寿博仁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MA5UCX279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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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红文建筑机械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0MA608E8T8R）
股东会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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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5发经济技术开发区洁妹
纸餐馆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500108MA5YQWHH3R、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编 号
JY2500108009631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岁丰千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税号915001083204900292)
金税盘(盘号661563319769)、报税盘(盘号662504761720)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闵彦杰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编号JY2500108016423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德格纳斯贸易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财务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重庆市松兰建材经营部遗失重庆农商行万盛支行万盛大道分理处开户许可
证,账号0811010120440001398核准号J6530043406301声明作废●秀山县友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工行秀山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3100019709201057451 核准号 J6872000812201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茂杰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5112270，声明作废●遗失2018.2.13核发的重庆千胜艺术培训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3WUAXL声明作废● 陈小兵工商执照500221600135366遗失作废●重庆晔煜物资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一
枚，编号：5001071048024,声明作废●重庆市大足区珠溪镇小滩村卫生站遗失医疗机构许可
证正本、副本,登记号571348500225913153，声明作废● 重庆峻洲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5001078171741声明作废●吕志锋遗失恒大金碧天下618幢2101#房款收据，编号N0055345
金额284735；契税收据，编号N0055346金额24468.5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安建材经营部公章壹枚(编号
5001078195184)、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78195185)声明作废●重庆海豚湾教育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建行綦江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50050116360000000523核准号J6530086058201声明作废●遗失2015年3月26日核发的重庆徐亮畜禽养殖专业合作
社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7NA000446X声明作废●个体户范鸿江(万州区龙沙镇黄金生猪养殖场)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各1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1MA5Y0W6C0X，声明作废●遗失2016.1.25核发的个体户明廷蓉(渝中区花样年华化妆品经
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607095442声明作废●遗失2018年5月2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曹喜群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5YWBAM52声明作废●遗失2018年8月27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黄真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60296P60声明作废●遗失南岸区赵显平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许可证号JY2500108009959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玟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
5001068147826）、法人私章（银行印鉴章）壹枚（陈吉）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钰来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03688933270）声明作废●大渡口区炽诚建材加工厂遗失工行重庆新山村支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3100029109200034743核准号J65300258044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士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南岸分公司（税号
91500108MA5U696X91）报税盘，盘号44-66270030658，声明作废●柏磊建筑起重机械司机证渝A032019047227 遗失作废●梁大元建筑起重机械司机证渝A042018038170遗失作废●巴南区正阳酒店用品批发部遗失工商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92500113MA5UP46K2L声明作废●渝A1522挂 营运证号码 NO.1284152 遗失作废●辛开平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S）证渝A042019041248作废●杨发林遗失代理人执业证号02000150000080020170820925作废●遗失罗曼营业执照正副本500901600166169作废●遗失游必均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07MA5YWXM363作废●遗失夏富利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7089691作废●经营者王佳俊遗失于2016年1月18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260705890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最低生活保障管理中心公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巨涛商贸有限公司公章一
枚 编号5003815002306 声明作废●遗失瞿臻远帅《出生证明》编号O500261492声明作废●遗失巫溪县万兰发副食门市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500238MA5XL8KH99声明作废● 张晓艳遗失住院发票，代码渝财00402，号
码000987130，金额8315.27元。声明作废●遗失李在强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0280020180601388作废●重庆凤庆食品厂食品生产许可证副本及附页遗失，生产地址重庆市九龙坡
区陶家镇(中小企业基地),证书编号SC10350010727849声明作废●杨成友遗失重庆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永川渝西广场店发票壹张:发
票代码050001700107发票号39019322，申明作废●遗失重庆建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7MA5U412N9T）发票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王官禄营业执照正本500224600160872作废●桐君阁大药房铜梁区李飞药店遗失作废●遗失杨阳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12MA5UGXB27Y作废●遗失毛秋玉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125716作废●遗失周城钊出生医学证明编号500128172作废●遗失2017.2.6发张明霞执照正本500223600179515作废●遗失2017.1.3发合川区映伽农产品加工厂营业执照
正副本92500117MA5UA7T36W作废●遗失重庆行车道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车牌：渝A526W5的2018年
商业险保单，投保单号：610EA12312018009875声明作废。●遗失彭梓晨2015.7.5出生证明P500141755作废●公告:重庆雄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GB3067车辆灭失注销●遗失2019年8月15日核发重庆大呲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60GX8T35作废●车架号：LS4ASE2E3KD006201合
格证遗失，作废。特此声明。●遗失：云阳县群益人家餐馆税务登记证正本
渝税字：512225197601236484号，声明作废。

重 庆 涌 好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500105676149294）遗失外经证4个，税外证江
地税小税外证（2013）693 号、江地税小外证
（2014）1965号、江地税小外证（2014）1964号、
江地税小外证（2014）1963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
册号为500105000423381的重庆乾居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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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乾居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9月30日

注销公告：经爱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3MA5U9LBW12)的总公司爱邦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股东决定，拟向上级主管机关申请注销本分公司，不再
开展相关业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到爱邦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总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2019年9月30日

还可这样走
陆地线路：先在长嘉汇欣赏两江汇合，再至南山一

棵树，后经南滨路-长江大桥-嘉陵江大桥-北滨路，抵
达重庆大剧院后，自行走过千厮门大桥到洪崖洞，是陆
上观览重庆的最佳路线。

水陆空联游：体验最全最嗨的重庆夜景，从新华路
站乘长江索道，由北至南到上新街站，再至南山一棵
树，后经南滨路-长江大桥-嘉滨路，抵朝天门码头后
坐两江游船，观览四岸璀璨夜景。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吴
京俣）中了“大奖”要先交“保证金”？工行重庆
较场口支行提醒市民千万别上当了。近日，该
行成功识破并阻止了一位老年客户向他人汇
款的骗局。

据悉，一位老年客户日前来到工行较场
口支行汇款，在指导其填写汇款单的过程中，
当班的银行大堂经理了解到该客户从未汇过
款，但这次却要一次性汇1万多元到异地，这
不同寻常的疑点立刻引起了工行员工的警
觉。综合客户年龄、以前从未汇过款、汇往异
地以及汇款金额较大等因素分析，该客户极
有可能遇到了电信诈骗。为切实保障客户资
金安全，工行较场口支行大堂经理带客户在
等候区落座，再三追问下，老年客户才吐露了
详情。

原来，该客户接到了一个自称某抽奖平台

的电话，通知他中了二等奖，奖品总价值约5
万元，包括电脑、电视机、冰箱以及一个18888
元的现金大红包。对方要求客户先缴纳1万
元的保证金，只要收到客户的保证金，对方就
会把奖品邮寄到家，同时把保证金和现金大红
包一起汇到客户的卡上。了解了这些情况后，
银行大堂经理已基本确定这位老人是遇到电
信诈骗了，立即向客户说明了情况，帮客户一
一梳理、分析了这个所谓的抽奖活动的种种疑
点，让客户不要轻易相信这些所谓的中奖信
息。客户听了银行大堂经理的分析后，头上直
冒汗，称多亏工行员工的用心尽责，不然自己
就上了诈骗分子的当，自己被中大奖冲昏了头
脑，差一点就被骗。离开银行之前，该客户对
工行银行大堂经理连声道谢，频频竖起大拇指
称赞工行的服务非常好，既热情又周到，还很
为客户的资金安全着想。

工行重庆较场口支行成功阻止客户陷入诈骗陷阱
本报讯 近日，巴南区公安分局部

署开展集中清查收缴非法枪爆物品专项
行动，通过组织全方位、大纵深的集中检
查，发现整改一批涉枪涉爆安全隐患，收
缴一批非法枪爆物品，进一步落实安全
管控措施，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
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此次清查收缴行动重点加强对非法
枪爆物品散存社会的症结所在和薄弱环
节的研究分析，不间断地组织开展地毯
式排查，对可能存在非法制贩枪爆物品
活动的场所，进行重点摸排，特别是物流
寄递企业，全力收缴走私非法枪支。同
时，组织民警深入街道、社区、乡村、车
站、矿山、集贸市场、企事业单位等部位、
场所广泛张贴，向社会广泛宣传枪爆物

品管理法律法规，敦促非法持有、私藏枪
爆物品的单位和个人主动上缴。对查办
的涉枪涉爆案件，全力追查枪支弹药、
爆炸物品的来源、流向，一追到底、彻底
追缴。对破获的暴恐、黑恶、黄赌毒等
违法犯罪涉及的枪爆线索，全力深挖追
查追缴。

在此次专项清查收缴行动中，巴南
区公安分局共收缴气枪、猎枪、仿真枪等
各类枪支34支；自制铅弹、猎枪弹等各
类子弹3159发；收缴烟花爆竹2800余
件，管制刀具36把，弩4把。查处涉枪
涉爆违法犯罪案件5起，抓获违法犯罪
人员9人，刑事强制措施7人，治安处罚
2人，有效维护了辖区持续稳定和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巴南区公安分局开展收缴非法枪爆物品行动

水陆空全方位

赏夜景
近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获悉，

国庆期间，为了让游客更好地饱览山
城夜景，市城市管理局发布夜景观赏
推荐线路。水上观、陆地赏、空中览，
让你全方位饱览山城夜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文 李化 图

水上观
两江游最经典

水上观夜景，两江游是最经典的方
式。从朝天门码头到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往
返，然后沿朝天门码头到石板坡长江大桥
往返，环绕渝中半岛，途中可以欣赏到洪崖
洞、大剧院、朝天门大桥等重庆夜景的精
华。两江与霓虹相衬，灯火在江面倒映，流
光溢彩，四岸璀璨。

陆地赏
这些沿线夜景佳
北滨路沿线：位于嘉陵江北

岸，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北桥头
至大剧院区间是最佳观景段。

南滨路沿线：位于长江
南岸，长嘉汇至石板坡长江
大桥南桥头是精华段。光
在江里，江在眼里，宛如天
上人间，能够欣赏到两江
交汇的夜景和渝中半岛的
美景。

南山一棵树：位于南山半
山腰，与渝中半岛隔江相望，视
野极其开阔，是最具影响力的重
庆夜景观赏地。

空中览
坐索道横跨长江
空中饱览夜景，推荐坐长江索

道。
长江索道不仅是山城特有的一种

交通工具，更是夜赏重庆的一大特色体
验。坐索道横跨长江，脚下霓虹闪烁，两岸
美景尽收眼底。

重庆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