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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 20 多万首付网签后发现户型选错

让 阅 读 慢 下 来 ，让 生 活 慢 下 来

能不能重签？

网签合同后才发现自己选中的户型有误，到底该怎么
办？4 月 27 日，王先生向上游新闻热线 966966 及上游新
闻 APP 投诉称，自己遇到了这个难题。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新闻链接

可撤销网签的 8 种情形

陈富勇

69 平方米变 67 平方米

符合条件可以撤销

王先生告诉上游新闻记者，4 月 19 日
在大渡口区建桥大道附近一处楼盘看房，
看中一个套内面积 69 平方米的户型，并缴
纳定金。4 月 24 日到售楼中心办理相关
购房手续，缴纳 20 多万首付款。办理网签
之后，
开发商拿出正式合同，
王先生这才发
现，
这套房源不是自己最早选中的户型。
王先生称，自己最早看中的是套内 69
平方米的户型，是 3 号和 4 号房，并且告知
了置业顾问。办理网签合同后，王先生拿
到户型确认图时，发现置业顾问办理的是
套内面积 67 平方米的 2 号房。
“这时候，我表示户型选错，提出了撤
销网签、重新改正的主张。”王先生称，改
正并不影响开发商售房，
“ 套内面积 69 平
方米的 3、4 号房，还有不少剩余房源，而
且没得套内面积 67 平方米的 2、5 号房卖
得好。”
王先生称，开发商拒绝了撤销网签再
重新办理的要求。

就此，记者采访了大渡口区不动产登
记中心市场监管科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
示，网签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是可以撤销
的，前提条件是购房者与开发商协商成
功。如果开发商同意撤销合同，就可以按
照撤销流程予以撤销。
开发商为何不愿办理撤销手续？售楼
部工作人员回复记者称，
对于撤销网签，
公
司有自己的规定。

还可向法院起诉
重庆东文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栋林表
示，在房地产领域，
网签就是交易双方签订
合同后到相关房地产部门备案，并公布在
网上，给一个网签号，
用户可以通过网签号
在网上进行查询。网签目的是，为了让房
地产交易更加透明化，防止一房多卖。购
房者如果发现网签出现失误，在与开发商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
可以向法院起诉。

第一种：信息录入错误。因房地产开发企业工作人员失误，将购房人信息
录入错误，需要更正合同信息的，在撤签或变更合同时要提交错误内容及更改
说明。
第二种：买受人变更。户口本常住人口登记卡索引表中登记的家庭成员之
间，
变更合同买受人信息的，
需要提交户口本、
身份证。
第三种：
违约纠纷。开发企业与购房者之间因某方违约而发生纠纷，
经仲裁
机构、
法院裁定或判决需要解除合同的，
需要提交裁定或判决的有效证明。
第四种：房屋质量有问题。房屋交付公告自公布之日起 90 日内，购房者所
购房屋因质量存在严重问题，经有关部门认定，需解除合同的，要提交由质量监
督部门出具的质量鉴定报告才可变更合同。
第五种：
贷款未获批。购房者办理贷款手续未获批准，
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并
承担违约责任，
需要解除合同的，
需要提交不能受理贷款的有效证明。
第六种：意外情况急需资金。购房者(或者直系亲属)因患重大疾病急需资
金等原因，
需要解除合同的，
购房者需要提交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相关证明。
第七种 ：面积误差 大 。商品 房交付后，实测建筑面积与合同约定误差
超过±3%，合同中已约定解除的，可提交测绘机构的房屋测绘报告后变更
合同。
第八种：
法规另外有规定，
要写明具体内容并提交相关证据才可变更合同。

30 岁才跳槽陌生行业

是不是晚了？
她：30 岁想当资料员

有
的人到
了 30 岁
甚至更大年龄，
才想起要跳槽
转行，不可避免
纠结一件事：这
个年龄转行，是
不是晚了？对
此，记者进行了
一番调查。
重庆晚
报-上游新闻
记者 张春莲

季都有果摘，
成为主城市民周末摘果踏青的
好去处。五一节，
基地的樱桃正好采摘。
“转行只要决定了，
就应该付诸行动，
年
龄是个问题，但不是决定因素。”胡耀认为，
他的转行还算成功，原因是目标明确，准备
充分。
对此，
网友也是议论纷纷。
杨林（32 岁 企业主管）表示，我去年
曾想改行当老师，但是对教育没得一点经
验，加上房贷、养家带来的压力，也就放弃
了。后来我也想通了，
要把精力都放在当前
职业技能的学习上，
或许进步得会更快。
李小璇（35 岁 幼儿园老师）表示，年
龄大了改行是勇气，
如果在原来的行业干得
不开心且没有发展前途，
那就改行吧。

年龄不是问题
能力才是关键
重庆市人才大市场集团重庆人才网资
深猎头顾问王砚洁认为，新职业不断产生，
也就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改行，既是发
展创新驱动的现实需求，也是自身顺应职
场发展、
找到适合自己职业的办法。
王砚洁介绍，从招聘动态看，跨界改行
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抬头趋势。用人单
位招聘的核心更多看重于求职者的能力。
因此，年龄不是问题，能力才是关键。很多
人觉得年龄大了不适合改行，其实是年龄
把自己锁死了。
如何提高转行的成功率？王砚洁提出
以下建议：
1.先要进行一场深入的家庭沟通，预
估家庭在个人转行过程中的抗风险能力。
2.三问自己：为什么转行？靠什么转
行？凭什么转行？想清楚这三点再行动。
3.先别急着跳槽，一边做好本职工作，
一边学习转行行业的知识技能，有效提高
转行成功率。

30 岁的蒲晓，此前 5 年在九龙坡区华
福大道一家房产中介做置业顾问，
前几天突
然决定辞职，打算转行找一份建筑资料员的
工作。
昨日，蒲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离
职后已应聘多家公司，都从学徒做起，工资
1000 多元。
“ 找到有几家合适的，目前还在
考虑当中。”
蒲晓说。
为啥转行？蒲晓解释是做销售太累，
早
上 8 点多上班，
下班回家经常深夜。
当蒲晓将转行的事告知朋友后，
大家反
应不一。有的人称赞她勇气可嘉，
也有人觉
得现在已经晚了，劝她跳槽仍然
遗失杨顺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101007939声明作废。尊渝公司渝BU0359营运证500110041254
债权债务完清公告
企业合并公告
遗失作废。胜丰公司渝 A97600 营运证 500110106198 遗失作废。万祥汇公司渝 D9426 营运证 重庆铭扬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重庆大学虎溪校区防火卷帘门
做销售。
重庆宏畅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根据有
500110085822 渝 D38201 营运证 500110085840 遗失。康元公司渝 DT8232 营运证 500222105179 遗 维修工程已竣工结算。凡与该工程项目有经济活动的单位或
个人限于2020年
4月
29
日至2020年
6
月
12
日（这个时间
失作废。和诚公司渝 A90521 营运证 500110052444 遗失。添金公司渝 BV2962 营运证遗失注销，耀
关文件精神，对重庆市开州区兴隆公交客运
闺密赵女士认为，蒲晓还没
发公司营运证渝 BJ8751 渝 BH8380 遗失注销，耀富公司渝 BN5070 营运证遗失注销。安旗公司渝 期限为 45 日历天）前双方完清其债权债务，逾期视为自动弃 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开州区机动车驾驶训
D54227 营 运 证 500402014503 遗 失 作 废 。 重 庆 沛 华 汽 车 运 输 有 限 公 司 渝 BJ0828 营 运 证 权，同时不再受理和承担相应经济及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练学校、重庆市开州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
结婚，放弃之前积累的工作经验
联系电话：
办公室023-63080126
吴老师13594371102
500110043470 渝BN8225营运证500110002425 遗失作废。遗失重庆明森物流有限公司渝CB1503道
重庆铭扬建设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9日 心采用吸收合并的方式进行重组。重庆市开
500110106902 作废。安迅公司营运 证 渝 BL8067 渝 BN5511 渝 BQ7880 渝 BQ3667 渝
重新当学徒，换作自己绝对没这 重庆中明港桥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招聘简章 路运输证
BN0967 渝 BN7651 渝 BN7697 遗失作废。汇百聚公司渝 BV0327 营运证 500110038217 遗失作废。 罗祖青遗失重庆永荣矿业有限公司 州区兴隆公交客运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开
本公司专业从事危险废物（含医废）收集、处置和综合利 重庆腾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李家沱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110211073103 核准号
总医院开具的住院发票一份，单据 州区机动车驾驶训练学校、重庆市开州区机
具有处置 38 大类、287 小类、13.744 万吨/年的危废经营
勇气：
“30 岁，很多人的工作经验 用，
资质和能力。公司已被纳入重庆市环保产业集群发展规划，J6530024798602 作废。重庆学文物流有限公司渝 D25683 营运证 500115052866 遗失作废。安格
S0011449，发票号：002650553，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的债权、债务由重庆宏
被列入重庆市环保产业重点项目，现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特 公司渝 D3209 挂营运证 500110073094 渝 D43225 营运证 500110073223 遗失。利生万盛分公司 号：
畅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继，同时重庆市
已经成为一块招牌，转行就意味 向社会招纳英才如下：
金额：40994.28元，声明遗失。
渝 BR1060 营运证 500110012569 遗失。路港公司渝 BQ3565 营运证 500110036751 遗失。
招聘岗位：
开州区兴隆公交客运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
1.化工工艺、化学工程师各 1 名 待遇：4000-8000 元/月；岗位
竞争性谈判公告
宁波广成装饰有限公司遗失华润置地（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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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1）
《化工工艺》
《化工工艺与工程》
《化学工程》
《运用化
开州区机动车驾驶训练学校、重庆市开州区
着从头再来，万一失败了呢？
”
学》及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职称；
（2）年龄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氧气、乙炔等各类气体采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重庆华润置地 重庆蓄翰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岁，具有 5 年以上化工、危废行业工作经验；
（3）熟练掌握 购竞争性谈判（第三次)，估算采购费用10万元/年，合同期2 有限公司重庆华润二十四层物业服务有限公 本委受理袁意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注销。请债权人自公
CAD绘图技巧，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面试时，很多公司也都问了 26-40
年。请具有相关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20年5月8日 司太平鸟童装收据一张收据编号：0267636，结。因仲裁裁决书无法送达于你，依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 告起 45 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联系电话
2.化工工艺主管 1 名 待遇：4000-8000 元/月；岗位要求：
（1）
特此声明作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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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85879001，联系地址：重庆市开州区汉
《化学工程》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年龄 26- 16:00前携营业执照、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等原件并提供 装修押金金额为贰万元整，
40 岁，具有 3 年以上化工、危废行业技术管理经验；
（3）具有 盖鲜章复印件，到我司316室考取非招标文件。
我同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时 《化工工艺》
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法律后果，由我公司承担 字〔2020〕第12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委
中级及以上职称、危险废物处置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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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街道永兴社区开州大道127号13-14层。
联
系
人：
方老师；
联系电话：
62550068
与华润置地
（成都）
物业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3.仪表工程师 1 名 待遇：4000-8000 元/月；岗位要求：
（1）
号国能天街8号楼3楼318室），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
2020年4月28日
及相关专业，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 报名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重庆华润置地发展有限公司无关。
候选择转行？我觉得，现在转行 《仪表自动化》
可在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
职称；
（2）具有 DCS、PLC 控制系统相关专业知识，仪表故障诊
登报公告送达
减资公告：经重庆咕点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遗失重庆市行政执法证四个（陈清郁，编 销，逾期未撤销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断和处置经验者优先。
重庆市南岸区长生桥镇花红村砖房村民小组：叶茂、叶正清、
不算晚，要是再等几年转行就真 4.文秘
1 名 待遇：3000-6000/月；岗位要求：
（1）
《文秘》
《汉 91500101MA600EB810 )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
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4月29日 刘正全、朱必全、朱建、吴川、朱福春、刘正强
语文学》
《新闻学》及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具有 3 年 2500万元，即将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减少到500万元。按《公司 号 ：200240003；唐 华 伟 ，编 号 ：
（3）具有较强的公文写作能力，能熟练操
重庆市南岸区长生桥镇天文村五节石村民小组：余强、张伟
上岗通知书
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申报 200240017；吴廷杰，编号：200240014；
的晚了。”蒲晓说，自考专科文凭 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作 office 办公软件。
重庆市南岸区长生桥镇天文村天文村民小组：李平
5.市场部副部长 1 名 待遇：8000-12000 元/月；岗位要求： 债权。联系人: 曹先生 13516869088 2020年4月29日
谭明科同志：
廖佳，
编号：
200240006）
作废
重庆市南岸区长生桥镇天文村刘家湾村民小组：朱贵富
《市场营销》
《经济学》及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2）年
谭明科、男、身份证号码：512322197006026614因你在 经“渝府地〔2017〕1733 号、1812 号”文件批准征收重庆市南
的她，没有学历优势，
转行后哪怕 （1）
减资公告：
经重庆丰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龄 26-40 岁，具有 3 年以上营销团队管理经验；
（3）适应市内
●遗失重庆双骄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外出差，能独立处理和解决各项营销计划任务。
西永海关食堂期间（特别是近期）不服从用人单位管理，服务 岸区长生桥镇天文村天文组等5个村14个村民小组、重庆市
码91500000MA600LBH4A）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
6.业务经理 6 名 待遇：4000-6000 元/月；岗位要求：
（1）市场 ●遗失重庆和天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
册资本从3588万元减少到38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必 态度差，于2020年4月18日被西永海关食堂退回公司，公司 南岸区峡口镇大石村花果组等2个村3个村民小组部分集体
从学徒干起，也能学一门手艺，
这 营销、
环保、化工类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
（2）具有1年以上市场 一份，编号（50011220151023004 ）声明作废。
土地。重庆市南岸区征地办公室从2019年9月17日开始办
营销业务经验者优先；
（3）驾驶证C1照，有私车者优先。
●万胜权遗失重庆永川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立即对你进行岗位安置，你不予配合。
二、工作地点：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4月29日
次转行后不再折腾了。
根据工作需要和公司相关规定以及《劳动合同书》及《保 理拆迁安置手续至今。由于你们一致未持相关资料到重庆
1-4 类招聘人员办公地：重庆市永川区港桥工业园区内；
票据1张，票据号：YCSG2212，金额：5000元
市南岸区征地办公室现场办公处办理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相
5-6类招聘人员办公地：重庆市渝北区华融现代广场2号楼509室

他：34 岁干种植业
胡耀，42 岁，大学学医，毕业
后干过两年医务工作，后来承包
建筑工程，如今是水果基地老板。
“我一直觉得，
一些落后的产
业机会较大。”胡耀说，他是云阳
人，承包建筑工程那几年积攒百
万 元 存 款 ，2012 年 在 璧 山 区 包
300 多亩土地，打造热带水果林
示范基地。
刚开始，胡耀心里也没底，
通
过不断向专家请教，突破一个又
一个技术难关，目前已成功培育
出火龙果、芒果、菠萝、番木瓜、百
香果等热带水果，基本上一年四

●遗失声明：易丽蓉不慎，将护士执业资格证
三、福利：公司免费提供食宿；依法购买五险。
201650001937）丢失，声明作废。
四、联系电话：华老师，023-49301700-8002 蒋老师，18581012856（号码：
公司邮箱：cqgqzm@chinazmhb.com
●重庆市卢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二级房地产

●重庆维翰泽工贸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商行大渡口支行建胜分理处开户
许可证,账号0503010120010006325核准号J6530026117403声明作废
●渝北区龙塔街道大不同装饰材料经营部遗失中国银行重庆黄龙路支
行开户许可证,账号108814609501核准号J6530027774101声明作废
●遗失曾梵熙出生证，编号P500356174，声明作废
●遗失徐艳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1500002019002717作废
●遗失李佐容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1500002019002129遗失作废
●遗失谢路平 2005 年 11 月取得的二级机电建
造师资格证，号码：0004506声明作废。
●重庆凯腾物流有限公司渝BL1270营运证500110056308遗失作废
●重庆弘睿物流有限公司渝D25200营运证500110089335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国驰科技有限公司在建设银行重庆开州支行
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73001941501声明作废
●遗失王倩购买的重庆市潼南区欧鹏的购房收据，编号00064015
金额49580，00064016金额7512，00064355金额4010作废
●遗失万盛经开区青壹春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编号JY25003510049126声明作废
●欣鑫药房江津区贾嗣镇一店遗失药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证号渝CB0150404，声明作废
●遗失蔡晓宏保险执业证6605035101939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南川区池井湾煤矿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472892693公章5003843001440声明作废
●遗失古世渝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160385作废
●重庆市铜梁区铭宏印刷厂遗失印刷经营许可证副
本，证号：
（渝铜区）印证字5030号，声明作废
●吴芳（身份证号 51022419670919042X）遗失重庆
市人民政府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护士），声明作废
●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证件号:渝DA0100002,声明作废
●重庆至鼎同程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遗失2017-03-16核发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36ET2H作废
●遗失重庆欧科建联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昭旺贸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全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安员调令》之约定，正式通知如下：
关事宜，我局无法寻找到你们，为充分保护你们在本次征地
代码 91500119331586691Y）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1、自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立即到合同约定岗位报到上岗。 中的合法权益，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重庆市南岸区规划和
注册资本从 300 万元减少到 10 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2、逾期未去报到，视为你主动提出辞职，公司立即与你解除 自然资源局对你们下达《重庆市南岸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拟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劳动关系，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及经济责任，我司不再出具 作出责令交出土地决定告知书》，现予以公告送达。望你们
资质证书正、副本（编号1028996）声明作废。
于本公告发布60日内与南岸区征地办公室唐小姐联系（联系
●遗失声明：江津区油溪镇街坊药房公章遗失，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4月29日
《解除劳动合同书》。
电话：62916726），领取《重庆市南岸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拟
印章编号为5003817083947，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3、报到联系人：程远东15922581055 特此通知
作出责令交出土地决定告知书》，或携带房管证、土地证、身
●遗失2018-6-27发李鸿生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17MA5UG59NX7作废 重庆云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马先红与你单位计时计件工资、奖金争议一 重庆市渝北区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西永分公司 2020年4月28日 份证、户口簿及相关有效证件，前往重庆市南岸区征地办公
●龙欣雨2020.3.1遗失身份证500102200107310045作废
室现场兑付补偿点办理拆迁补偿安置事宜。如逾期未来办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俞枫物流有限公司渝D15628营运证500110104850遗失作废 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20〕第 1069 号。因无法直
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维修耗材及日杂用品采 理，我局将按相关法律程序办理。
●遗失北碚区行天下餐馆营业执照正副本 接或邮寄送达，
重庆市南岸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4月28日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 购竞争性谈判（第二次），估算费用48万元/年，合同期2年。
注册号 500109610454983 声明作废
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登报公告送达
●遗失佘莎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980020190200434作废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上 请具有相应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 2020 年 5 月 8 日 重庆市南岸区长生桥镇花红村砖房村民小组：潘蔺洪、杨世
●遗失王浩宇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029415特此声明 午 9 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 10 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16:00前携营业执照、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等原件并提供 洪、周孝富、张红琼、颜国利、曾维蓉
盖鲜章复印件，
到我司316室考取非招标文件。
重庆市南岸区长生桥镇天文村天文村民小组：
李成友、陈文艺
院仲裁四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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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
●聂坤才遗失永川区陈食（镇）街道办事处马银桥村
重庆市南岸区长生桥镇天文村刘家湾村民小组：刘学美、胡
联 系 人：方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
宋家湾村民小组房产证、证号：JT01056。声明作废 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朝国、李安容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鱼香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食品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4月29日 报名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重庆市南岸区长生桥镇凉风村施家沟村民小组：王美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渝北区统景食品有限公司
竞争性谈判公告
经营许可证副本JY25001180032182作废
重庆市南岸区长生桥镇凉风村沈家坡村民小组：蒋雪松、周
●遗失沙坪坝区浩远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5U826D70）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骑龙山庄阁楼式货架采 宗成、杨盼、韩德坤、周宗淑、周玲
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 购竞争性谈判，估算投资费用25万元。请具有相应资质并 重庆市南岸区长生桥镇凉风村罗家岩村民小组：张先美
证副本 JY25001060263515 作废
经“渝府地〔2017〕1733 号、1812 号”文件批准征收重庆市南
有意参与的单位，
在2020年5月8日16:00前携营业执照、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人到本公司
●遗失 2015.11.16 发重庆辉澳钢结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5 个村14 个村民小组、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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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区长生桥镇天文村天文组等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7874744441作废 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南岸区峡口镇大石村花果组等 2 个村 3 个村民小组部分集体
土地。重庆市南岸区征地办公室从 2019 年 9 月 17 日开始办
●遗失重庆市长寿区瓦泥堡沙田柚种植有限公司公 遗失重庆瑞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账号： 316室考取非招标文件。
联
系
人：
方老师；
联系电话：
62550068
理拆迁安置手续至今。由于你们一致未持相关资料到重庆市
章印章备案回执（编号50022120150728029）作废 50050105360000000972) 在 中 国 建 设
南岸区征地办公室现场办公处办理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相关事
●遗失重庆康顾食品有限公司公章 银行重庆沙坪坝支行营业部联行号： 报名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宜，我局无法寻找到你们，为充分保护你们在本次征地中的合
竞争性谈判公告
一枚，
编号 5002211053539 作废
法权益，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重庆市南岸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105653011008，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公交客车轮胎总成外包
局对你们下达《重庆市南岸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限期交地告知
●遗失大足区澜山印象桑拿休闲中心公章 J6530080726201 声明作废
维修服务竞争性谈判，估算维修费用 18 万元/年，合同期 2 书》，现予以公告送达。望你们于本公告发布 60 日内与南岸区
一枚，编号 5002257016274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顺祺万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年。请具有相应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20年5月8日 征地办公室唐小姐联系（联系电话：62916726），领取《重庆市南
●梁燕身份证号：500240198902053547 遗失：护
（账号：50050105360000001506）在中 16:00前携营业执照、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等原件并提供 岸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限期交地告知书》，或携带房管证、土地
士执业证书编号：201650000192声明作废
证、身份证、户口簿及相关有效证件，前往重庆市南岸区征地办
公室现场兑付补偿点办理拆迁补偿安置事宜。如逾期未来办
●遗失 2019 年 06 月 17 日核发彭显杰个体《营业执照》正副 国建设银行重庆沙坪坝支行营业部，联 盖鲜章复印件，到我司316室考取非招标文件。
理，我局将按相关法律程序办理。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60E7J63P声明作废 行号：105653011008，开户许可证核准 联 系 人：方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
号：
J6530092245501
声明作废
报名地址：
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重庆市南岸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4月28日
●遗失2017-6-14发李芳营业执照副本92500117MA5UMXQB97作废
遗失重庆市长寿区瀛大广告经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遗失重庆雅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顺祺新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节能监察中心拟向事业单位 部 公 章 印 章 备 案 回 执（ 编 号
●重庆尚雅建材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民权路支 （账号：50050105360000000964）在中
行开户许可证，账号111607548630，核准号J6530012789004作废 国建设银行重庆沙坪坝支行营业部，联 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50022120151110014）、财务专用
●遗失渝中区朝千路一六八烧菜馆食品经营许可 行号：105653011008，开户许可证核准 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4月27日起90日内向 章及发票专用章印章备案回执（编
号 50022120151110030）作废
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号：J6530080593301 声明作废
证副本，编号JY25001030105741，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