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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三乐、杨庆渝、夏玉仙、詹兴素、刘琼、马皓天、马皓鸣、李振宇、
柏晓娟、马骁，根据重庆大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银源物
业发展有限公司相关会议决议及劳动用工制度，我公司决定自
2020年4月1日起，与你们解除事实劳动/劳务关系。 重庆大正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银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2020年6月4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凯如畜禽养殖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32584253959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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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泰山电缆有限公司山东电工电气重庆泰

山环保迁建项目环评信息公示
各位公众：

你们好！重庆泰山电缆有限公司“山东电工电气重庆泰
山环保迁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有关规定，
现将该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向各位公示，以广
泛征求受工程建设影响的公众、关心工程建设的公众、专家、
组织对工程建设的意见与建议，起到预防、减轻或消除工程
建设对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的目的。您可以通过电话、传真
邮箱、等方式反馈您好的意见和建议，联系方式如下：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方式:环评单位：重庆浩力环境影响
评价有限公司，联系人：林工，邮箱：76370637@qq.com，电
话：13629797680，传真：023－63868686转805
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庆泰山电缆有限公
司，建设地点：重庆渝北区临空前沿科技城唐家沱组团N标
准分区N2-3-1/02地块、N2-4-1/02地块、N2-2-7/02地
块，联系人：沈工，电话：023-61898082，公示有效期：2020
年5月29日至6月11日
公众可来电、来函索取环境影响报告书，或在http://www.
cqyb.cn/portal.php下载报告书电子版及公众意见调查表。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龙石镇畜牧兽医站依据《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
请注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6月3
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北碚大地开发服务部营业执照正副
本5001091810315、公章一枚作废●遗失西南师范大学东方工艺美术制作所营业
执照正副本5001091810236、公章一枚作废●遗失西南师范大学建筑工程队营业执照正副
本5001091810449、公章一枚作废●遗失重庆市西师教育用品超市营业执照正副
本5001091811383、公章一枚作废●遗失西南农业大学汽车修理实习工厂营业执
照正副本5001091910576、公章一枚作废●遗失西南师范大学家属五七服务部营业执照
正副本5001091910775、公章一枚作废●遗失西南师范大学益丰汽车修理厂营业执照
正副本5001091910432、公章一枚作废●遗失重庆北碚大地开发服务部西农文化用品超市
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91911948、公章一枚作废●遗失重庆北碚大地开发服务部西农文化用品超市
二店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91912062、公章一枚作废

重庆俊泓物流运输有限公司渝D8551挂营运证500110082759遗失作废
重庆学友物流有限公司渝D67063营运证500110089814遗失
重庆派欧物流有限公司渝BV5712营运证500110039330遗失作废
重庆渣通运输有限公司渝DN1760营运证500231020144遗失
重庆祥宝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V1577营运证500110048205遗失作废
重庆诚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09186营运证500110093204遗失作废

遗失补办申明
重庆市“荣昌区农副产品综合批发交易市场”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证号:地字第 500226201400037 号、地字第
500226201400036号、地字第500226201400035号）遗失，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建字第500226201500053号、
建字第500226201400078号)遗失。其建设业主已于2020
年6月4日在《重庆晚报》社上刊登了遗失启示，现向我局申
请补办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手续。
我局公告征求利害人意见，如有异议，自登报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我局提交利害关系证明书面材料。地址:重庆市荣昌区
规划局建管科(兴荣大厦14-10)电话:023-46733197。逾
期无人提出异议，我局将补发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手续。

特此申明！
重庆市荣昌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6月4日

遗失重庆金柳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建造师
印 章 曾 勇 渝 206111222929 丁 波 渝
281121228462 滕云渝 203151651133
李 凤 昌 渝 207171857779 王 梅 渝
20312133360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恩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九龙坡

支行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41060801，编号6530-00810438，（账
号110230322749），声明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龙石镇财政所依据《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6月3
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骐徽旅游咨询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2320000086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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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世居不慎遗失重庆北碚万达广场置业有限公司开
具的履约保证金收据，收据编号 2353896 金额
75435.4元特此声明作废；张世居不慎遗失重庆万达
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北碚分公司物业押金收据，收
据编号2350732金额29518.2元，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棋心龙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606FKC7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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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4日
●重庆市南岸区世全建材经营部遗失中国银行重庆
南岸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账号113000766741，
核准号J653001107530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岸区世全建材经营部公章壹枚(编号
50010831044071)、财 务 专 用 章 壹 枚 ( 编 号
5001083104407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腾隆酒店用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330516038XA）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减少到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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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4日

重庆双象超纤材料有限公司“30000吨/年危险废物处置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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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2019年1月1日
实行）等相关规定，30000吨/年危险废物处置项目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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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及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1）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GfcO-QckrW4YY5FsztOkzg，提取码：dpel。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重庆双象超
纤材料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齐心大道
20号1-1室，联系人：沈先生，联系电话：13961815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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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lwlbvI3qqjBnG4qBRarcsQ，提取码：l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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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1日~2020年6
月12日（10个工作日）。

登报公告
刘厚琨、刘厚琳、何厚英、张子益、冯正荣、邓恩明、肖明华、周
锡福、周锡永、何先伦、邓庆福、王彬（彭光惠亡）、重庆市南岸
区广阳家具厂（涂安文亡）：
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地〔2018〕1992号”文件批准，实施南岸
区城市规划建设（长江防洪护岸二期项目）。你户应拆迁房屋在
本次征收范围内，未与经开区征地服务中心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
议。经开区征地服务中心和迎龙镇政府多次到你户住处送
达告知相关征地拆迁事宜未果。特登报告知，请你户户主自
登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领取《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
服务中心办理征地拆迁补偿安置通知书》,并办理相关征地
拆迁补偿安置事宜（联系人：赖虹波 联系电话：62493060）。

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服务中心 2020年6月4日

重庆凯双科技有限公司凯双套装门及木制品加工生产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重庆凯双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市久久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
司编制的《重庆凯双科技有限公司凯双套装门及木制品加工生产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将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一）项目概要
项目名称：凯双套装门及木制品加工生产项目，建设地点：江津区
白沙工业园G3-01/02号地块，建设单位：重庆凯双科技有限公
司 项目投资：3500万元，建设占地：建筑面积35041m2，产品及
规模：年产套装门6万套
（二）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RknugmP1qn5ht5_7oOTRoQ ；提取码：
yddb（如需查询纸质本请至电索取）
（三）征求意见的范围：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或关心本项目的所有公众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由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填
写意见，通过邮箱、电话、信函等方式将意见反馈给建设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5月27日至2020年6月9日
建设单位联系人：刘总：13508372637；邮箱：2458551936@qq.com，环境影
响评价单位联系人：谢工：18983648428；邮箱：361682711@qq.com

减资公告：经重庆迅北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9MA5YRPAH5D）股东会决
定，现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整减至20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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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中国旅行社总社（重庆）有限公司遗失旅游合
同9份，编号为：团队出境旅游合同CTSHO-CQ/
CJ- 0033218; 0033219; 0041755; 0041756;
0041757; 0043616; 0044429; 0044430;团队境
内旅游合同CTSHO-CQ/GN-0091753,声明作废。

债权债务公告
重庆市龙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因法人变更，对变更前债

权债务（包括抵押和担保）和经济纠纷进行清理，对于原股东
和法定代表人（阎锐）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和经济纠纷持合
法手续可到我公司联系登记事宜，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
有效，逾期我公司不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请与我公司有未
结清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登记确认，若
超过登记期限，则视为放弃法律权利。为了避免遗漏，请及
时来我公司登记确认。

一、债权、债务范围：2010年01月01日-2019年12月
30日之未结清之债权、债务。

二、登记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2020年6月
3日-2020年7月18日)。

三、登记凭据：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有效债权、债务凭据(原
件及复印件)。 联系人：陈垤蓉 联系电话：15320302759

重庆龙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日

遗失启事
重庆市“荣昌区农副产品综合批发交易市场”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 (证号:地字第 500226201400037 号、地字第
500226201400036号、地字第500226201400035号）遗失，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建字第500226201500053号、建
字第500226201400078号)遗失。声明作废。特此申明！

重庆百事达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漫田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6月4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铭沣达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MA606HXC5H）股东决定，本
公司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减少至30万元，根据《公
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
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2020年6月4日

重庆渝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郭家沱门市
部遗失备案登记编号：WDJB150及以下合同：国内
合 同 130242、130181、130065、10045、10020、
10082、10031、10033、10026、10014、130255；出
境合同10023、10013声明作废

重庆欣欣向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香兰素产业链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重庆欣欣向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承担香兰素产业链技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信息已在网站http://www.thrive-
chemicals.com/content.php?catid=39&id=99上发布，如需要
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询。《重庆欣欣向荣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香兰素产业链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p2WGgLmT
建设单位：重庆欣欣向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经理，
13883791856，123456wysh@163.com
环评单位：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郑老师：
1410643840@qq.com，023-62668337

重庆欣欣向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2020.6.1

序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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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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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再中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商贸城管理有限公司内部统一收据，A馆
2013：sk0000013489金额5000元、A馆2014：sk0000013493金额
5000 元 、A 馆 2015：sk0000013497 金 额 5000 元 、A 馆 2016：
sk0000013501 金额 5000元、A馆 2017：sk0000013505 金额 5000
元、A馆2018：sk0000013510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金乔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MA5U82M376）股
东会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5000万元整减至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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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长寿区五加一水果种植专业合
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50542888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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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江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钟天东与你（单位）劳动（人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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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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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6月4日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同致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重

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委托现对营运
车辆CNG周转瓶采购进行竞争性谈判
活动，项目估算总投资为184.7万元，合
同有效期：24个月。请具有相应资质并
有意参与的单位，在 2020 年 6月 8日
16:00前携单位营业执照、相应资质及
法人委托书等原件并提供盖鲜章复印件
报名。报名时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

联系人:谭老师
联系电话:023-88602519
报名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星光大道

90号土星A2栋11楼

公 告
以下机动车因道路交通违法或道路交通事故被永川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依法扣留，至今未依法接受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七
条等相关规定，特进行公告告知。请被扣留（拖移）车辆的驾驶人、管理人或者所有人在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月内提供被扣留（拖移）机动车的
合法证明、补办的相应手续到永川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接受处理，逾期仍不接受处理的，我支队将对扣留车辆依法予以处理。
一、有号牌的普通两轮摩托车:渝 CLS811、渝 CV3591、渝 CLU261、渝 C20D77、渝 CZ3713、渝 CVX056、渝 D42446、渝 CVY019、
渝CLG952、渝C7G199、渝CVK806 渝CLX733、渝CLT171、渝CLM671、渝CZA570、渝CQS613、渝CZW653、渝CV9985、渝CVC397、
渝 CZV138、渝 DL5719、渝 CLK503、渝 CZG757、渝 C9G065、渝 CNP885、渝 CVL289、渝 CLL055、渝 CL7896、渝 C36D29、渝 CGL536、
渝CV6796、渝CLM069、渝C72M16、渝CVB110、渝CV5560、渝CET872、渝CNB091、渝CZD058、渝CA3366、渝CNN201、渝C3C078、
渝CNF100、渝CT3017、渝CVX737、渝CZU569、渝C0M378、渝CNV108、渝CNH961、渝CNQ650 渝CLN810、渝CLV916、渝C68V56、
渝C296E9、渝DB7522、渝CVR250 渝CVE927、渝CNA886、渝CZV529、渝CVU865、渝CNE670、渝CVW101 渝CLK951、渝CVF776、
渝CJ2485、渝CBY207、渝CVR798、渝CNV601 渝BP0187、渝CHX535、渝CM8136、渝CZM885、渝CLF278、渝CTF278、渝CVT091、
渝 CLQ568、渝 CL5273、渝 CVX525、渝 C01137、渝 C6G765、渝 CVT229、渝 CNU035、渝 CZR283、渝 CL2831、渝 CK6297、渝 C97680、
渝CL6538、渝CLL876、渝CZW128、渝CZL236、渝CLN090、渝CVF053、渝CZM227、渝BKP580、闽EKZ073、渝CAF017、渝CZ0378、
渝CVC505、渝CNC850、渝CLW163、渝CZ0591、渝CVW125、渝CNR587、渝CZ6609、渝CZ6031、渝CLY090、渝CLU621、渝CVN535、
渝CV3256、渝CZF069、渝CVT057、渝CNR717、渝CLZ057、渝CLN629、渝CGH787、渝C20M67、渝CZB281、渝CNU999、渝CZ2802、
渝C75886、渝CNL808、渝CM6839、渝CNZ633、渝CM7853、渝C8G050、渝C735D5、渝CNJ510、渝CL0115、渝CNH800、渝CVM793、
渝CZR260、渝CZZ398、渝CNM969、渝C2G699 渝CQQ906、渝CVU501、渝CLN276、渝CZM572、渝CNC232、渝CJ8508 渝CLU580、
渝C00544、渝CZE750、渝ABU898、渝C08D25、渝FPP117 渝 CNN638、渝CLW135、渝CNJ205、渝CLM905 渝 CLA832渝 CLF105、
渝DP3949、渝CVY128、渝C2M377、渝C21W09 渝C89D35、渝CZP629合计：157辆
二、无号牌有车架号的普通两轮摩托车 LJLACMH31K3D00297、L2BL1627JB424451、LWPCM601K6007474、LCHLCNDJ1GF093739、
LZ4X16207H1005363、 L2BB8218HB314464、 LCS2BJTPJ1092377、 LYNTGJKSXHA060100、 LCS2BJTF6H100273、
LLMTCK093BL420355、 L9SPC555XD1602197、 LLA1CJE06H0005204、 LATPCKLY052441399、 LZ4X16J591119811、
LFYPCKL4X600021195、 LXDLJP09H110L360、 L4YTCJ205JA17208、 LCMLCNDJXG038979、 L2BBK16E01GB927650、
LS2PEAMX4G26A3583、 L2BL16128JB623461、 L4YTCJ2JXHAR10623、 LXDPCMJ07K2700923、 LCS2BJT24E1105919、
L6XYAN1A4J0012951、LAARCK382GA610589、LS2PEAMXXH26A4707、LBJPCM3A4HA100687、LF3PBA2069800215、LBB-
PEKWB0HBF20605、 LZ4X16F50G1020633、 LYDPCM703J110254、 LXD1CJP0GJ105L278、 LCGPCKD36A0681546、
LXDTCJP06J103L809、LS2PEAMF9H22A1101、LLPTGJ5A2D2001412、LS2PEAMX3H27A3255、LS2TCAJF1G2EAQ623、
LKKKK3BXGA670635、 LFFWJVZ67D1G50022、 LXDCJP00K4501319、 LAPXCH933C0019617、 LLJPCKL61GG001789、
LXDPGHL00G110L035、 LKKTCJ3B3GA930240、 LWATCJP32GA202458、 LLJPDRL15KG000020、 KAY0YJL2C1012686、

LB5TK8S119Z718819、 LYNTGJKT3HA040047、 LCS9BJTP2G1002186、 LZ4X16J54G1020755、 LC6PCKD77A0017755、
LAEFWCCJCH8YP2510、 ALLA1CJE01D8003033、 LYDPDR703J1100413、 LS2TCAJJ4G2EK4410、 LBPPCJLJ780076783、
L6PCJKC190A354、LXDPCKL05G1210、7153060095、0122SPIDER、XX0Y62674、Y6G10249、8770038800、LC6PCJK66900、
14241640、D8Y01554、B4242407、G0001456、13425025、EK64787、M70001、201180、AK1796、800138、K14380、039534、012960、
100102、0044528、161937、A200052、0001954、0112490、A000420、AK2437、090141、C01168、S01283、701765、1099025、
AA3106 1000015 BC19289 065032 V55505148097、K00278、127218、T01445、308599、007409、170055、1445 、1058282、
RV00184、2019714、10990、131323、AK1942、1001971、FB9100、H00224、V55278、HA1870、08614、51099 600948、01297、
751745、711365、000313、1F00272、013135、V01277、H1327549、010346、168980、097643、D011581、A07268、012781、929203、
A000079、002275、033255、237512、AK4009、000723、AK7394、合计：142辆
三、无号牌无车架号仅有发动机号的普通两轮摩托车 90176868、16015615、TD251905、GC01B030、51272107、131150333、
JD029919、76001816、02047658、15112854、7601290、05057246 合计：12辆
四、三无普通两轮摩托车合计：29辆 五、有车架号的电动两轮车675224合计：1辆 以上总计：341辆

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 2020年6月4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腾犇网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MA60KB8E2T）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13900万元减少到1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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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4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特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8MA5URKPY28）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13119万元减少到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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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4日

重庆市丰都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限期办理过期采矿许可证
注销事宜的公告

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重庆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
《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矿产资源开采审批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16
号)等有关规定，重庆创美石材有限公司秦家湾建材用砂岩矿等13家过期矿权(附表一)已

许可证号
C5002302015057130141423
C5002302010017120064176
C5002302009057120018866
C5002302009047130010986
C5002302010017120064175
C5002302010017120064166
C5002302009057120015069
C5002302009037120008697
C5002302009067120022499
C5002302009057120017980
C5002302010016130064165
C5002302010026130068220
C5002302010036120058207

采矿权人
重庆创美石材有限公司
重庆创美石材有限公司
丰都县玉硕石英砂厂

丰都巨龙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保合机砖分公司
丰都县汇丰建材有限公司桂花分公司

丰都县移民建材厂
丰都县鑫和矿业有限公司

丰都巨龙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崇兴接龙机砖分公司
丰都县龙河建筑材料厂
丰都县江池页岩砖厂

重庆良丰矿业有限公司
重庆宝磊矿业有限公司
丰都晶鑫矿业有限公司

矿山名称
重庆创美石材有限公司秦家湾建材用砂岩矿

重庆创美石材有限公司曹家沟砂岩矿
丰都县玉硕石英砂厂鸽子坝石英砂岩矿

丰都巨龙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保合机砖分公司草棚湾页岩矿
丰都县汇丰建材有限公司桂花分公司猫儿山页岩砖厂

丰都县移民建材厂高家镇关田沟页岩矿
丰都县鑫和矿业有限公司龙江分公司五龙页岩矿

丰都巨龙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崇兴接龙机砖分公司野鸡垭口页岩矿
丰都县龙河建筑材料厂汪家冲页岩矿
丰都县江池页岩砖厂青冈林页岩矿
重庆良丰矿业有限公司横梁白云石矿
重庆宝磊矿业有限公司岩口方解石矿

丰都晶鑫矿业有限公司新屋堡重晶石矿

矿种名称
建筑用砂岩
建筑用砂岩
陶瓷用砂岩
砖瓦用页岩
砖瓦用页岩
砖瓦用页岩
砖瓦用页岩
砖瓦用页岩
砖瓦用页岩
砖瓦用页岩

冶金用白云岩
方解石
重晶石

有效期起
2016.04
2014.09
2015.03
2015.12
2015.12
2015.12
2016.02
2013.09
2015.01
2015.12
2014.05
2013.07
2015.03

有效期止
2017.04
2015.09
2016.03
2016.12
2016.12
2016.12
2016.12
2014.06
2016.01
2016.12
2015.05
2013.09
2018.03

于2020年4月30日在《重庆晚报》刊登废止公告，公告发布至今无企业提出异议。现请上
述13家采矿权人于本次登报之日起30日内到重庆市丰都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理注销
登记手续，逾期不提供注销相关申请资料的，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
七十条规定直接注销其采矿许可证。(联系电话:023-70702538) 特此公告

丰都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6月4日

●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绕城机械厂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重庆尚杰食品有限公司遗失工行重庆白市驿支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3100039409022194813核准号J6530063005401声明作废
●重庆平衡点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
副本，税号：500108339591962；遗失组织机
构 代码证副本,代码：33959196-2,声明作废
●经营者宋培利遗失2014年12月19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6600330158，声明作废
●遗失杨艳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印章一枚
（编号：渝205101014787），声明作废。
●重庆普浩物流有限公司渝D00998营运证500115065220遗失作废
●遗失郑兰君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4064983作废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卓上记忆力训练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一枚（印章编号5003834045844），声明作废。
●遗失魏纯珍营业执照正副本JY15001060094669作废
● 本人于 2020 年 5 月 24 日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500***
1985********），特此声明作废。如非本人，概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遗失重庆市静寂网吧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车如意物流公司渝D83272营运证500222082714遗失作废
●金碧物业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中央广场社区底商1栋1单元D106
陈熙然装修保证金10000元收据号为00001554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杨正敏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1600095491作废
●遗失永川区姚红食品经营部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JY15001180005670作废
●遗失大足区九号家居广场公章一
枚，编号500225701230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璧山区天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U6GE25E作废
●遗失陈思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980020180401105作废
●遗失綦江张基国诊所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大足区何家早餐店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JY25001110079705作废
●遗失忠县顺权生猪养殖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2331003374作废
●遗失重庆华美天凤汽车经济有限公司
公章一枚，编号5001127021980作废

重庆市开州区顺通汽车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渝A3G077 营运证 500234011130 遗失作废。遗失吴超车牌渝
D42687营运证500234015131声明作废。驰发长寿分公司渝BF8218营运证0572724遗失注销。黄金钾公
司渝BM9979营运证500110116578遗失。博鑫公司渝BB509挂营运证500110086137渝AF960挂营运证
500110064349渝A9078挂营运证500110050602注销。久发长寿分公司渝BM6533营运证500115036685
遗失作废。重庆市綦江区旺真物流有限公司渝D76246号车（经营许可证号:500222006107)道路运输证遗
失作废。重庆市綦江区成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营运证渝 BQ7361 渝 BN1111 渝 BL9103 渝 BN3122 渝
BN1191渝BL9102渝BN1185渝BN1036渝BN3036 渝 BL0281 渝 BN1121 渝 BN1070（道理运输经营许可
证 500222000019）遗失作废。重庆创汇物流有限公司道理运输经营许可证 500110010236 遗失作废。
久发长寿分公司渝 B1291 挂营运证 500115061927 遗失作废。重庆沛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J2815
营运证 500110076690 渝 BQ0257 营运证 500110003767 渝 BH6105 营运证 500110064049 遗失作废。重
庆骏豪物流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渝 BR5626 营运证 500110107495 渝 BR7797 营运证 500110050621 灭
失 注 销 。 尊 翔 公 司 渝 A9289 挂 营 运 证 500110086322 遗 失 作 废 ，尊 翔 公 司 渝 BA060 挂 营运证
500110044229遗失作废。重庆市邦盛运输有限公司渝GB2756道路运输证遗失作废。久发长寿分公司
渝 BT7826 营运证 500115061926 遗失作废。万盛区全友公司渝 D38021 营运证 500110105966 遗失。阅
宇公司渝 B2A062 营运证 500110065706 遗失作废。东能长寿分公司渝 AH5992 营运证 500115052288
遗失作废，骏运公司渝 BB280 挂营运证 500115065661 渝 A92925 营运证 500115065660 渝 A99798 营运
证 500115065725 渝 BB277 挂营运证 500115065720 遗失作废。重庆欣祥物流有限公司渝 BQ2258 渝
BN7085 渝 BJ3690 渝 BK0538 重庆市恒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R2117 渝 BS7018 车辆保险脱保请
于登报之日起 3 日内到公司交清国家税费、保险和车辆年审，行驶证、营运证、登记证书、车辆牌照、未
交回，逾期未完善，将向车管所，运管所申请牌证公告作废，后果自负。

●遗失沙坪坝区程奎食店食品经营许可
证JY25001060165644作废
●遗失重庆亚美体育设施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1127080292声明作废
●遗失云阳县高峰养殖场营业执照
副本500235200011315作废
●遗失2018.4.3发蒋利营业执照副本92500112MA5YU27197作废
●遗失重庆源盛麻纺织有限公司公章一
枚，编号500226303890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露泽丞商贸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编号5001141092278
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500114109227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申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5001043011009声明作废
●董尧遗失保险职业证，证号02000150010380020170600263声明作废
●遗失2013年10月14日核发的重庆市江津区渝华机械制造
厂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1200011069声明作废
●冉光跃遗失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门诊收费收
据号190121146699金额686.30元声明作废
●重庆市建设岗位培训中心工会遗失兴业银行两路口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30016558801帐号346050100100071466，声明作废
●遗失2019年 08月 08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尚丽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60GL2646 声明作废

4个微信共2万名好友

前日下午，江北区读书梁车站旁的烧白老
火锅，记者见到了今年32岁的叶春城。此时，
叶春城正坐在桌前，4部手机一字排开，不断
地回复着微信消息。叶春城的每部手机都挂
着一个微信，每个微信号都有5000个左右的
好友，“我每个微信名都叫‘重庆烧白哥’，添加
不同的符号作区别。”

“最初我玩微博，经常发些好耍的，粉丝比
较多，当我在微博上留了自己的微信号，很多
人加我。”2014年，叶春城的第一个微信号满
5000好友。

很快，叶春城便注册了第二个微信号，并
购买了第二部手机。但不到一年，新微信的好
友又满了。到了如今，叶春城第三、第四个微
信号里又加了约5000人，“接下来我打算清理
一下了，我实在不想再有第五个微信号、背五
部手机出门了。”

手机不敢开启消息声

由于每天消息实在太多，叶春城的四部手
机常年设置为静音，“如果都开启声音，可能真
的会因为消息声太多而崩溃。”

“你2号手机有微信。”“你4号手机亮了
哟。”记者看到，叶春城的店伙计也会帮叶春城
盯着手机，时不时地大声提醒。原来，叶春城
的家人和店伙计们按叶春城手机的新旧程度
编为1~4号，叶春城的3号和4号手机是他购
买的二手手机，只下载了一个微信APP。

每天早上8点，叶春城就会依次打开四部
手机微信开始翻看消息与回复，“我朋友说，这
真的有种批阅奏折的感觉。”叶春城很少去刷
朋友圈，因为朋友圈的内容实在太过海量。

叶春城出门的时候，会背上一个大背包，
装上四部手机、两个充电宝和一个充电器，“无
论一手还是二手，我都统一选择的苹果手机，
为的就是可以统一用一种充电器。”

设置各种特色栏目发布

“发一条朋友圈，几百条评论是再正常不
过了。”记者看到，叶春城的4个微信号发布的
朋友圈内容是统一的，除了与火锅店相关的内
容，他还设置了一些特色栏目。

“牵红线”栏目，单身女性主动提供自己的相

亲要求和照片，由叶春城帮忙发布。目前，已发布
单身女嘉宾900多个，男嘉宾近500个。其中，有
20多对已结婚，还请叶春城去参加了婚礼。

“深夜谈情”栏目，当一些朋友遇到情感困
惑时，会主动将求助的内容发给叶春城，再由叶
春城发到朋友圈里，叶春城再将搜集到的建议
和评论反馈给朋友。此外，叶春城还会免费帮
朋友发布一些租房、求职、寻人、寻狗等信息。

“我觉得这不单是一个社交工具，当人数
多了，它就形成了一个社交平台，维护这个平
台，我觉得很有意思。”

依托微信做好线上销售

微信好友太多也会有苦恼，有时候会忘记
某个朋友说的事，“有个朋友委托我发布一个
拼车的消息，我答应了，可当天太忙就忘了，到
了晚上才想起。”

叶春城还养成一个习惯动作，随时随地摸
一部手机看看，不然就觉得错过了消息，“我不
喜欢开车，怕开车过程中错过消息。去外地的
话，我宁愿坐火车或者长途大巴也不想坐飞
机，因为关机之后可能错过很多消息。”

对于未来，叶春城说，自己内心挺感谢这
些微信好友，让自己坚定了做好线上销售的信
心。叶春城曾同时开过4家线下实体店，目前
只保留了读书梁这一家，就是因为他在尝试中
发现，自己完全可以依托微信搭建的客群平
台，实现火锅外卖订餐、销售、服务等功能，“感
谢这个时代带给我的机遇。”

生命中不能承受
微信好友之多

微信好友20000是怎样一种体验？

在今年1月8日更新的微信版
本中，已支持好友人数突破5000人
上限。对此，很多人不禁好奇：拥有
5000个微信好友是怎样一种体验？

实际上，早在2014年，重庆小伙
叶春城就拥有了第一个5000人的微
信号。如今，他一共有4个5000人
的微信号，每天都会随身携带4部手
机、两部充电宝出门……

看朋友圈“知天下”
70后的周伟是搜狐新闻成

渝运营中心副总编，2016年，周
伟的微信就已有5000好友。之
所以有这么多好友，周伟认为除
了与自己多年从事运营工作有
关，也和自己喜欢结交朋友的性
格有关。

周伟说，自己一般隔10分钟看
一次微信，再久一点未读消息可能
就会形成“红点点”一片。周伟很
喜欢刷朋友圈，因为看一圈下来，
就能知道新闻、娱乐、美食、新景点
等一大波新消息，“我真的有种看朋
友圈知天下的感觉。”

从七八年前开始，每天8点前，
周伟就会在朋友圈发一条“每日品
读”，内容可能是感悟、鸡汤或是喜
欢的文字，再配上一张图片。有好
友评论称：“叫醒我的不是梦想，也
不是闹钟，是伟哥的朋友圈！”

让谁“仅聊天”成难题
31岁的陈韵在渝北区一家传媒

公司上班，她同时兼职做微商，微信
好友目前为 5008 个，微信好友多
给她的副业带来很大帮助。但让
她烦恼的是，现在微信好友虽然
可以突破 5000 人，但之后的好友
只能设置为“仅聊天”，“只能提前给
别个解释一下，不然别人还以为被
我屏蔽了。”

集赞活动总能中奖
28岁的自媒体博主小万说，我

最不怕参加集赞活动啦，因为我有
4900 多个微信好友，凡是参加的一
般都会中奖啦。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
薇 摄影报道

网友体验

▲叶春城有4个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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