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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由重庆市规划局于2013年9月13日核发的重庆
飞腾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正本，
编号：地字第市政500104201300013号，声明作废。
•遗失2017年6月22日核发的渝中区味道厨匠火锅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500112198609031153声明作废。
•遗失赵俞岚身份证、户口本（户主为赵俞岚本人），身份证
号码：500384199011206024，遗失时间为2020年9月6日，
遗失期间如有他人冒用一律无效且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2013年11月核发的重庆市江津区先锋
镇绣庄村第十村民小组的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长寿区万顺镇敬老院公章印章备案
回执（编号50022120131211004），声明作废。
•遗失江函于2020年7月10日在重庆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认购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L标准分区L72-7/02、L72-8/02地块1幢附
24号商品房认购协议，编号：202007109002174，声明作废！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隘口镇新院村民委员会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秀山
支行隘口分理处开户许可证，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872000311802，声明作废。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隘口镇太阳山村民委员会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秀山
支行隘口分理处开户许可证，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872000311701，声明作废。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隘口镇隘口居民委员会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秀山
支行隘口分理处开户许可证，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872000312102，声明作废。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隘口镇富裕村民委员会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秀山
支行隘口分理处开户许可证，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872000311902，声明作废。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隘口镇岑龙村民委员会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秀山
支行隘口分理处开户许可证，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872000311202，声明作废。
•胡文琦遗失鲁能泰山7号定金收据，编号：11124705、首付收据，
编号11125141，代收代缴收据，编号：11125140，特此声明。
•本人陈广（身份证号码:512222195812100036）已遗失重庆
市水工建筑高级工程师证，编号01320100026，声明作废。
•李国英遗失重庆二郎红星美凯龙商场内装修保证金
伍仟元收据，单号：ZY19032700147003，声明作废。
•重庆市扶贫开发办公室机关工会委员会于2020年8月5日遗失工会
法人资格证书副本、法定代表人证，编号为：237100374，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有点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统一信用代
码91500103MA612P4629）股东会研究决定，将公司注册
资本由伍佰万元整减少至壹佰零叁万元整。请债权债务
人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减资公告：经重庆沃博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9MA5XE98408）股东会研究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
由贰仟万元整减少至壹仟伍佰万元整。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寻亲启事
田宇，女，于2005年9月26日晚被发现遗弃
在重庆市城口县明通派出所辖区三排山回头
线的公路边。现由田仁华扶养，如有其生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或其他线索请及时来电反
映，电话：18983195430。特此公告。

弃婴寻亲公告
梁诗琪，女，于2016年10月26日7时许
被发现遗弃在重庆市沙坪坝区西城大道
与西景大道交叉路口。现由梁永福抚
养。如有其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信息
或者其他线索，请及时来电向公安机关
反映（重庆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西永派
出所 联系电话：023-65605110）

公告
李顺同志,你于2020年8月25日起连续旷工。

2020年9月2日,本公司已向你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因邮寄信息有误，现已退回；根据公司规章制度,
相关法律法规,我公司决定自2020年8月27日解除
与你的劳动关系。限你于2020年9月20日前到公司
人事部门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手续。

重庆奥陶纪旅业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重庆市渝北区拟申请报废车辆公告
告各位车主：目前重庆市渝北区长河村无主车停车场已车满为患，
为保证无主车停车场的正常运行，我司拟申请对部分停放时间超过
6个月的无主车车辆按程序进行报废处理。现将拟申请报废车辆
信息进行公告。请相关车主于登报之日起20日内，及时与我司联
系进行认领。逾期未认领的，依法按相关程序进行报废处理。特此
公告。（因版面原因，车辆信息请至长河村车场详查。）

联系人：江女士，联系电话：023-67159086。
重庆市渝北区固体废弃物运输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日

变更声明
因重庆至尚汽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20

日进行了工商法人变更，原重庆至尚汽车培训有限公司法人
代表为：秦钦，现法人代表为：欧邦伟，原至尚汽车驾驶培训
有限公司遗留学员及债务与变更后法人无任何关系，现法人
不承担工商变更前任何法律责任及劳务纠纷，特此声明。

重庆至尚汽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3日

债权转让协议公告
邓新成（公民身份证号码:5002261998804072413）：杨廷
芳已将(2015)荣法民初字第0501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其对
你享有200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债权整体转让给吕林利
（公民身份证号码:500226199009054317）。特此公告。

债权转让协议公告
刘仁勇（公民身份证号码:510231197510010936）、蒋智萍（公民身份证号码:
510231197507110020）、蒋燕红（公民身份证号码:510231196706220025）：
杨廷芳已将(2015)荣法民初字第0630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其对你们享有
500000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债权中的300000元本金及其利息转让给吕林利
（公民身份证号码:500226199009054317）。特此公告。

债权转让协议公告
刘秋芸（公民身份证号码:510231198608082502）、杨正宏（公
民身份证号码:510231197209081313：杨廷芳已将(2015)荣法
民初字第0324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甲方对你们享有300000元
借款本金及利息债权中的150000元本金及其利息转让给吕林
利（公民身份证号码:500226199009054317）。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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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重庆吉申广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
一份，备案回执编号：50038120191113005 声明作废
•刘诚傲遗失身份证，号码500107200006131218，特此声明
•九龙坡区谢家湾跃马咖啡馆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编号JY2500107010394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艳阳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普路倍吉企业管理中心发票章
一枚（编号：500239104413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远卓铝业有限公司公章管理卡编号07605声明作废
•遗失张林夕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142549作废
•遗失周禹吉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注
册编号渝224121229961证书编号00586567）作废
•遗失声明：喻法亮遗失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住院医
药费专用收据，发票号003542526、金额8877.96元作废
•遗失声明：璧山区公安局民警王天灵（警
号208976）警官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云阳县升发糕点店（92500235MA5UNTRA1C）增值税
普通发票.代码：5000172320号码：28962466-28962467作废
•遗失黄丽、张久中之女张蒨于2009年5月22日出
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J500120449声明作废
•遗失刘世魏之女孙诗月于2012年05月15日出
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L50036751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武隆区犇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编
号：5002325011984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市湖北恩施商会遗失一枚公
章，编号5001001173137，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马浩陵不慎，将护士执业资格证
（号码：201950003351）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达立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公章编
号5001124405178；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124405179）声明作废
•深圳大鼎天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遗失交通银行重庆人
民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8312501)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市江津区邦驰木材加工厂公
章一枚，编号5003815020033作废
•遗失重庆讯风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编号：5002435024352声明作废
•遗失奥司苏豪（重庆）置业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1月3日开给
李广川履约保证金收据21037.50元，票号0026389，声明作废。
•重庆广百聚物流有限公司渝DP7658营运证500381030321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市群利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发票
专用章编号5001117003708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合川区梓桥渝斛堂医药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编号：5003827027655）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黎宪511221198209128911韩秀玲450222198608190324
之子黎雅豪2013年7月8日出生证编号M500258455作废
•声明：于2020年8月25日遗失重庆涂鸦炫酷健身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公章一枚（编号：500382705696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帼越商贸有限公司公章一枚，
编号5002278025004声明作废
•雷鸣泉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70832735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玉龙镇卫生院遗失重庆市门
诊医药专用收据2份，批次2018，号码分
别是：037516323、037518336，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重庆新原兴药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203035000N）
股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900万元减至人民币
100万元，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重庆新原兴药业有限公司 2020月9月16日

公 告
重庆满励城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无故拖欠李秋芬女士、李回
归先生租金等费用，因停业发函无人接收，现公告物业管理委托
合同于本公告之日起解除。李秋芬、李回归 2020年9月15日
减资公告：经 重 庆 大 燕 物 流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113MA5YMPC95A）股东会研究决定，将本公司原注册资本
2000万元现减资至5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
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20年9月16日

遗失声明：李代锡遗失沙坪坝区小巷食店《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UBW
AL65，核准日期2017-02-17）、《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编号JY250010600429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成都致澜景观设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重庆华侨城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两份，分别为：（收据日期：2017年
08月08日，收据号：7430604，收据金额：20000.00元整，收据内
容：（B21-2/05）地块景观设计项目投标保证金）（收据日期：2017
年05月08日，收据号：3176029，收据金额：10000.00元整，收据内
容：（A69-11/05）地块(高层)景观设计项目投标保证金）声明作废

公告 重庆吾林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谭千文向本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本局
已于2020年8月31日认定谭千文于2019年10月26日受伤属于工伤。因
你司拒收，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谭千文《认定工伤决定书》（万州人社伤
险认字〔2020〕410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工伤认定
决定不服，可在公告期满后60日内向万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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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6个月内向万州区人民法院申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重庆市万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9月16日

公告 重庆环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机关依法受理邓兴平（男，身份证号
500228198511066338）工伤认定申请一案。经审核后依法作出万州人社伤险
举〔2020〕69号《举证通知书》，并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多次投递此《举证通知书》，
你司拒收，现向你司公告送达。请你司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我局提供
邓兴平与你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工资支付凭证、招工登记表、考勤记录等证明劳
动关系的证据，以及你司认为邓兴平受伤不属于工伤的证据。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重庆市万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9月16日

公 告
因重庆九永高速公路云雾山隧道品质提升施工需要，需对云雾

山隧道进出城方向进行单洞双通管制：
（一）施工工期：2020年9月21日~2020年10月25日
（二）管制时段：全天管制
（三）占道方式：第一阶段：对重庆往永川方向隧道进行交通管

制，利用永川往重庆方向隧道单洞双通，预计工期10天；第二阶段：对
永川往重庆方向隧道交通管制，利用重庆往永川方向隧道单洞双通预
计工期15天。因施工带来的出行不便，请驾乘人员给予谅解！

重庆九永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重庆众耕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635566835XK）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将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
减少为1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持有效证件于本公
告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2020年9月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复瑞炘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358426278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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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黄坤、邱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北碚支行
诉黄坤、邱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公告汪华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北碚支行
诉被告汪华荣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5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

遗失王小华510228198209013894刘载芳510224198608303947
之女王芝彤于2010年6月9日出生的出生证声明作废
遗失王小华510228198209013894刘载芳510224198608303947
之子王裕涵于2012年11月1日出生的出生证声明作废

遗失黄邦兰 工号05788026227 保险代理合同书 作废
遗失孔祥青 工号06115571687 保险代理合同书 作废
遗失刘丹丹 工号06256680377 保险代理合同书 作废
遗失刘丹丹保险执业证00002750000000002019030564作废
遗失曹 平 工号06305121457 保险代理合同书 作废
遗失曹 平保险执业证00002750000000002020000027作废
遗失方 涛 工号06280461717 保险代理合同书 作废
遗失方 涛保险执业证00002750000000002019031723作废
遗失李叶成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70824654作废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本人于2019年4月上旬左右，在铜梁
区水囗果园附近捡到一女婴，看着好
像出生不久，无明显特征，已到铜梁
区东城派出所做DNA鉴定，查询结
果未比中，现寻找亲人。特此公告
联系人：吴长江13527389309

•遗失江北区撒曼利亚文化传播工作室2018.8.08核发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5MA601GT01R声明作废
•遗失刘勇《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证号：渝
A042010005400,操作类别：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声明作废
•黄忠遗失2018年12月20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证号:JY2500108014852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凌空软装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公章1枚，声明作废

声明：本人谢兆华2020年7月14日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
证，证号512223197608027981，自遗失之日起，一切非本
人签名和持证使用身份证签署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均与本人无关,本人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卓大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1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南川区伟昌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06617848-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到家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专用收据（编号：
2123141-2123160三联均遗失，未开具）20份，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沙坪坝区国澳大药房刘娟店（注册号：
500106600449448）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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