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公示公告

•南岸区云嘉便利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编号JY15001080208076声明作废
•遗失唐超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001036003333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王爱国，专职律师于重庆鲁本律师事务所，本人不
慎遗失律师执业证，证号：15001201810032988，声明作废。
•遗失2015年2月5日核发的重庆弘伟毅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700750002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弘伟毅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李秀菊遗失注册号为500112600261168的营业执照原件作废
•遗失徐泽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309684作废
•遗失唐容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1880020181201574作废
•遗失涂山伯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1880002015002612作废
•遗失潼南区好灶台餐饮店公章、发票章各壹枚声明作废
•李乾嘉遗失护士执业证书，编码：201550009128，声明作废
•重庆诚利合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编号:
5001137057901) 一枚，特声明作废。
•重庆渝车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证号交运管
渝字500103050997号，车牌号：渝A030BC(蓝色)。作废。
•遗失2017年8月29日核发的巴南区威妮丝美容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3MA5UT39T43作废
•重庆海外旅业(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九龙坡万象里门市部遗失国内
合同JNN0681334，出境合同CJN0244873.CJN0260588声明作废
•王海灵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500227200010130462声明作废
•黄建川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25001030100789作废
•遗失孟泽波一级建造师证(注册号:湘143192001941，
公路工程专业，编号:01118653)。声明作废。
•遗失米子航.男.2020年8月30日出生证U500048886作废
•遗失和平药房潼南县古溪镇靓桂樘连锁
店公章一枚，编号5002237005146作废
•遗失武隆区泰美酒店卫生许可证正副本
渝卫公字（2019）第500232001912号作废
•遗失唐萍保险执业证02004750000080020171202610作废

遗失声明：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不慎将车辆底盘合格证遗
失, 合 格 证 编 号 ：WDE062020316260, 车 架 号:LFCD
HB7P9L1016285，发动机号:DL12001954；合格证编号：
WDE062020316259, 车架号:LFCDHB7P5L1016249，发
动机号: DL12001951；合格证编号：WDE0X2020316258,
车架号: LFCDHB7P6L1016258，发动机号: DL12001964；
合 格 证 编 号 ：WDE032020316257, 车 架 号:LFCD
HB7P9L1016268，发动机号:DL12001969；合格证编号：
WDE072020316256,车架号:LFCDHB7PXL1016392，发
动机号: DL12001968；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杨咏絮（新文化男装）遗失重庆凯谊实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合同保证金收据0048138（29598.4
元）、装修保证金收据00020081（5000元）、收银系
统押金收据0048120（10000元）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城口县河鱼乡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29MA6088FH80）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从100万元减至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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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因丰都县青龙至十直公路改建工程

施工需要，位于双龙镇灯塔村5组土地大
丘共2个坟墓需迁移，请坟主在登报之日
起三日内将该范围内的坟墓迁出，逾期未
迁按无坟主深埋处理。联系人：黄仕海；
联系电话：17782063939。特此公告。

丰都县双龙镇人民政府
2020年10月10日

事业单位注销公告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和根据《中共四川省委

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改革
工作方案>的通知》（川委厅〔2017〕55号）、《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关于加快推进生产经
营类事业单位改革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2020]30号等文件精神，经举办单位同
意，四川省监狱管理局重庆干警接待站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南纪门凤凰台6号 联系人：石小姐，13368087516
四川省监狱管理局重庆干警接待站 2020年9月30日

关于G5021石渝高速丰石段方斗山隧道
养护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公告

G5021石渝高速丰石段方斗山隧道石柱往重庆方向自2020年9
月25日至2021年1月15日封闭施工。石柱至重庆方向车辆借方斗山
隧道重庆至石柱方向单洞单向通行。请经过该路段的驾驶人员按照交
通标志提示信息行驶，并服从现场管控人员的指挥和疏导，严禁擅自驶
入控制区域。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

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四大队
路桥建设重庆丰石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0日

寻亲公告
本人贺勇（身份证510224197002082200）于2014年在

重庆市北碚区缙云山缆车山脚下一道小路口处发现并捡拾一
名女婴，当时女婴身上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围裙，无法确认身
份，一直由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大道519号2幢8单元5-4号居
民贺勇抚养至今。现请该女婴亲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前来认
领，否则重庆市渝北区两路溜马山双凤派出所将依法办理相
关手续。抚养联系人：贺勇 联系电话：13668024740

遗失声明：本人金婷婷（身份证号码：500242200005
248689）购买重庆恒大林溪郡-二期-四组团-18号
楼-1108房，现因购房房款收据（编号：lxjn0301946，
金额：67807元、编号：lxjn0320551，金额：96104元、
编号：lxjn0320553，金额：72元）及契税收据（编号：
lxjn0320552，金额：20445元）遗失，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 重 庆 弘 伟 毅 商 贸 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500107007500026）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
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融盛通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60T7JR7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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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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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城口县娃娃乐孕婴用品坪坝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JY1500229005629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黔江区恩宇大药房公章一枚
号码为5002391082840声明作废

公告
吴朝平，身份证号51230119640228****，于2020年9

月23日至9月28日，连续旷工6天，经行政报工会审议，决
定从2020年10月6日起对你进行开除处理。特此公告。

重庆时代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0日
遗失声明：本人赵海涛身份证号码：32132319900816
6310购买重庆嘉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紫
御江山天誉06-1802及6-1703号房，税费收据
已遗失，收据编号：CQZYS79034、CQZY14321、
CQZY14157、CQZY14320、CQZY14156、CQZYS79036，
金额 21576.76 元、50000元、561856 元、50000元、
644597元、32664.6元，现声明收据作废.由此产生的
法律责任和经济纠纷与本公司无关。

•遗失声明：杨丛铭于2020年9月19日不慎遗失
第二代身份证，号码为：500103199503232115，
自本声明发布注明遗失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
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遗失广州富力地产（重庆）有限公司杨润购
买的重庆富力城二期3B-1-8%23-1单元-905单元
首付款收据，编号：0101508，金额：26452元，声明作废
•王渝冬遗失复地花屿城D16-5-2购房税费收据一张
（编号0187154，金额15295.29元),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何承宇出生证明R500340968声明作废
•遗失廖诗涵出生证明L5004177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付晓村二代身份证号51021419
8008020862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购房人何杰忠，身份证号码：51222919
5902224635，订购重庆市高新区旭阳台北城4-负1-
1259号车位，因本人保管不善，将该车位收款收据（金
额：30000元，票据号：3209682）（金额10000元，票据
号：00825497）原件遗失，现声明房款收据原件作废。

关于重庆古风建材有限公司印章、证照遗失作废声明
2020年8月20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四川发现

（重庆）律师事务所担任重庆古风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
破产清算一案管理人。

管理人自接受法院指定以来，积极开展对债务人接管工作，
通过各种方式、渠道未能联系上债务人，未能接管债务人印章、证
照等资料。为保障债务人财产安全、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破产案件管理人
工作指引（试行）》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声明如下：重庆古风建材有
限公司印章（包括不限于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法定代表人私章、预留银行的私人印鉴及其他印章）、证照（包
括不限于营业执照正副本、开户许可证等）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重庆古风建材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10月5日

注销公告：重庆哈凯广告策划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1MA60CU8P06）经投资人决定拟将注销，根据《个
人独资企业法》的有关规定，请债权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
60日之内，到本企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市北碚区泰盛地质灾害治理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9
1800292）拟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杨专生 电话：
13368483288 重庆市北碚区泰盛地质灾害治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0日

遗失声明：本人冯彬2020年10月6日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
证，证号：50023520021025665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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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签名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遗失沙坪坝区荣鼎面馆2017.9.13核发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UTXF07B,声明作废
•遗失沙坪坝区荣鼎面馆《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编号：JY25001060239847,声明作废

•遗失2016年2月18日核发的重庆随意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4P0W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牟联山（身份证号：512225197110078098遗失
执业药师注册证，注册证号：502218010182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市江津区黑石山校园旅游服
务部公章（5003812004343），声明作废。
•遗失陈维、白世杰之子白恒溢在重庆学府医院出生
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〇50011543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泰美欣鑫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1756219379R）股东会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500万
元整减至10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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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杨秋婷《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证号：渝
A042019044860,操作类别：建筑起重机械司机（S）声明作废
•声明：城口县润丰副食批发部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口支行巴山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81000163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陈奕辛遗失重庆二郎红星美凯龙商场质量保证金
收据:编号A64-S13000523.0003059金额3万元，声明作废。
•遗失南岸区罐着你餐饮店2018.4.20核发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5YUU4B8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三方物流有限公司渝
A0H797营运证卡声明作废
遗失奉节县公竹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奉节支行青正分理处开户许可证J6677000347101作废

遗失杨春梅、向世勇之子向艺于2009年1月14日
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I500220605声明作废
遗失谢元元500110199201092819梅理凤500222199304291424
之女谢雨辰2018年10月4日出生证编号S500135299作废
遗失邓永重庆市保险中介从业人员执业证书.号码
0200005002248000201400365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奋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章50038470
24406发票专用章5003847024407各一枚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盘溪河社区因2018
年办公阵地改造原因，我单位于2020年9月24日遗失
《重庆市城乡居民合作医疗收费专用收据票据》3联共
259份，遗失票据起止号段为006185742-006186000。
•遗失巴南区木洞杨崇贤酒楼食品经营许可证，
编号JY25001130018107，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开具给重庆华
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酒店分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发票代
码5000193130，发票号码09952200、09952201，特此声明。
•张强遗失保险执业证02005250000080020170800155作废
•渝北区龙山街道花园新村社区因疏于管理等原因，
我单位于2020年9月24日遗失《重庆市城乡居民合
作医疗收费专用收据票据》空白票据3联共61份，遗
失票据起止号段为004824940-00482500。
•重庆市开县南门镇月城村4组29号夫焦春华，妻赵昌兰
遗失其女焦一诺出生证列T350330511号，声明作废。

公示公告

重庆市北碚区泰盛地质灾害治理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公司定于2020年11月25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议，请股东重庆市万
州区朝阳环保治理有限公司、杨专生、万文武按时出席会议，商议关于公司注销
等相关事宜。重庆市北碚区泰盛地质灾害治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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