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重庆市铜梁区左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渝 A285CF（500224014903）运输证声明作废
•遗失周祖兰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JY15001090039251作废
•遗失郑世英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正本，
证号500102100131作废
• 遗失重庆汇州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备案回
执：50011220201012072 作废
•遗失重庆市璧山区平都农机专业合作社公章
一枚，编号 5002278053406 作废
• 遗失重庆市北碚区童家溪镇人民政府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JY35001090015517 作废
• 声明：
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石笋山村村民委
员会公章一枚，编号 5003817064302 作废
• 遗失丰都县罗长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证号：JY15002300057141，声明作废。
•遗失彭水县绝佳羊肉餐馆公章一枚（未备案），
声明作废
•遗失彭水康桥中西医结合医院发票专用章一
枚，编号：5002435012421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大足区辉燕食用菌种植场印章备
案回执，编号 500225201412230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忠县瑞诚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劳务派遣经营
许可证正本，证号:忠人社遣许字2017003号，声明原正本遗失。
•

公示公告

•重庆道衡升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2015 年 01 月 27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905007743377）声明作废
•重庆道衡升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5009053
27817469）；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32781746-9）声明作废

声 明

北京得实达康系统集成有限公司遗失一张 2016
年 6 月交纳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公
司伍万元的保证金收据，此收据作废。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经重庆桐道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00103MA5U6WF68A）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 300
万元整减少至100万元整。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请债
权债务人于见报45日内到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公告 牟凡林、重庆冉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兰州新区佳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张银春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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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华:本院受理原告宋永容与被告周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周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原告宋永容借款5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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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何红艳之子丁子珊于2017年7月17日在重庆市江津
区中心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150575作废
• 遗失付婷之子韩梓轩于 2017 年 11 月 25 日在重庆市江津
区第二人民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268720作废
• 遗失巫山县建国建材经营部发票专用
章一枚编号 5002379825898 声明作废
•遗失向小岚护士执业证书编号
200942028501 声明作废
•遗失汪玉霖.男.2016-11-3出生证号Q500097448作废
• 遗失重庆市璧山区城市管理局非税收入一般
缴款书(收据)(2018)N0：001357852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璧山区园林绿化管理所非税收入一
般缴款书(收据)(2018)N0：001360290 声明作废
•遗失北碚区麒麒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 JY25001090041050 声明作废
• 遗失北碚区开进串串香食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 JY25001090016888 声明作废
注 销 公 告 ：经 重 庆 市 大 足 区 宏 声 幼 儿 园（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5001116608709259）研究决定，本幼儿园拟将注销。根据《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有关规定，须登报予以公告，请相关债
权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幼儿园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唐若汐.女.2011-1-11出生证编号K500192727作废
•遗失杜冰成.男.2017年5月11日出生证编号R500091307作废
•遗失杨迪凯.男.2007年7月27日出生证编码H500218847作废
•遗失重庆丰达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002307006843）一枚声明作废

寻人启事

宋鲜，女，身份证号 522725198910**3028。我公司欲联
系宋鲜办理股权相关事宜，现我公司多方与其联系未果，
特登报声明寻找宋鲜。请本人见报后速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方式：雷雯亦，电话：15123163062
重庆铜爵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寻人启事

宋乐蒲，男，身份证号 513022196409**0014。我公司欲
联系宋乐蒲办理股权相关事宜，现我公司多方与其联系
未果，特登报声明寻找宋乐蒲。请本人见报后速与我公
司联系。联系方式：雷雯亦，电话：15123163062
重庆惠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寻人启事

丛嗣育，男，身份证号 220204198602**0011。我公司欲
联系丛嗣育办理股权相关事宜，现我公司多方与其联系
未果，特登报声明寻找丛嗣育。请本人见报后速与我公
司联系。联系方式：雷雯亦，电话：15123163062
重庆泽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公告

重庆东易日盛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委受理颜化兵诉你单位的劳动争议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渝两江劳仲案字〔2020〕第2184号，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裁决结果如下：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20年8月10日解除
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5,000元、一次性工伤医
疗补助金13,628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40,884元、停工留薪期工资30,000
元、鉴定费及鉴定检查费504 元、护理费480 元。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
求。上述款项共计120,496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
支付完毕。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
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向本委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一方当事人逾期不起诉或不申请撤销
又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1月20日

公告

重庆帝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潘鸿宇与你单位劳动争议
案（垫劳人仲案字〔2020〕第155号），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单位送
达仲裁裁决书，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规定，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你单位可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垫江
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垫江县桂阳街道月阳路劳动小区504室）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如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重庆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垫江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 遗失重庆江南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渝 B92T20 周强
社保预缴收据一张（收据号:9054912）声明作废
•重庆市交通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黄江华（51120319740
7115153）遗失重庆市监理工程师证书。编号：2004896，作废
• 重庆招商依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给王福利（身份证号
510282198101268025）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共 4 张遗失，
发票代码：5000172350，发票号码：00125223，金额10134元；
发票号码：02573316，金额：10134 元；发票号码：02573426,
金额10134元；发票号码：02573476，金额10134元，声明作废

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江劳人仲公字（2020）126号
重庆路然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何凡诉你单位因计时、计件工资等劳动
争议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渝江劳人
仲案字﹝2020﹞1895号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并定于2021年2月
2日上午9：30分在本委仲裁一庭（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22号4楼4-36
室）开庭审理，请你单位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仲裁。特此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江劳人仲公字（2020）127号
重庆祥恒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李德禄诉你单位因确认劳动关系等
劳动争议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渝江
劳人仲案字﹝2020﹞1826号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并定于2021年2
月1日上午9：30分在本委仲裁三庭（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22号3楼321室）开庭审理，请你单位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仲裁。特此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江劳人仲公字（2020）124号
重庆浩佳创侨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吕静诉你单位因计时、计件工
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等劳动争议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渝江劳人仲案字﹝2020﹞1816号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仲
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并定于
2021年2月1日上午9：30分在本委仲裁二庭（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22号4
楼4-38室）开庭审理，请你单位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仲裁。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渝中区公安分局南纪门派出所郑

治明(警号：100910）警官证遗失，特此声明。
• 遗失陈浩、桂璐之女陈梦露于 2014.9.15 在重庆市江北区妇
幼保健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50022087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甘露的护士执
业证书，编号 201350000291 声明作废。
• 遗失开县文峰街道中心卫生院（开县肛肠专科医院）
邹芬的护士执业证书，编号201150003081声明作废。
•重庆市九龙坡区麦克红康福容药店遗失药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证号：渝CB0080226（换证）声明作废。
•重庆市江津区俊毅洗车场发票专用章5003817014686作废。
•江津区荣兴食品经营部公章5003817056445声明作废。
•声明：
梅良均发票专用章5003817080489 声明作废。
•遗失2010年06月13日核发的(个体经营者:郑建勇)个体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5600162775)，声明作废。
•遗失李婷婷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
2016 级音乐学院音乐表演结业证，特此声明
• 杨玉才不慎遗失车牌渝 AN7E19 道路
运输证，证号 50010502682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重庆三钢钢业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56247345F），经股东
大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8325.2091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8308.0218万元，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重庆三钢钢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我单位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万达广场支行开户

许可证，账户名称：重庆莳花纪花艺设计有限公司，核准号：
J6530074833602，账号：3100212109000039930，声明作废
•本人唐贇(身份证号310107198106101352)于2020年6月遗失重庆市绿
地保税中心四期一组团2号楼30-2购房契税和维修基金收据，声明作废
•遗失潼南区盛夏食品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编号 JY25001520048117 声明作废
•遗失缐拓、吴限之女缐一一 2015 年 9 月 9 日在重庆市南坪武警重
庆总队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137474声明作废
•遗失刘亚运保险执业证00000550011301002019002159 作废
•遗失简亚春身份证 510203196804280018 声明作废

收养认领寻亲公告

欢迎刊登

公示公告

蒋开蓉（住址：重庆市梁平区明达镇天台村1组；身
份证号：512224197201142343）于2015年2月23
日在明达镇小学旁捡拾一名女婴抚养至今，女婴当
时身穿白色衣物，随身物品一条粉红色小毬子，现
取名蒋晓意，现如有亲生父母看到此信息，请尽快
到蒋开蓉处认领，联系电话：15767092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