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遗失声明
遗失重庆如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
一枚，印章编号：5003817039385，声明作废
• 遗失丰都县兴义镇大池坝村村民委员会于 2011 年
07 月 26 日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
行兴义分理处的开户许可证，帐号是2706050120010
000771.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694000331504，开户许
可证编号65300014595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益源遗失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大学英语高级
涉外文秘专业本科结业证书，证号：135881201805001650，声明作废。
•谭志兰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182188遗失补办
•彭相龙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4155551遗失补办
•遗失重庆安禾律师事务所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 遗失重庆市素之王食用菌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500238051736114、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051736114作废
•遗失张亮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JY35001130049990 和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JY35001130049981声明作废
• 遗失长寿区傅强工程设备租赁站公章备
案回执，编号 50022120181229009 作废
•遗失苏明月餐饮服务许可证，
编号JY25001030023588作废
• 声明：
重庆罗曼齿轮箱有限公司合同专
用章（1），编号 5003815007401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徐德堂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

公示公告

2020—71
根据国家和重庆市相关规定，
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重庆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公开出让以
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重
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公开
出让交易环节的组织实施。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减资公告:经重庆科泰油气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5U8E2B81）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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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乐其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MA614KUC4L）股东研究决
定，公司注册资本由50 万元整减少到5万元，请债权债
务人45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事宜。2020年11月21日

遗失重庆绿地海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给况近梅的
契税收据，No.D9054628，金额6567.25元，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绿地海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给况近梅的
房款收据，No.S9035441，金额96220.00元，声明作废

（二）工业类
序号

20152

序号

两江新区水土组团A分区

大渡口区大渡口组团S分区

宗地位置

沙坪坝区沙坪坝组团G分区

宗地位置

一、基本情况
（一）商住类

G20077

江北区唐家沱组团F分区

G20078

G20079

备注：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减资公告：恭鼎和（重庆）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60P91J0Q)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将注册资本由800万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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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
减资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重庆红天贵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60KY2B2K），拟将注册资本由100万
元减少为10万元,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重庆红天贵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20年11月21日
•遗失2019-4-26发李晓亚营业执照副本92500117MA60C6A974作废
•遗失吴禄芳印鉴章一枚声明作废

土地用途

76886

土地出让面积（㎡）
总计容建筑面积（㎡）

地块规划编号

交通场站用地兼容二类居住用地

建筑密度

≤35%

产业类别

G16-3-1/04地块

≤207000（总建筑面积）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容积率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5%

0.7≤容积率≤1.5

≤207000（总建筑面积）

土地出让面积（㎡）

1.0≤容积率≤1.5

38672

48132

115558

土地用途

62122.1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

二类工业用地

0.7≤容积率≤1.5

交通场站用地兼容二类居住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3321.3

小计

一类工业用地

G16-3-2/04地块

地块规划编号

A49-1地块

S5-3-2（部分）地块

F03-1-1/05（部分）地块

•遗失重庆市大足区旗袍文化协会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足支行开户许可证J6530087646801声明作废
• 遗失城口县曾召友生猪养殖场公章编
号 5002297005386 一枚声明作废
• 遗失重庆市武隆区两河口水力发电站（普通合
伙）公章一枚编号：5002325030873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开州区大进镇明洪村互助合作扶贫协会社会团体法
人登记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5002345922818967作废

本人周冬青2020年11月15日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证，
证号41293219671115159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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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唐涛东不慎将2017年6月15日汇入重庆
双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07a-027、028 号保
证金票据遗失，收款收据票号 8130119、8130120，
票据金额均为6337.5元。特此声明作废。

公告

我司员工王海（51162119861207****）你于 2020 年 11 月
12日在未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离开单位一直未回岗工作，我
司通过多种方式通知你，你拒不返岗。根据公司员工守则第八章
第二项规定，现我司正式和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特此公告。
重庆市永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公告

由重庆海博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涪陵奥体中央公园1#、2#
楼主体土建及安装工程已于2014年6月完工并交付使用。2019
年11月质保期已满。请与该工程相关的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
起45日内，来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事宜，逾期公司概不认可。
重庆海博建设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1日

声明函

我单位于2020年11月19日收到一份以我单位名义出具的检测报告，(项
目名称:莎车县县城污水治理及综合利用工程，报告编号:PCJCBG2020-RT-LY14)经核实该项目检测事项与我单位无任何关联，且此报
告为伪造报告，我单位对此报告及检测结果不承担任何责任。特此声明!
重庆鹏程无损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9日

≥30%

绿地率
出让年限

≥15000

/

≥10000

50年

≥7500

/

≥5000

≥10000

≥30%

≥5000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产出要求（万元/公顷）

寻亲公告

马 培 会（女 ，51352119710228
1186，户籍地重庆市渝中区西三街
11 号 14-6）于 2015 年 5 月 30 日在
重庆市九龙坡区白市驿镇森林公园
捡拾了一个女婴，当时未报警，后其
为该女婴起名叫周思琪。现请该女
婴亲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前来认领，
否则重庆市渝中区望龙门派出所将
依法办理户籍等相关手续。
联系电话：63657225
2020年11月21日
•遗失重庆七卡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枚，
编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20732

竞买保证金（万元）

身份证复印件和户口本复印件、个人照片遗失声明

70

1.该宗地总建筑面积为207000 平方米（含配套车库及设备用房57000 平方米）。
2.交地后3个月内开工，开工后3年内竣工。

本人邓仕为（身份证号 510225197612086344）于 2020 年 11 月
17日不慎遗失户口本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及两张一寸个人照
片，自遗失之日起，任何以上述证件作身份证明或抵押、签署的具
有法律效力之文件等均非本人授意或签署，若非本人持证使用，
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本人一概不予承担负责，特此声明。

身份证复印件和户口本复印件、个人照片遗失声明

本人王英（身份证号 510223197407153963）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不慎遗失户口本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及两张一寸个人照片，
自遗失之日起，任何以上述证件作身份证明或抵押、签署的具有
法律效力之文件等均非本人授意或签署，若非本人持证使用，由
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本人一概不予承担负责，特此声明。
通 知

备注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竞买保证金（万元）
备注
1.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大渡口区生态环境局关于大渡口区S5-3-2（部分）地块工业用地进行出让公示
9799
1960
相关条件的复函》
（渡环函〔2020〕59号）。2.开竣工时间：交地后3个月内开工，开工后2年内竣工。
1.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关于两江新区水土组团A48-4地块等6宗建设用地环
3541
709
保意见的函》
（渝环两江函〔2020〕122 号）。2.开竣工时间：交地后3个月内开工，开工后2年内竣工。
1.环保要求详见《重庆市江北区生态环境局关于港城工业园区A片区唐家沱组团F分区F03-1-1/05号
部分宗地土壤环境管理的复函》
（江北环函〔2020〕58号）。2.开竣工时间：交地后3个月内开工，开工后2
年内竣工。
349

103656

50年

出让年限

50年

50年

号为 500108714967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腾治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编号
50038120150709014 声明作废。
• 李光碧遗失重庆市綦江区中医院开具的门诊医药费专用收
据，编号029561338、029561339 金额1016.5元，声明作废。
• 田亚峥遗失重庆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保证金收
据,号码1501234,时间2015.12.01，金额51923.85声明作废。
• 遗失魏华、
谭莲之女魏依然 2012 年 10 月 5 日在开州区岳溪
镇中心卫生院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165342 声明作废。
•声明：
江津区唐玉宾馆发票专用章5003817076074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熟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章5003817074965 作废
•遗失龚佳丽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0600102020001928 作废。

公告 余惠:本院受理原告吴洪宾诉被告余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余惠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吴洪宾借款 40000 元，并从 2020 年 7 月 9
日起，以4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利随本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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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方刚:本院受理原告吴洪宾诉被告陈方刚民间借贷纠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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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陈方刚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吴洪宾借款7000元，并从2020年7
月8日起，以7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利随本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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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益兰:本院受理原告吴洪宾诉被告梁益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梁益兰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吴洪宾借款16500元，并从2020年
7月9日起，以165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利随本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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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重庆供销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遗失一台耐久巡洋舰4461CC
越野车（车架号：JTMHV01J3K5044124）相关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货物进口证明书（编号：H02200109847），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入 境 检 验 检 疫 进 口 机 动 车 辆 随 车 检 验 单（ 编 号 ：
120000003774286006），强制性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轻型汽油
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遗失一台耐久巡洋舰 4461CC 越野车（车架
号：JTMHV01J3K4289088）相关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货物进
口证明书（编号：H02200109846），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
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编号：120000003774286005），强制性产品认
证车辆一致性证书，轻型汽油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渝北区赵四坝坝茶馆2013.08.20核发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5Y88C416,声明作废
•重庆天爱心理咨询中心未经公安机关备案自行刻制的
公章、财务章（编号均为：500103230134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锦富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公章(50010
01142412)，法人名章(林茂华)各一枚，声明作废
• 乾承鼎立（重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 2020.4.21 发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60ULPX88；遗失公章（编
号 5002263066078）；遗失财务专用章（编号 5002263066079）；遗
失发票专用章（编号5002263066080）；遗失李寅法人章，声明作废
• 遗失重庆巧咏商贸有限公司财务章一枚，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5YTNANX6，声明作废

公示公告
欢迎刊登

二、报名期限
2020 年 11 月 21 日 12 时－2020 年
12 月 11 日 12 时。
三、申请人资格
申请人应具备的竞买资格要求详见
竞买须知。
四、出让资料查阅、下载
申请人可在报名期限内到重庆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领取出让资料（
《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竞买须知》、宗地
规划条件、宗地规划附图、
《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示范文本）以及其
他相关文件），也可在报名期限内登录重
庆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网 址 ：http://
www.cqggzy.com），进入重庆市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
（网 址 ：https://td.cqggzy.com/），查
阅、下载出让资料。
五、报名方式和程序
本次公开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可采取现场报名或网上报名方式：
（一）现场报名：申请人可于报名期
限内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到指定账户，
并持报名资料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提交报名申请。经审查通过的，重庆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确认其竞买资格。
（二）网上报名：申请人可于报名期
限内登录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
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提交竞买
申请，在报名期限内足额交纳竞买保证
金，提交报名资料电子档。经审查通过
的，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确认其竞
买资格。
六、交易方式
报名期限内只有 1 家申请人取得竞
买资格的，采用挂牌方式出让；报名期限
内有 2 家以上（含 2 家）申请人取得竞买
资格的，
将采用现场拍卖方式出让。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若申请
人在拍卖环节均未竞价，竞买保证金最
先到账的申请人将确定为竞得人，并以
起拍价作为成交价。
七、竞买保证金交纳
（一）现场报名：申请人在持报名资
料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报名
申请前，须在报名期限内交纳保证金至
指定保证金账号。
（二）网上报名：申请人在报名期限
内登录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
业权网上交易系统并提交竞买申请后，
交易系统自动生成随机保证金账号。申
请人应在报名期限内交纳竞买保证金至
随机保证金账号。
（三）竞买保证金可用人民币、港元、
美元、欧元、新加坡币、日元支付。使用
外币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境内或境外申请
人，应选择对应保证金交纳账号，并按保
证金到账当日的外汇买入价等值竞买保
证金的外币交入外币专用账户。采用外
币或境外人民币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
人需提前与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
系，
确认交款方式和账号。
（四）保证金账户只接受银行转账或
电汇方式，不接受现金或现金汇款，不得
代交。
八、联系方式
（一）出让人及联系方式
出让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
龙山大道 339 号，联系人：朱先生，联系
电话：023-63878281。
（二）承办机构及联系方式
承办机构: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
6 号渝兴广场 B9、B10 栋，联系人：王先
生，
联系电话：
023-63628117。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 年 11 月 21 日

受投资人委托“重庆董先生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我公司）已
经将投资款投资到“湖南康曻恒医疗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并签署
相关协议。现通知以下投资人于 30 日内到我公司签署《委托持股协
议》，若逾期未签署导致出现的法律问题，我公司概不负责，特此声明！
投资人签合同名单：杨鸿飞、邓翔天、冯中银、翁渝明、田永兰、
吴朝庆、孙川、张华龙、彭飞、张杰、邹保、翁斌、李君强 、董凤 、赵益
红、许莹、陈金超、赵一芳、梁风琴、李德祥、梁红、张玉玲、丁玉凤、
宋欣霞、潘江涛、杨琴、黄丽霞、向明、余秋霞、祝火、汪文艺、王艳
玲、丁佳、陈雪峰、贾鹏、兰春庆、翁斌、冯媛
重庆董先生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