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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万达广场入伙公告
尊敬的永川万达广场的业主们：您所购买的重庆永川万达广场的商品房已提前
达到《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我公司将为相关业主办理入伙
手续，相关事宜公告如下：交付范围：重庆市永川区星光大道789号B1地块洋房
35 幢/36 幢/37 幢/38 幢/39 幢/40幢/ 41幢/ 42幢/ 43幢/ 44幢、商铺附8 号
及S3 栋商铺和办公用房。交付时间：2020年11月28日至2020年11 月30
日。交付地点：重庆市永川区星光大道789号附8号1-116、117旁。。交付工作
时间：9:00-17:00。入伙咨询电话：023-81106601 023-85366666。交付前
请您按照收到的（入伙通知书）备齐并携带相关资料本人前往以上地点办理交付
手续。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合同附件的约定，若您
逾期办理交接手续视为房屋已交付。恭祝各位业主与万达共赢财富，万事如意！

重庆永川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5日

•遗失：张帆警官证，警号：107341，声明作废。
•遗失胡熊淋之子王辰钰，于2019年12月08日江津区妇
幼保健院出生的《医学证明》，编号T5003601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赵敏遗失身份证5102121963110246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赵纯芳遗失身份证510230198112080347声明作废
•遗失黄朝扬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308129作废
•声明：重庆市江津滨江新城管理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公章作废
•遗失2014.7.9发张圣壅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3602259039作废
•遗失重庆伊阳运输有限公司公章一枚，
编号5002278033305作废
•遗失重庆启丰花木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5002278027846）印章备案回执作废
•遗失重庆千耀诚物流有限公司渝AN6086营运证作废
•遗失重庆千耀诚物流有限公司渝AN9019营运证作废
•遗失彭水县创胜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公章
一枚，编号：5002435012550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市江津区白沙工业园管理委员会财
务专用章一枚，编号5003817012037作废
•声明：重庆市双福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公章
（印章编码：5003817014940）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建筑企业管理办公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6450439
627A）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构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
自登报之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请债权。联系电话：86565858。特此公告。

公告 参女柳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周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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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9、2050
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裁决结果如下：一、被申请人自收到本裁决
书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周婧2020年6月、7月工资共计3300元，驳回
申请人周婧其他仲裁请求；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康婧婕2020年6月、7
月工资共计7201元，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康婧婕垫付的餐费、桶装水、换灯
泡费、商务接待水果费共计346元，驳回申请人康婧婕其他仲裁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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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渝合高速沙溪庙大桥施工公告
重庆渝合高速公路沙溪庙大桥路段（K919+050-K921+700）出城（重庆至合川方

向）病害专项治理工作将于2020年11月25日--2020年12月25日施工，时间30天。
此路段交通管制为：1、巨梁沱收费站出站关闭。

2、出城方向车道封闭施工，对向车道进行单道双通。
受此影响往巨梁沱收费站方向车辆不能下道，建议车辆提前在盐井收费站

或沙溪收费站下道绕行。为确保施工期间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交通管制期间
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严格按照现场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服从交通
执法人员和现场工作人员的交通指挥，由此带来的不变敬请谅解。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队四大队 重庆渝合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本人熊玲玲(身份证号码512323198201028026)于2020年5
月1日不慎遗失身份证原件。自遗失之日起，上述证件作身份证明或抵
押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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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中晟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14-05-05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500105000604632；
公章一枚编号（5001057006605）；财务章一枚编号
（5001057006606），法人章黄万平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
门诊收费票据 2 张，发票号码：
50494891,金额：440元。发票号码：
50494892，金额440元。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荣昌区昌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26793537229R）股东会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
200万元整减至5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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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重庆川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9MA603BEC1A）股东会决议，将本公司原注册资本1000万
元现减资至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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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重庆奥宗贸易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6058U40Q),请
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重庆奥宗贸易有限公司2020年11月25日

遗失曹树容保险执业证02000750000080020180505623作废
遗失张正宇保险执业证02000750000080020180506361作废
遗失石宗容保险执业证02000750000080020180507993作废
遗失石 敖保险执业证02000750000080020180508441作废

重庆聚油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减少
至10万元。请债权人自减资公告之日起45日内，持有
效证件到公司办理相关法律手续。2020年11年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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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号

重庆风笙品牌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李博雯、李杰、何春桥、李静、李思雨诉你
单位计时、计件工资劳动争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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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1283、1284、1286、1287号仲裁裁决书，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
力，如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情形，可自收到仲裁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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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特此公告。

•遗失彭珞曦.女.2020-10-6出生证编号U500110365作废
•遗失冯阆.男.2010-2-17出生证编号I500245466作废
•遗失重庆市柳平环保建材有限公司财务章
一枚印章编号500237981637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九节河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道路运输许
可证副本渝交运管许可字500109010161作废
•遗失重庆市璧山区绿宇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编号5002278005695）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王朋500231198502026017徐琳500231198711036043
之子王梓昊2009年3月30日出生证I500129527作废
•遗失戚斌渝A8EJ68车辆营运证编号500108056875作废
•遗失北碚区天生路嘉泉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JY25001090055337声明作废
•遗失渝北区御景楼农家乐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编号JY250011200389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李光明不慎将2019年5月28日重庆双福农产
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的5b-1-021仓位保证金收据遗失，
凭证号码:0708896，票据金额1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三友伊菲克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4MA604HQP6W）股东会研究决定，将本公司原注册资本由
2000万元现减资至579.96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
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11月25日
•声明：重庆硕将物流有限公司员工明建峰于2020年8月13日
离职，此后以公司名义所做一切行为均与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茂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公章编号：500222205753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月汀里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公章编号：5001087068664声明作废。
•遗失李家凤保险执业证02000250000080002015130936作废。
•遗失李艳残疾证50010819891012342373声明作废
•重庆海外旅业（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鲁能星城七街区门市遗失旅游合
同，出境CJN0245520，CJN0245524，CJN0245525，CJN0261092，国内
JNN0650500，JNN0653067，JNN0660253，JNN0668300；以上声明作废。
•曾伟遗失澄江海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望峰坪公
寓42栋一606诚意金收据，编号0005392金额50000元；
房款收据，编号0005822金额132003元，声明作废。
•九龙坡区杨家坪雪木建材经营部不慎将财务专
用章（编号：500107606974281）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易昌泰电子有限公司公章一枚，公
章编号为5003834032497，声明作废。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工程造价专业2018年毕业生喻炜
遗失本科毕业证，编号126161201805003669，声明作废
•遗失张维维保险执业证00010050011800002020000477作废
•遗失张修贵保险执业证02004250000080020181006571作废
•遗失瞿 容保险执业证02004250000080002013016509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市江津区昊懿兴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璧山区分公司开具的《保证
金收据》二张收据编号为：00001827，00001828，金额
分别为20000元/张，合计金额40000元。声明原件作废。
•遗失重庆众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公章(50010
38019321)，法人名章(杨冰心)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丰都县大地之鹰艺术团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30MA5U73W03R、公章一枚，编号5002307007066作废
注销公告：经丰都县大地之鹰艺术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MA5U
73W03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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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重庆两江新区童话林幼儿园（曾用名：重庆北
部新区童话林幼儿园）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两江人和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1769002；遗失法人：
奉晓华印鉴章；遗失基本对公账户印鉴片，声明作废。
赵毛羽丰遗失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毕业证，证号：126161201605031347；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学士学位证，证
号：126164201603133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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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遗失潘子豪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证，编号：B1127。声明作废。●王雯茜遗失重庆育才成功学校民办专用收据，号码
000550629，金额 3300 元； 号码：000382775，金额：
9300元；号码：00028369，金额：9300元。声明作废。●遗失袁作炼个体食品许可证正副本，社会信用代码：
500229198911070228，声明作废。●李婷于2019年5月不慎遗失由重庆市社会人才职称改
革办公室颁发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专业为工程管理，资
格名称为工程师。编号：021401112416（身份证号：
371502198507301189），声明作废。●遗失杨秀林奉节县小城（集）镇建设用地许可证原件。
编号2000-362，声明作废。●遗失1999年6月8日核发的重庆市丰都县三明油脂有
限公司名山镇批发部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5002302900319声明作废。●遗失1999年6月15日核发的重庆市丰都县三明油脂
有限公司高镇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5002301900549声明作废。●遗失2000年5月22日核发的重庆市丰都县三明油脂
有限公司名山镇第二批发部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5002301900548声明作废。●遗失罗文志身份证，证号：510212196307175010，特此声明作废。●大渡区明星大药房聚鑫药店遗失中国银行重庆文体路支行
开户许可证，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113034905553，声明作废。●遗失姚勇刚副主任医师（重症医学）资格证书，编号：
090318006769，声明作废。●遗失王玉涵军官证，军字第1269927号，声明作废。●重庆医药新特药品有限公司遗失普通发票5张，发票代
码：050001900105，发票号码：04043919、04790050、
02564121、05410254、05411411。声明作废。● 遗 失 段 心 雨 医 师 执 业 证 书 ，证 书 编 码 ：
1105000000256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天致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章备案回执联，
回执编号：50010020160512016，原印章备案回执作废。●重庆市大足区季家镇新水村村民委员会遗失单位结算账户
开户许可证，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108642201，声明作废。●遗失2014年8月核发的重庆孟古商贸有限公司的财务
章一枚，编号：5001087016454，声明作废。●遗失2017年5月27日核发的重庆市长寿区全琼农业
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3500115MA5U83PF7Y，声明作废。●遗失2018年11月20日核发的重庆市长寿区长岭水果
种植家庭农场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500115MA605XYM1M，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长寿区长岭岗水果种植家庭农场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221104903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江北区兴忠诊所（92500105MA5Y3Y8J25）股
东会研究决定本诊所拟将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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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重庆渝富兴南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9MA5U34ET7P）股东会研究决定，将公
司注册资本由伍亿元整减少至贰亿元整。请债券债务人自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博西科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
5001032108585）股东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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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债权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券债务偿清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 荣 昌 县 富 民 农 副 产 品 专 业 合 作 社
（50022622016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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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中升机械制造（重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224MA6110ET05）股东会研究决定，将公司注册资
本由叁仟万元整减少至叁佰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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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重庆市渝北区大盛镇东兴煤矿（以下称东兴煤矿）于2015年7
月1日依法关闭，东兴煤矿关闭所涉及的欠付职工工资、土地租
金、经济补偿金和工伤赔付等遗留问题已由东兴煤矿清算完
毕。若相关权利人对上述职工工资、土地租金、经济补偿金以
及工伤赔付清算结果有异议或认为被遗漏的，请于60日内持
合法有效的债权凭证及证明资料书面向重庆市渝北区大盛镇
人民政府提出异议或申报。逾期未提出异议或申报，视为对东
兴煤矿清算结果没有异议，重庆市渝北区大盛镇人民政府将依
照清算结果依法支付相关费用。未纳入本次确认的其他相关
债权请自行与东兴煤矿联系处理。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大盛镇人民政府
2020年11月25日

更 正 声 明
四源合（重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0年11
月7日在《重庆日报》刊登的注销公告中，错误写成根据《公司
法》，现更正为《合伙企业法》。正确内容如下：经四源合（重庆）
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4MA61061H0H）全体合伙人研究决定本合伙企业
拟将注销。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到本合伙企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公 告
吴法凤，性别女，生于1989年 9月 23日，身份证号码是
500227198909235721，家住重庆市璧山区正兴镇卫寺村，于
2018年2月20日在重庆市璧山区正兴镇正丹路发现一名被遗
弃的女婴，现在小孩由刘杰，吴法凤夫妇抚养 ，孩子取名为刘
昕颖，为小孩读书上报户口，特此公示。

弃婴寻亲公告
杨心怡，女，于 2011 年被发现遗弃在泉州开发区公
交车上，现由杨光秀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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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
派 出 所 ，联 系 电 话 ：023-
65770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