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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建设委员会开具给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农民工工资保障
金收据，金额：175.5万元，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嘉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春，朱勇购买
的重庆富力白鹭湾-1－2#地块－31－1单元102
号房收据两张，收据编号0106939，金额89811元；
收据编号9010430，金额1377154元，声明作废

•遗失沙坪坝区南苑洞子老火锅店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JY25001060135085作废
•遗失重庆市民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JY15002430067950作废
•遗失大足华蓥精冲厂印章备案回执，编号
50022520180815001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忽格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印章
编号：5002331019573）作废
•遗失重庆市潼南区唐老者副食品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JY15001520039031作废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卫星湖街道星湖社区居民委员会（账号
1814010120010001094）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永川支行卫星
湖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0056504声明作废
•遗失永川区萱花小区业主委员会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永川支行萱花路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73649901，账号1803010120010008068，声明作废
•遗失窦文平乡村医师执业证书，编码441500232000059作废
•遗失徐闻晗身份证，号码：500108199305285162，声明作废。
•遗失大足区陌停清吧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00225MA5UPWB07U 作废
•重庆弘煌建设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资
金往来结算票据，编号(2018)No:001062164作废
•遗失经济技术开发区焖仔餐馆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JY25001080108024作废

渝合高速桥梁检测施工公告
渝合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将于2020年12月26日~2020年12月28日

对渝合高速公路三座特大桥（马鞍石嘉陵江大桥、北碚嘉陵江大桥、沙溪庙
嘉陵江大桥）进行定期检查及变形监测工作。为确保施工期间过往车辆的
行车安全，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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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具体施工时间：

2020年12月26日23：30～次日6：30同时对沙溪庙嘉陵江大桥左右
幅实施变形检测。进城：三环至北碚方向、沙溪至北碚方向、合川至北碚方
向，出城：盐井至三环、合川方向车辆将在此时段受施工断道影响不能通
行。进城车辆可在沙溪下道后绕行地方道路或经三环绕行至北碚重庆；出
城车辆可在盐井或巨梁沱下道绕行地方道路至沙溪或云门上道。

2020年12月27日23：30～次日6：30同时对马鞍石嘉陵江大桥左右
幅实施变形检测。进城：蔡家立交、三溪口、翡翠至北环方向。出城：礼嘉
立交至蔡家、北碚方向的车辆，将在此时段受施工断道影响不能通行。进
城车辆可在蔡家下道后绕行国道212或经中环快速干道绕行至内环高速；
出城车辆可在礼嘉立交下道绕行中环快速干线至蔡家立交上道。

2020年12月28日23：30～次日6：30对北碚嘉陵江大桥出城方向和
进城方向实施变形检测。到时检测一侧桥面封闭，另一侧实施单道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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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合璧津高速团坝互通人行天桥拆除
采取占道施工的公告

因重庆合川至璧山至江津高速公路土建三标项目团坝互通人行天桥拆
除施工需要，经市交通局《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渝交管养许【2020】821号批
准，相关路段将于近期实施占道，现将占道措施公告如下：

一、施工路段：渝遂高速YSK381+500至YSK383+000段
二、占道措施：拆除渝遂高速K382+658处人行天桥，利用渝遂高速

K381+500处和K383+000处转换口依次对进出城方向进行单道双通，单道
双通时间为：2020年12月29日（上午8：00-下午18：00）。

三、占道期间通行相关路段的注意事项：进城方向三轴以上货车和危化
品车辆经铜梁枢纽互通、三环高速、渝蓉高速绕行，出城方向三轴以上货车和
危化品车辆在绕城渝遂互通经渝蓉高速、三环高速绕行。如遇雨天或特殊情
况，工期顺延，请广大驾驶员出行前提前注意了解最新路况信息；通过相关路
段前应提前控制车速、观察路面标志标牌；通行中注意文明驾驶、守法驾驶，服
从高速公路执法人员和工作人员指挥，不得随意超车、停车。对违反本公告要
求的单位和个人，高速公路执法机构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合璧津高速公路土建三标项目经理部

中铁建铁发渝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五支队二大队

减资公告：经重庆中恒朗廷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00000MA60NMPF51）股东会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
6800万元整减至100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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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千亿嘉网络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602FDX2Q）股东会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500
万元整减至1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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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千亿嘉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MA5YXH4683）股东会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500
万元整减至1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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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重庆进财易信息技术工作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1MA60AG073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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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张忠新、陈璐之子张琛颢在重庆市梁平区正康医
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073162声明作废。
•遗失胡彬、邱群之子胡家昕在重庆市梁平区人民医院
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135771声明作废。
•赵琳遗失南译学院学生证,学号1801021029,声明作废。
•遗失但笙榕、杨晟之女杨雯婷2019年9月25日在重庆市第五人
民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2484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市自然健康疗法研究会遗失重庆市社会团
体会费统一收据50份，票号3087018-3087501，声明作废。
•重庆市丰玖物流有限公司渝DW1193营运证500381031094遗失作废
•遗失刘小花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0600151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群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231MA5UD7QRX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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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节县朱衣镇农业服务中心关于拟解除周长波同志聘用合同的决定
周长波，男1973年2月28日出生，该同志于2009年6月与我单位签订
《岗位聘用合同书》，从事农技工作，合同期自2015年12月28日起至
2018年12月27日止。因周长波同志自2018年2月1日未假离岗，已连
续旷工超过15个工作日，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652
号）第十五条、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
见》（国办发[2002]35号）第六条第二款第一项、《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渝府发[2003]37号）第
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经研究决定，拟解除与周长波同志的聘用合同。

奉节县朱衣镇农业服务中心 2020年12月25日

公 告
重庆星笙婴母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申请人施帆、宣明灯诉
你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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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6、1547号仲裁裁决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裁
决结果如下：一、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施帆2019年9月26日至2019
年12月31日工资合计69,034.48元，限被申请人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
起三日内予以支付。二、1.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宣明灯2020年11月
至2020年6月29日的工资共计29,040元；2.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20
年6月29日解除；3.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宣明灯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
补偿3949.09元；4.驳回申请人宣明灯其他仲裁请求；以上款项共计
32989.09元，限被申请人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予以支付。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本裁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本裁决书即发生
法律效力。一方不履行的，另一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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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

公 告
重庆学析优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申请人晏宏宇、高龙、胡书姝、张江琼诉你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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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802、960、1155号仲裁裁决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裁决结果如下：
一、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晏宏宇2020年1月至2月9日的工资共计10,454.02
元，限被申请人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日内付讫。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高龙2020年1月至2月9日的工资共计9839.08元，限被申请人自收到本裁决书
之日起三日内付讫。三1.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胡书姝2020年1月至3月的工
资9260元；2.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胡书姝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6000元；3.
驳回申请人胡书姝其他仲裁请求；以上款项共计15,260元，限被申请人自收到本
裁决书之日起三日内予以支付。四、1.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张江琼2020年1月
工资3500元；2.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张江琼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398元；3.驳
回申请人张江琼其他仲裁请求；以上款项共计3898元，限被申请人自收到本裁决
书之日起三日内付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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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用人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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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向本委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消裁决。逾期不起诉或申请撤消裁决，
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不履行的，另一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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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

公 告
沈阳洪喆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申请人李朝然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渝两江劳仲案字〔2020〕第1536号仲裁裁决书，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裁决结果如下：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劳动关系于
2020年9月25日解除。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李朝然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1,
326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61,326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27,256元、停
工留薪期工资40,884元、劳动能力鉴定费及检查费608元；三、驳回申请人的其
他仲裁请求；上述款项共计191,400元，限被申请人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五日内
付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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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委所
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被申请人逾期不按照本裁决规定的期限履行支
付义务的，申请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2月25日

公 告
重庆星笙婴母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刘雷诉你单位劳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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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7号仲裁
裁决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裁决结果如下：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刘雷
2019年10月8日至12月18日工资合计5600元，限被申请人自收到本裁决书之
日起三日内予以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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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用人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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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
三十日内向本委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消裁决。逾期不起诉或申请撤消裁
决，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不履行的，另一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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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

公 告
长沙君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本委受理的申请人熊艳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渝两江劳仲案字〔2020〕第1144号仲裁裁决书，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裁决结果如下：驳回申请人熊艳全部仲裁请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逾期不起诉，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不履行的，另一方可申请有管辖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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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

公示公告

•遗失王燕之子谢柏林于2015年2月5日出生
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1877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硕玛商贸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00
2211054205）和发票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市昱池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因名称变更，将公章
（编 号 ：5003817030952），发 票 专 用 章（编 号 ：
5003817030953），财务章（5003817092134）声明作废

公告
重庆屯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作出关于你单位工伤职工周素怀劳动能
力鉴定，结论为：“伤残玖级，无生活自理障碍”（万劳鉴伤[2020]406号），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鉴定结论。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你单位不服本鉴定结论，可以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重庆市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提出劳动能力再次鉴定申请。重庆市万州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公 告
四川诚毅隧道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作出关于你单位工伤职工陈道发劳动能
力鉴定，结论为：“伤残玖级，无生活自理障碍”（万劳鉴伤[2020]415号），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鉴定结论。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你单位不服本鉴定结论，可以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重庆市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提出劳动能力再次鉴定申请。重庆市万州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公 告
重庆市华洲建设有限公司：本委已作出关于你单位工伤职工陈敦东劳动能力
鉴定，结论为：“伤残捌级，无生活自理障碍”（万劳鉴伤[2020]417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该鉴定结论。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你单位不服本鉴定结论，可以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重庆市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提出劳动能力再次鉴定申请。重庆市万州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公 告
重庆恒炫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已作出关于你单位工伤职工杨金武劳动
能力鉴定，结论为：“伤残玖级，无生活自理障碍”（万劳鉴伤[2020]424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鉴定结论。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你单位不服本鉴定结论，可以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重庆市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提出劳动能力再次鉴定申请。重庆市万州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公 告
万州区北山顺鸣祥餐饮店：本委已作出关于你单位工伤职工王中德劳动能力
鉴定，结论为：“伤残玖级，无生活自理障碍”（万劳鉴伤[2020]426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该鉴定结论。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你单位不服本鉴定结论，可以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重庆市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提出劳动能力再次鉴定申请。重庆市万州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遗失重庆市雅奇思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公章，声明作废。
•江津区快乐副食店发票专用章5003817020561声明作废。
•重庆白云化工研究所遗失2016年07月08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20307945XR声明作废。
•重庆白云化工研究所遗失原公章一枚。重庆白云化工研
究所公章回执（编号5002271801011）一份遗失，声明作废。
•经营者：冉伟遗失2017年07月2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2MA5UQ9LL5G声明作废。
•巴南区伟东米粉加工坊遗失2018年05月1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3MA5YX5553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商业储运公司3-1-135号摊位保证金收
据壹张，号码19695，金额3000元，陈新国 声明作废。
•成都快乐柠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巴南万
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019.07.31开具的装修押
金收据，号码00003075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马卡鲁户外运动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1月
20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000040706；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500105681477356；
另公章、财务章、法人私章均遗失，特此声明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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