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公示公告公示公告

遗失以下单位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荣昌县安富粮油食品站清江粮油管理所（注册号90385059）
荣昌县安富粮油食品站第二经营部（注册号90386250）
荣昌县安富粮油食品站（注册号20385696）
荣昌县吴家粮油食品站（注册号5002261800086）
荣昌县昌元粮油食品站外西街门市部（注册号5002261900221）
荣昌县双河粮油食品经营部（注册号90386468）
荣昌县双河粮油食品站（注册号5002261800357）
荣昌国家粮食储备库东益经营部（注册号90387648）
荣昌县粮油总公司电脑部（注册号90387752）
荣昌县昌元粮油食品站（注册号90386087）
荣昌县昌元粮油公司（注册号5002261800235）
荣昌县昌元镇粮油食品站大东街门市部（注册号5002267900216）
荣昌县昌元镇粮油食品站火车站门市部（注册号5002261900217）
荣昌县广顺粮油食品站昌元镇外西街经营部（注册号5002261900996）

遗失以下单位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荣昌县广顺镇粮油食品站一门市部（注册号5002261901117）
荣昌县广顺粮油食品站二门市部（注册号5002261901118）
荣昌县广顺粮油食品站销售科经营部（注册号5002261901116）
荣昌县盘龙粮油食品站远觉门市部（注册号5002261901276）
荣昌县盘龙粮油食品站合靖门市部（注册号5002261901277）
荣昌县广顺粮油食品站清江粮点（注册号5002261901246）
荣昌县广顺粮油食品站安富粮站（注册号5002261901245）
荣昌县吴家粮油食品站食品门市部（注册号90387142）
荣昌县吴家粮油食品站水口寺粮油门市部（注册号90387145）
荣昌县吴家粮油食品站荣昌粮油批发部（注册号90387143）
荣昌县吴家粮油食品站吴家粮店（注册号5002261900188）
荣昌县吴家粮油食品站观胜粮点（注册号5002261900191）
荣昌县吴家粮油食品站铜鼓粮店（注册号5002261900192）
荣昌县吴家粮油食品站十烈粮店（注册号5002261900190）

遗失以下单位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荣昌县仁义粮油食品站古昌粮店（注册号90386173）
荣昌县吴家粮油食品站清流粮店（注册号5002261900189）
荣昌县昌元镇粮油食品站（注册号90386087）
荣昌县双河粮油食品站清升粮店（注册号5002261900684）
荣昌县双河粮油食品站金佛粮店（注册号5002261900682）
荣昌县双河粮油食品站治安粮店（注册号5002261900683）
荣昌县广顺粮油食品站（注册号5002261800388）
荣昌县广顺粮油食品站华江粮店（注册号90385356）
荣昌县安富镇粮油食品站（注册号90385878）
荣昌县荣隆粮油食品站经营部（注册号90386299）
荣昌县荣隆粮油食品站W（注册号90385951）
荣昌县荣隆粮油食品公司（注册号20385783）
荣昌县盘龙粮油食品站（注册号5002261800469）
荣昌县安富粮油食品站经营部（注册号90387027）

重庆市潼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八点半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本委受理蓝海斌与你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单位地址
无人签收，依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委渝潼劳人仲案字〔2021〕第93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起60日内
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潼南区桂林街道金佛大道41号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303室），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到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汗点食品有限公司债权债务申报及财务对账公告函
致汗点食品各位合作伙伴：

重庆汗点食品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我司）于2021年5月28日
已依法作出《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邱玉东先生转让所持49%全部
股权，并同时退出我司经营管理，不再担任我司任何职务。

由于原股东退出及未来新股东进入，均需我司提供完整、
合规的财务报表。为此，我司特催告各位合作伙伴：自本函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凡是对我司持有相应债权或负有相应债务
的公司或个人，无论该债权债务是否到期，均请尽快向我司申
报债权债务，进行对账核实，以保护你的合法权益。逾期申报
的，我司将不再受理，特此通告！

我司债权债务申报及对账核实，请联系我司授权对账负
责人：唐海燕，13657638190。

重庆汗点食品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日

债务公告
重庆市恒正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因股权

转让，对变更前债权债务(含抵押和担保)和经济
纠纷进行清理，请持合法手续可到我公司联系登
记事宜，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有效，逾期我
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英利国际金融中心24-7
电话：19923167791

重庆市恒正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6月4日

● 遗失毛洁.赵鹏思之女赵偌歆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在
潼南区人民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 R500153967 作废
● 遗 失 张 焱 500222199511085949 李 锐 50022219911210
5412之女李馨宇2018年 6月 9日出生证R500347948作废
●遗失冯悦婷.女.2015年10月11日出生证编号P500182165作废
●声明：张朝华遗失位于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依云国际E8栋305购房合同，作废
●声明：重庆泳权物流运输有限公司渝D17106营运证500109018430渝DK
159 挂营运证 500109021307 渝 DM981 挂营运证 500109021309 遗失补办
●声明：初蕾遗失重庆恒大涪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契税收据，票号 sscn 0174822，金额：12112.56 元，声明作废
●声明：金属村40幢1—10号，产权人吴晓冬，与重庆地产集团签订了
城市房屋拆迁实物安置协议，协议号360。本人所持原件遗失，作废
●遗失周利琴之子陶景麒于 2019年10月24日在重庆市江津
区中心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T500238274 作废
●遗失重庆慈昱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5001137087289作废
●遗失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大渡口区物业管理协会支部委员会印章证明
●声明：个体工商户李发学遗失 2007 年 10 月 27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0560002073，声明作废。
● 遗 失 重 庆 胜 旺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91500113MA60
LNPD07 )发票专用章(编号：5001137129506)。声明作废。
● 遗失奉节县辉煌桃子种植专业合作社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渝 税 字 500236554089692 作 废
●遗失张春燕护士执业证书编号201850001060作废
●遗失声明：兰祥慧，警号226458,警官证丢失，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经重庆璧兔凤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227MA60W02C3M)股东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
1000万元整减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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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刘娇遗失（重庆穆光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具的
购房收款收据和契税票据，票号：0125268，金额：
2442949元，票号：0125269，金额：73288.47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刘 莎 杉 ，身 份 证 号 码 5101081992022
90622 于 2021年6月1日 遗失身份证、车辆行驶证（渝
A69JP6）、银行卡（6228480478832291379），声明作废

《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送达公告
山西永盛鸿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李连忠向我局提出本人工伤认定申请，我局受理后于
2021年5月12日制发《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渝中人
社伤险举字〔2021〕73号），并以邮寄方式向你单位送达《工
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被退回。经多方联系无果，现通过
公告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前来我局领取《工
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重庆市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6月4日

作废声明
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更换公章，启用公章
（编号：5001038166680）。原公章（编号：50010570
32155）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作废，特此声明。

《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送达公告
山西永盛鸿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郞德应向我局提出本人工伤认定申请，我局受理后于
2021年5月13日制发《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渝中人社
伤险举字〔2021〕74号），并以邮寄方式向你单位送达《工伤认定
限期举证通知书》，被退回。经多方联系无果，现通过公告送
达，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前来我局领取《工伤认定限
期举证通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重庆市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6月4日

《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公告
山西永盛鸿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陈涛向我局提出本人工伤认定申请，我局受理后于
2021年4月28日制发《认定工伤决定书》（渝中人社伤险认字
〔2021〕708号），并以邮寄方式向你单位送达《认定工伤决定
书》，被退回。经多方联系无果，现通过公告送达，请你单位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前来我局领取《认定工伤决定书》，逾
期视为送达。

重庆市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6月4日

房屋初始确权公告
根据重庆市开州区中和镇人民政府的证明，我局对位于中和镇映
阳街220号房屋（刘圣中）初始登记权属进行了调查。刘圣中房
屋建于1990年1月；该宗地于2000年6月对土地权属进行了确
权登记，土地使用权确权面积为53.8平方米，经实地测量土地使
用权面积56.65平方米，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证号为：开府国用
（2000）字第24-00224号。房屋经实地测量建筑面积为：97.85
平方米，经中和镇工作人员现场核实，无违法建筑，至今权属无争
议。根据《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现予
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对前述申请行为有异议
的可书面向我局提出。如无异议不成立，公告期满我局将依法进
行登记。重庆市开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 6月2日

遗失重庆市长寿县凤山粮油制品有限公司城内
门市部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11901607作废
遗失重庆市长寿县凤山粮油制品有限公司盐井
湾车间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11901605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市黔江区委办公室工会委员会遗失工
会法人资格证书（正本），工法证字第23000200065
号，组织机构代码：32780949-3，声明作废。特此公
告。重庆市黔江区委办公室工会委员会2021年6月3日

垫江高峰腾夏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等的相关规定，现将垫江高峰腾夏生猪养殖场建设项目进行第二
次公示。一、公众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1、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如想查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在本信息公告发布10个工作日内可以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向建设
单位索取纸质报告书。2、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下载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NBRPZXKPZjPkRuFPWHi1lg（提取码：0v0f ）。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以建设项目评价
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三、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ItbJyIo-IBjhZiuAswuhcg（提取码：g1ke）。四、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现
场填写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
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重庆腾夏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欧阳老师 18314488112，联系地
址：重庆市垫江县高峰镇红星村。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本公
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重庆腾夏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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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欣高度（重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已依法受理邓侍嫒、任佳
玉诉你单位因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劳动争议一案（渝两江劳仲案字
〔2021〕第903号、904号）,因你单位迁移新址不明，无法与你单位取
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出庭通
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送
达之日起10日内到本委应诉。本委定于2021年8月25日上午9时
在本委仲裁庭（重庆渝北加工区一路7号金泰.彩时代2号楼16楼仲
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6月4日

遗失声明
由重庆凯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给赵心悦（身份证号
422826199004245522），房间为璟月台一期16-2-8-2，日期为2020
年 5月 22日，收据号D1000168，金额31992.21元；声明遗失作废。

重庆市巴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凌云工具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李祖水诉你单位经济补偿争
议案（巴南劳人仲案字〔2021〕第592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1年8月25日上
午9:30在本委406仲裁庭（重庆市巴南区鱼洞下河路34号四
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
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次日起10日内，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重庆市巴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6月4日

遗失重庆格格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 5002278020854）的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格格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编号5002278020855）的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