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周霞（儿童故事）遗失重庆侠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
的临时场地（场地保证金）收据6668062（金额2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张辉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JY25001130031700作废
•遗失巫溪县雪海林木种苗有限公司公章一枚作废
• 遗失重庆图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公章一
枚，编号 5002278050283 作废
• 遗失开州区快活副食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 JY15002340095553 作废
• 遗失北碚康明中医门诊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副本，登记号 PDY90504650010917D1302 作废
•遗失重庆金隅机电有限公司开具给广东振丰科教玩具有限公
司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码5000193130号码08044126作废
• 遗失忠县官坝镇金雄通讯店公章一枚，
编号 5002331007311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美腾广告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专用章编号 5002222050602 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重庆市永川区迷尚健身服务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北
碚万达广场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1份：履约保证金200000
元，收据时间2017年8月10日，收据号码2353908，声明作废
•遗失岳桂吉(男)出生医学证(编号:B500199341)作废。
•经营者兰书琼遗失于2015年5月29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为50010860562992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浩一建设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001068225840作废
• 遗失渝北区秦正芬面庄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 JY25001120073071 作废
•声明：
重庆市江津区诚德摩托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发票专用章一枚，编号5003817029189 声明作废
•

公示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万古镇财政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11733953511R)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2020年10月28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电话：65744871.特此公告。
•声明：
龚彩萍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注册证号：5022

20120437，注册时间：2020 年 06 月 23 日，声明作废。
•声明：
沙坪坝区僮乐汉堡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060126540,声明作废。
•刘之明遗失重庆市巴南区第三人民医院开具的重庆市住院医
药费专用收据，票号002332855，金额10138.55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湖北省利川市谋道镇夏都生态城 B 区 2 栋 1 单元 602
徐忠琼（身份证号51021419660530002X）购房合同，遗失作废
• 遗失赵盛位杨亚琼之女赵歆芸在重庆市中医院
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T500034492，声明作废
• 遗失渝中区晓琦美容院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500103600077768，
声明作废

声明：酉阳县诚石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
42MA60BX7D9A）已于2020年10月18日完成注销事宜，公司
债权债务已经清理完毕。在此特此声明：自2020 年10月18日
起酉阳县诚石建材有限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与本人朱换然（身份
证510221197411292410）无关，特此声明 2020年10月28日

注销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花溪街道扶贫济困服务中心已经理事会形成
注销决议，现向社会公告，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天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联系人：程旭 电话：62857316。
•遗失重庆渝哈商贸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开户银行:重

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渝中支行巴蜀分理处，核准号:
J6530044687302，账号:0101020120010006003)声明作废
•遗失豆红润保险执业证02004250000080020170705832作废
公告 重庆悟道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重庆拓天塑胶有限公司诉被告重
庆悟道机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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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爽：本院受理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营业部与
被告杨爽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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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重庆分公司以下离职人员“保险中介从业人员执业证”声明作废
叶 洁02003050010580020170200422 陈飞虎00008350010500102019002735
代钦霖00008350010500102020003000 黄胜跃00008350010500102020000229
王俊彦02003050010580020181000418 龚发泉00008350010500102020000833
杨 梵02003050010580020181100986 郑纹绒00008350010500102020000567
邱娟娟02003050010580020190100751 田茂民00008350010500102020000841
金治圆02003050010580020190200449 李 欢00008350010500102020001594
曾璐璐00008350000000002019000953 段 亮00008350010500102020001916
刘 东00008350000000002019007720 赵 欣00008350010500102020001502
宋小放00008350000000002019007867 田 蕊00008350010500102020002103
邱孝骁00008350000000002019008579 李金妍00008350010300102020001146
陈注宏00008350010500102019000292 徐雯娴00008350000000002020001108
万 昕00008350010500102019000284 杨 洋00008350010500102020002283
刘曾豪00008350010500102019000151 曾庭庭00008350010500102020002363
张剑平00008350010500102019001349 郭小萍00008350010500102020002881
肖晨曦00008350010500102019001839 黄 博00008350000000002020001315
刘梦月00008350010500102019001943 秦小林00008350000000002020001331
• 两江新区合麦提烧烤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359014909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引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财务章5001057006524作废。
•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公章作废。
•重庆今上机电有限公司合同章5001137052137发票章作废。
•遗失孙建福、
张国姣之子孙智瀚在重庆市梁平区人民医
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087728 声明作废。

公 告

本公司承建的牛角沱（4处）、李子坝、东水门及嘉南路地
通改造工程及牛角沱四维路地通道、文化宫大门地通道玻璃更
换工程项目已竣工，现进入结算阶段，为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为保障广大农民工和材料供应商的
权益，如还有未付清款项，请及时与公司财务人员取得联系便
于后期统计发放，工程劳务班组、材料供应商、机械租赁商等持
相关材料申报债权。逾期自行承担法律责任。联系人：陈定燕
18166379531 刘 玉 明 15215239601 刘 丹 明 15870501008
地址：重庆市巫山县广东东路126号2楼 特此公告！
重庆大明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7日

庆润·福润广场设计方案调整的公告

庆润·福润广场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庆润·福润广场项目位于江津区双福新区，该项目已核发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现建设单位重庆庆润房地产有限责任
公司申请对经审批的设计方案进行调整。重庆市江津区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将于 2020 年 11 月 1 日－2020 年 11 月 7 日对调
整情况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公示地点为重庆市江津区人
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规划信息板块、江津区规划展览馆、项目
现场，请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相互转告。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邮 编：402260 联系人：沈老师 联系电话：47696236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10月28日

公示公告
重庆市南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中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戴术成与你单位工伤保险待遇
争议一案（南岸劳人仲案字〔2020〕第970号）。因邮寄等其他方式送达
未果，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为送达。现定于2021年1月8日上午9:30在南岸区长生桥镇政府1
楼101房间，重庆市南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4号仲裁庭开庭审
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缺席审理。2020年10月29日
• 遗失李显敏食品流通许可证（正副

本）SP5002291250015551 作废
• 遗失胡远福 510222195408052317 重庆市优抚
对象抚恤补助证证件号码:渝沙坪坝002528作废
•遗失重庆寨裕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公章
（号码：5002369808718）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蔡同水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财务专用章 5001097030082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巴南区同章装饰设计工作室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50011
357897491X号和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57897491-X声明作废

告知函

重庆市合川区精诚汽修厂及熊志勇：
你方非法强占我唐兵林权地修筑道路一案，经人民法
院判决后，其损失补偿款支付至2018 年11 月12 日止，从
2018年11月13日至今的损失费你方从未提及补偿事宜，
且擅自继续使用至今，现特告知你方请在2020年11月15
日前主动与我就使用期未付的补偿事宜予以协商，同时，
你方是否继续租赁使用作出明确的书面答复，并协商一致
后达成书面协议。否则，视为你方不再租赁使用，我方将
在该地复垦造林，其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特此函告！
告知人（林权地权利人）：唐兵 电话：13896117795
2020年10月29日
公 告

本公司承建的文化宫大门、健康路、肖家湾、江湾、临江
支路地通道改造工程及临江支路地通道雨棚钢架回收工程项
目已竣工，现进入结算阶段，为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自本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为保障广大农民工和材料供应商的权益，
如还有未付清款项，请及时与公司财务人员取得联系便于后
期统计发放，工程劳务班组、材料供应商、机械租赁商等持相
关材料申报债权。逾期自行承担法律责任。联系人：陈定燕
18166379531 刘玉明15215239601 刘丹明15870501008
地址：重庆市巫山县广东东路126号2楼 特此公告！
重庆大明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7日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重庆分公司以下离职人员“保险中介从业人员执业证”声明作废
赵 巍00008350010500102020003448 王 勇02003050010580020180800070
王 羽00008350010300102020001656 赵 炀02003050010580020180800220
陶银秀00008350010500102020003770 谭 曦02003050010580020181101010
黄 杰00008350010300102020001728 杨俊杰02003050010580020181100742
鲜冰清00008350010300102020001710 齐雪萍02003050010580020181201213
陈 昶00008350010300102020001953 张馨月02003050010580020190200328
李 妍00008350010300102020002067 薛 佳00008350000000002019003735
李瑞杰00008350010500102020004027 任君兰00008350000000002019004721
何 艳00008350010500102020004141 杨骑州00008350000000002019006368
瞿菲汛00008350000000002020001307 祝 丹00008350000000002019008771
黄秋菊00008350010500102020003585 张 艳00008350000000002019008714
文 怡02003050010580002015000749 郑小娇00008350010500102019000313
陈澔楠00008350010500102019001863 曾雪芹00008350010500102019000160
严枭予02003050010580020171100714 周希璐00008350010500102019000803
陈烁羽02003050010580020180500270 陆 宇00008350010500102019000590
周宥利02003050010580020180700572 冯 萍00008350010500102019001156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大足区再生金属材料商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500111569938300J）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本商会拟将注销，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请相关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45天
内向拟注销商会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20年10月29日
注销公告：经大足区龙滩子街道连二坡社区便民利民服务队（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25001116965997278）研究决定，本便民利民服务队拟将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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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便民利民服务队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大足区龙滩子街道龙滩园社区便民利民服务队（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2500111696599719D）研究决定，本便民利民服务队拟将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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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便民利民服务队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陈启莉遗失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1日开据的干副诚意金票据，票据
号6806102，金额16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本人于2017年6月6日早上6时左右，在重庆开州区人民
医院后门佰城路边捡到一女婴，当时女婴在纸箱内，身上
包着一条被子，在孩子头部右侧压有一纸条，上写“请好心
人收养生于 6 月 6 日”。由于当时女
婴气息微弱，出于人道考虑我们将女
婴带回家中抚养至今。多年来。我
和家人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孩子的家
属，至今未果。望孩子的家属或知情
者看到此公告后能及时与我们取得
联系，以便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联
系人：吴洪，联系电话：13761821355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重庆分公司以下离职人员“保险中介从业人员执业证”声明作废
樊 龙00008350010500102019001558 吕 健00008350000000002020000855
程小静00008350000000002019009104 王皓阳00008350010300102020001322
万明明00008350010500102019002340 许春兰00008350010500102020002419
彭 颖00008350010500102019002534 左 腾00008350000000002020001245
刘彦呈00008350010500102019002606 桂浩程00008350010500102020002605
程安钢00008350010300102020000519 秦 敏00008350010500102020002648
何采烨00008350010300102020000594 江 杰00008350010500102020003147
吴苑秋00008350010300102020001015 何雨恒00008350010500102020003042
陈 婷00008350000000002020000390 孙彬峰00008350010500102020003067
陈 华00008350000000002020000412 姚 远00008350010500102020003616
张立彬00008350010500102020001756 闫 零00008350010500102020003657
蒋 宇00008350010500102020002162 彭渝茜00008350000000002020001526
范秀云00008350000000002020000898 曹晓轶02003050010580002016000353
胡 燃00008350000000002020000978 周晓唯00008350010500102019000047
周钰曦00008350000000002020000791 张莫默02003050010580020181000750
王 宇00008350000000002020000742 刘美伶00008350010500102020002832

吸收合并公告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
203102357B，注册资本为 59424.1331 万元）拟将对重庆神工农业
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203421817C，注
册资本为110.28176 万元）进行吸收合并，合并后重庆机床（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存续，注册资本59424.1331万元，重庆神工农业装备
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注销，但不清算。注销公司债权债务由存续公司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继。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联系人：邓福安 联系电话：13883547835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神工农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0月28日
•遗失重庆财宇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002

278029315）及杨申建印鉴章的印章备案回执作废
•遗失重庆财宇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
号5002278029656）的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

欢迎刊登公示公告

欢迎刊登公示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