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碚区歇马镇勇孝房屋维修部遗失税务登记
证副本：税号 500109L64455728，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10月20日核发的王龙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901604008839，声明作废。

重庆振振电器有限公司，因业务已变更为重庆振振商贸有
限公司，旧公章与财务专用章已被公安局缴销，特此声明。
重庆盛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编号：5002340979691），声明作废
遗失2017年7月25日核发的重庆纳格景观雕塑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0756549810作废

遗失冯永义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0219591204412601作废
遗失两江新区美高餐厅2018.2.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000MA5Y6DUA8A 声明作废
谢文鑫遗失失业证，编号50010510121000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六十八号公馆娱乐有
限公司遗失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九公
消安检字（2015）第0219号，声明作废。

遗失袁涛，吴成惠，吴成华，雷忠义重庆市
渝中区新德村197号7-3户口簿声明作废

邻水县杜欣雨日化用品店遗失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杨同林,曾凡利之子杨博瑞2014.11.20在重庆巴南区

人民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34806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云迪工贸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62108107，声明作废
兹重庆商业储运公司1-7-274经营户龙明芬遗失保证

金收据一张，收据号0045377金额2000元，原收据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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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提示：本版只提供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遗失渝北区黄云卤制品经营部（税号51023119740
816451703）报税盘：44-662600245258，声明作废

遗失渝北区香香皇卤制品经营部（税号：5102311974
0816451704）报税盘：44-662600245266声明作废

重庆市亮新艺装饰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巴南万达广场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装修押金票据一张(三叶草1B037)，票号：0000
616，金额：5000元，票据日期2015年9月2日，声明作废。

产品召回通告
我公司生产组装的张力生微波辣年糕因工厂

组装时操作失误，装入的年糕酱生产日期与组装日
期不一致，存在超过保质期风险，特此召回。我公司
于2019年1月6日已发召回通知与经销商，共计五
个批次：2018/05/12、2018/08/14、2018/10/23、
2018/11/25、2018/12/11，计 660 杯，138g/杯，12
杯/箱。若有购买到的消费者请与我公司联系，联系
电话：0543-2219898。若已食用的消费者请放心
食用，此产品品质完全合格！只是产品标注日期出
现瑕疵，与品质无关！

我公司一直秉承做道德企业、造良心产品为企
业经营理念！食品安全一直是我公司的头等大事，
非常感谢广大消费者对我公司的大力支持与爱护！

山东满士福食品科贸有限公司2019年02月02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
重庆爱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5MA5U6JLB1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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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爱沐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2019年2月2日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第六分公司、
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贵州博德鑫贸
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重庆广和建筑工程劳 务有限公
司诉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黔0181民初4007号民事起诉状
副本(附原告诉请: 1.判令两被告连带承担双倍返还
履约保证金400万元的责任;2、判令两被告连带承
担逾期利息(其中有200万元的本金从2014年6月
24日起计算，有200万元的本金从2014年8月24
日起计算，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
时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共同承担。)、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14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
法缺席审理。

二0一九年一月二十日

通 知
由我中晟升博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石柱县王

场镇水厂2017年度静官村、清溪村、新阳村管网巩
固提升工程已经完工并经业主单位验收合格。为
了保证参与该工程的施工工人及材料供应商的合
法权益，特通知如下：请尚未领/结清工人工资和材
料供应商在此通知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我中晟升
博集团有限公司如实申报债权，如逾期未报，则视
为我公司不再欠参与工程施工的工人及材料供应
商的任何费用。联系电话：龚老师 15523499959

特此通知
中晟升博集团有限公司2019.02.01

注销公告：重庆琢悦家具厂（普通合伙）（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6584251312E）经合伙人
研究决议拟将注销，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请
相关债权人，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
所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19年2月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梓渝保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MA5U43LM7Q）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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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日

两江新区润泽建材经营部遗失2014年1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500905604490245；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510224196804045722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锦味食品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5007424896）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本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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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日

重庆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二氯苯腈及其衍生物二氟苯甲酰胺、二氯苯甲酸生产装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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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现将重庆农药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二氯苯腈及其衍生物二氟苯甲酰胺、二氯苯甲酸生产装置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予以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重庆农药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二氯苯腈及其衍生物二氟苯甲酰胺、二氯苯甲酸生产装置》（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http://www.
ccphc.com.cn/html/gggs/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重庆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重庆市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晏家
组团化南路四支路三号）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重庆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二氯苯腈及其衍生物二氟苯甲酰胺、二氯苯甲酸生
产装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ccphc.com.cn/html/gg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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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
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联系人：杨经理 电话：13628386075 Email：
2772488546 @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2月1日~2019年2月19日。
重庆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2月1日

通知：吴从明同志，你系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
公司茶园分公司员工，你于2019年1月26日至
今未在分公司上班，现书面通知你于2019年2
月13日前回公司报道并按公司相关规定完善
手续，如逾期未归，公司将视为旷工处理。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019年2月2日

中航小镇一期三段标44栋106业主尹健，遗
失重庆航悦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壹张，编
号 03009370（契税 44993.15 元、大修基金
6481元、权证印花税5元、按揭印花税0元、抵
押登记费0元、预告登记费0元），声明作废。

公 告
由重庆市泰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

“涪陵区焦石镇建设大堰、渔碑大堰防渗整治
工程”项目已完工。凡涉及该项目施工建设
的所有债权债务人（含人工工资、材料供应、
设施设备租赁等），请于本公示登报公布之日
起15个工作日内，到我司办理结清全部债权
债务。逾期者，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23-63082365

重庆市泰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日

有限公司注销公告：公司因故解散，请债权人、债务
人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来我公司清
算债权、债务。公司债权债务清算完毕后将向工商
部门办理注销登记，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重
庆箱根天源地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8572142688L）2019年2月2日

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四氯吡啶三药
中间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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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现将重庆华歌生
物化学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四氯吡啶三药中间体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予以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重庆华歌生物化学
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四氯吡啶三药中间体项目》（征求
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www.gvg-redsun.
com/nsfiles/files/20190201_151650_6027b.pdf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
限公司办公室（重庆市万州区盐气化工园化工大道998
号）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
限公司年产2万吨四氯吡啶三药中间体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范围内的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链接：http://www.gvg-redsun.com/nsfiles/files/
20190201_150419_1b08a.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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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提交意见时，应
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
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联系人：杨经理 电话：
18883698799 Email：364602102 @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2月1日~
2019年2月19日。

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限公司2019年2月1日

遗失声明：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
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遗失交强险保单
流水号190001844451-190001844480，
共30份，交强险内置标志190001068401
-190001068430，共30份，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重庆金辉长江房地产有限公
司开给况喜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发票
代码 500162350 发票号码 07035670
金额358948元，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张 安 军 ，男 ，身 份 证 号 ：

51230119700120****，自 2018 年
12月17日起无故旷工，累计旷工超
过30天，依据《劳动合同法》及公司
的规章制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我
公司已与你解除劳动合同。请你在
7天内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逾期后
果自负。
中国石油运输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2019年1月31日

注销公告：经酉阳县信邦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2423556208318）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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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日

遗失铜梁区尘世网吧网络文化经营许可
证（副本）编号5001962000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上海博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2016.12.08向重庆巴南万达广场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装修押金20000元，
收据代码：CQBNSG0004920；遗失
2017.9.25向重庆万达广场置业有限公
司支付履约保证金52662元，收据代码:
0000696，以上票据均声明作废。

据重庆日报消息 连日来，我市各区县
积极开展“我们一起奔小康”扶贫志愿服务
活动，为贫困群众送温暖、送技术、送文化、
送健康、送新风。

“老乡你哪里不舒服？”“您来量量血
压。”……1月30日，在万盛经开区青年镇
堡堂村，来自该区青年镇卫生院的医务志愿
者们为前来就诊的村民把脉问诊。当日，该
区“我们一起奔小康”扶贫志愿服务活动在
这里进行，多支志愿服务队为当地村民开展
了义诊、政策宣传、文艺演出、赠送书籍等多
项惠民服务。

近年来，在“我们一起奔小康”扶贫志愿
服务活动中，万盛经开区吸引了127个志愿
服务组织、1万余名志愿者踊跃参与，先后
开展了包括爱心捐赠、技能培训、助农劳动、
结对帮扶等在内的1600余场志愿者活动，

发动爱心企业、群众捐款约650万元、捐物
2.3万件，让7.5万贫困群众感受到了社会的
温暖。

据了解，我市在深入开展“我们一起奔
小康”扶贫志愿服务行动中，通过发挥城市
志愿服务资源优势、先进典型引领作用和公
益组织社会化优势，汇聚扶贫志愿服务强大
合力，让贫困村不再是被志愿服务遗忘的角
落。

今年以来，酉阳县的扶贫志愿服务者已
深入该县39个乡镇（街道），为1.2万余名群
众提供了义诊、赠送春联、扶贫政策宣讲、法
律法规宣传、移风易俗倡导等服务。文化志
愿者们把党的政策融入歌舞、快板中，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精准扶贫政策。医疗志愿者们为当地58名

“两癌”贫困母亲送去了公益救助金。移风

易俗宣传志愿者则深入到农户家中，对违规
操办酒席行为进行政策宣传、劝说制止，引
导广大村民崇尚节俭。青年志愿者则驻守
在长途汽车站，为返乡村民提供候车指引、
路线引导、行李搬运等志愿服务。

在开州区，“我们一起奔小康”扶贫志愿
服务活动走进该区大进镇，由当地村社干
部、文化名人、新乡贤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向
贫困群众讲解脱贫攻坚政策、种养殖技术，
为贫困群众书写春联、家训。

在铜梁区，志愿者们走进西河镇双永
村，为建卡贫困户提供医疗服务和信息咨
询，鼓励他们自力更生，消除“等靠要”思
想。“看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好心人参与到扶
贫志愿活动中，我心里倍感温暖，新的一年，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用勤劳的双手改善贫困
的生活。”贫困户刘继华表示。

据市文明委办公室介绍，在“我们一起
奔小康”扶贫志愿服务行动中，各区县志愿
服务组织坚持将“输血”与“造血”、“扶贫”
与“扶志”结合起来，围绕产业发展、技能培
训、务工就业等脱贫攻坚重点，先后设计了

“田间课堂”“微心愿”“你健康我服务”“互
联网+志愿扶贫”“洁净家园”“4+1”助学圆
梦等1.4万余个志愿服务项目，在贫困村建
立志愿服务站，帮助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
者提供便捷的参与途径，使志愿扶贫更“精
准”。

据悉，近年来，全市共有1.3万余个志
愿服务组织和爱心企业、69万余名志愿者
参与“我们一起奔小康”扶贫志愿服务行动，
共开展扶贫志愿服务活动5.3万余场次，结
对帮扶贫困户36万余户，270余万困难群
众从中获益。

把志愿服务送到农家院坝
我市各区县积极开展“我们一起奔小康”扶贫志愿服务活动

据重庆日报消息 新春佳节将至，巴渝
大地洋溢着浓浓的年味。2月1日，重庆市
2019年春节团拜会举行。市领导与我市各
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新春，共同祝福伟大
祖国繁荣昌盛，祝福美丽重庆蒸蒸日上，祝
福全市人民幸福安康。

市委书记陈敏尔致辞，市委副书记、市
长唐良智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市
政协主席王炯、市委副书记任学锋，市委常
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
志，在全国政协任职的省部级领导同志，市
高法院、市检察院、重庆大学主要负责同志，
驻渝部队军级单位主官，部分老同志等出
席。

重庆大剧院中剧场温馨祥和、暖意融
融，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陈敏尔在致

辞中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
政协，向全市人民、向所有关心支持重庆改
革发展的朋友拜年。陈敏尔说，2018年令
人难忘、极不平凡。党中央、国务院对重庆
特别关怀、特别给力。我们清晰地记得，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审
议时，给我们的教诲和鼓励。这一年，我们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重整行装再出发、团
结一致向前行，干成了不少大事、实事、新
事，全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干部群众精神
状态积极向上，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稳
步向前。成绩的取得，最根本得益于党中
央坚强领导、总书记亲切关怀，得益于
3000多万重庆人民勠力同心、拼搏奋进。
一年来，大家一起努力、一起付出、一起奋
斗，每个人都倾注了心血，挥洒了汗水，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
陈敏尔说，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望，

承载新的梦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
们要认真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稳
求进，以进固稳，发扬山城人民的真抓实
劲、敢抓狠劲、善抓巧劲、常抓韧劲，积跬
步以行千里，致广大而尽精微，一步一个
脚印把新时代重庆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我们要坚持不懈加强政治建设，树牢“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坚定政治信仰，强化政治领导，
提高政治能力，全面彻底干净肃清孙政才
恶劣影响和薄熙来、王立军流毒。我们要
坚持不懈推动高质量发展，打好“三大攻
坚战”、实施“八项行动计划”，稳住基本
面、培育增长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

官打下决定性基础。我们要坚持不懈创
造高品质生活，更加扎实办好民生实事，
更大力度推进脱贫攻坚，更加有效维护社
会稳定，让全市人民生活一年更比一年
好。我们要坚持不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持续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全力维护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团拜会上，陈敏尔、唐良智等同大家亲
切握手，互致新春祝福。我市文艺工作者表
演了精彩而简短的节目。

出席团拜会的还有：市委各部委、市级
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市级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负责同志，主城九区党政主要
负责同志，市属企事业单位负责同志，民营
企业代表和重庆各界人士代表。

重庆市2019年春节团拜会举行

开启新希望 承载新梦想
陈敏尔致辞 唐良智张轩王炯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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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要闻

据重庆日报消息 1月31日，市五届
人大二次会议胜利闭幕后，市长唐良智第一
时间主持召开市第五届人民政府第四次全
体会议，对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主
要目标任务责任分解落实工作进行部署。
唐良智强调，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向全市人
民立下的“军令状”，涉及的234项具体目标
任务都是“必答题”，不能搞选择，不能搞变
通，必须认真作答、创造性推进、定量完成。
要细化分解任务，逐项落实责任，以“起步就
是冲刺”的姿态、以过硬的作风抓兑现促落
实求实效，以实干实绩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
满意答卷。

会议强调，转作风抓落实，必须提高
政治站位、践行“两个维护”。要始终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全面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
“两地”“两高”目标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做到“四个扎实”的重要指示要求，做到更
加坚定、更加清醒、守正出新，注重因地制
宜、因势利导，更加扎实有效地推动重庆
高质量发展。转作风抓落实，必须敢于担
当、敢于斗争。“干部干部，先干一步”，要
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
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
发”的顽强意志，直面挑战、奋勇向前，敏
于发现问题，敢于面对问题，善于化解问
题，成于解决问题。转作风抓落实，必须
坚持改革推动、开放带动、创新驱动。要
积极探索新机制、新途径，打开视野看世
界，跳出重庆看重庆，善用改革办法破解
瓶颈，善用创新思维谋划发展，创造性地
抓好落实。转作风抓落实，必须学习提

能、实践赋能。“打铁必须自身硬”，抓落实
既要有敢担当的宽肩膀，更要有能成事的
真本领，要加快知识更新，加强实践锻炼，
强化对标管理，持续增强“八种本领”，不
断提高服务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争当
行家里手，争创一流业绩。转作风抓落
实，必须牢记宗旨、为民务实。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要以群众呼声为第一信号，以群众利益为
第一追求，以群众满意度为第一标准，办

“群众事”、贴“群众心”、解“群众难”，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强调，今年目标已定、方向已明，要
一鼓作气、雷厉风行，一项一项推进、一个一
个落实。要明责任，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
上，抓紧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把目标
任务层层分解、量化到人。要保时间，把精

力倾注在“能干事”上，早部署、早启动、早实
施，明确时间表，有序有效推进。要多谋划，
把本领体现在“会干事”上，善于抓住主要矛
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动全
局。要严督查，把目标锁定在“干成事”上，
定量检查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定期通报督查
结果，奖勤罚懒、奖优罚劣，推动各项目标任
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会议强调，春节将至，各级各部门要精
心安排好市民节日生活，强化安全生产监
管，加强市容环境保障和春运调度，全力维
护社会稳定，确保全市人民过一个欢乐、祥
和、平安的春节。

市政府领导吴存荣、陈和平、陆克华、刘
桂平、屈谦、邓恢林、潘毅琴、李殿勋、李明
清，市级有关部门、区县、中央在渝机构、部
分高校、部分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唐良智在市第五届人民政府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精细分解政府工作报告目标任务
以过硬作风抓兑现促落实求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