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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
热线15023163856
重庆医泽堂丹溪药房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药品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认证证书，证号CQ-Da-20150326声明作废
重庆市沙坪坝区成森足浴中心遗失2003年6月1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62310224，声明作废
重庆市生活驿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备案通知书：

（渝两江）登记内备字[2016]第020059号，声明作废
新安洁环境卫生股份有限公司遗失2019.11.25核发营业执

照副本3-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578997732E作废
王彬宇遗失2017年11月27日核发的个体户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4MA5XRT2PX8,声明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九龙坡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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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起90日内向
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20年3月24日

声 明
罗向导于2020年3月19月已购买

座落于重庆市江北区嘉陵六村15号3幢
25-3房屋，请原业主顾丽琼你于2020
年3日31日前将原房屋内的家具家电搬
走清空，否则过期将按废品丢弃处理。

声明人：罗向导

声明：谭庆,遗失医师资格证书:证号
201750210500234199308287487;
遗 失 医 师 执 业 证 书:证 号
210500113000878，声明作废。

通 知
张伟、唐诗康、艾凤春同志：

经公司及工会研究决定，限你于收到本通
知之日起15日内到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到上班。
逾期不到，公司将视为你严重违反公司制度及
劳动纪律，自逾期之日起作连续旷工处理。连
续旷工达15天及以上，或一年中累计旷工达30
天及以上的，公司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中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员工
奖惩办法》（一司人资[2011]24号）的有关规定，
与你解除劳动关系并不予支付经济补偿金。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坪铁路三村3号

中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5日

公章遗失声明：重庆市凡庄房地产有限公
司公章已遗失，编号:5002272013498。
从遗失之日起公章无效，盖有重庆市凡庄
房地产有限公司公章的资料一律无效。

通 知
《嘉西村25-30号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项目安置补偿方案（征

求意见稿）》将于2020年3月26日起至2020年4月24日止进行为期
30天的公示。请下列房屋范围内的拟被征收人及时致电63741044
（或到征收现场办公室）咨询房屋安置补偿政策。

到场咨询携带要件：身份证、房屋权属证明、户口簿（全本）原件。
房屋范围：嘉西村25号、28-29号、30号。
现场办公室地址：嘉陵桥西村30号社区志愿服务站
联系电话：63741044、18680893161

嘉西村25-30号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现场办公室
2020年3月26日

注销公告：经武隆县蓝仙子蓝莓种植专业
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20772
906084）成员大会决定，拟将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与45日内到合作社办理债权债务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3月26日

重庆市杜邱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重庆重客隆超市连
锁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壹万元质保金单据，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炅介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YPM7T5T）
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3月26日

遗失宋仕海510213194604063418
《中梁山矿务局职工家属住宅使用权
证》中南村2-3-4，建面32.3平方，
使面29.8平方，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原色纸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一枚，编号5001078133451，声明作废

朱芳（513029199412276668）遗失重庆葛洲坝融创金裕置业
有限公司房号6-22-2收据：0023076金额179975元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天英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6MA60KLMT12）股东会研究决定，
将本公司原注册资本300万元现减资至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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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

南岸区金希副食店遗失2018年1月30日遗失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08MA5YR13Q9Q声明作废

公 告
由本公司（重庆天地人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承建的沙坪坝区回龙坝镇四龙村、回龙坝
村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于2019年1月28日全
部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现拟对该项目所涉
及到的人工工资、材料款、机械费等相关支付
情况进行清理核实。凡在该项目上未结清人
工工资、材料款、机械费的人员，自本公告公示
之日起三十日内与本工程项目部负责人联系，
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利。特此公告
负责人电话：廖老师 18723384037
监督电话：黎老师 15923746566
023-67643696周老师 17783054787

个体经营者：杨思华，遗失2015年9
月16日核发的渝中区新都巷1号3-
1号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500103604495847，声明作废。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500101600359371作废

遗失柏 雪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0000102019001846作废
遗失秦杨杨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0000102019001612作废
遗失郭 伟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221367作废
遗失刘 灿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069654作废
遗失张 丽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077679作废
遗失赵春莉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1107414作废
遗失邓珍斌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0000102019000870作废
遗失屈 柳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126692作废
遗失罗萍萍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0000102019000046作废

温州市玖玖旅馆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南坪
店，税号91500101085889288610遗失税
控盘，盘号662505511546，声明作废

遗失张巧、石勋之女石芮宁在重庆市梁平区妇幼保健
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086259，声明作废

经营者刘兴菊遗失2020年3月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5Y5H7G6E声明作废

遗失说明
向武全，身份证号:512323197009221833，不慎
遗失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出租汽车分公
司民安车队安全维稳责任金收据，金额10000元，
编号0026584。本人声明:原收据作废，今后因收
据遗失产生的一切纠纷与公司无关，由本人承担。

两江新区壹仟粉米线店遗失2018年12月
2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500000MA607DBQ42声明作废。

两江新区壹仟粉米线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许可证编号JY25003590100297声明作废。
汪威锋遗失重庆巴南万达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2017.3.3开具的物业费保证金收据，号码
0005195金额35172元；质量保证金收据，
号码0005196金额10000元；POS机押金收
据，号码0005198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蒋娇遗失重庆业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融
创凡尔赛一期-非人防高层车库-1-负 3层-
0494，定金收据：编号 P1002-00004704，金额
11800；楼款收据：编号 P1002-00004724，金额
47200；代收费收据：编号P1002-00004725，金额
5002.51（分别明细为：转移登记费:550，维修基金:
2752，合同印花税:14.80，契税:1685.71）声明作废

遗失刘伟经营许可证证号500241006337作废
遗失彭俊睿.男.2007.1.2出生证编号500051180作废
遗失杨程钧.男.2007.6.4出生证号码H500346016作废
遗失重庆市璧山区正则中学 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收据)号码000497710作废
遗失北碚区阿杰饮食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编号JY25001090059806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重庆两江思源

片区安置房和源家园二期工程项目部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重庆两江思源

片区安置房和源家园三期工程项目部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双

桥区鲜花港居民新村建设项目部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联东U谷重庆两

江新区国际企业港示范承包工程项目部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重庆两

江国际云计算中心工程项目部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重庆两江新区水

土高新技术产业园万兴路一期工程项目部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公司重庆忠县车行桥工程红

卫桥及支子洞桥项目部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公司重庆外环高速公路东段项目

房建工程EFJ2合同段项目部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公司重庆昌兴水泥

隧道工程项目部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武隆县白马

镇污水处理工程项目部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公司渝湘高速公路秀山互

通连接线工程项目部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复盛农

转非安置房二期工程二标段项目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万寿片
区安置房二期工程一标段项目部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万寿片
区安置房二期工程二标段项目部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四冶壁山县大兴中心卫生院业务用房
改扩建工程项目部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重齿
C3项目部公章（非合同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丰县污水
处理厂工程项目部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中集现代物
流中心道路及综合管网工程项目部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南部县红岩
子?上河城二期项目部公章（非合同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清溪河大桥及
连接道工程二标段项目部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五御
路项目经理部公章（非合同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公司重庆万
州分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西
客站片区市政工程项目部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公司玖龙纸业（重庆）有限
公司工程项目经理部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以下企业（业户）因2018年度安全服务质量考核不合格，根据《重庆市道路货物运输企

业安全服务质量考核实施细则》（渝道运发﹝2018﹞180号）相关规定，注销以下企业（业户）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道路运输证》。

重庆秒到物流有限公司许可证号 500105012459渝 A98302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18281徐建华许可证号500105012451渝AB329Z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8159
谢颖许可证号500105012442渝FA0661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8113汤志辉许可证号
500105012430渝D381V7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7891宋名虎许可证号500105012428
渝AS126S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7894重庆大联物流有限公司许可证号500105012424
渝FH3536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7867何晓侠许可证号500105012421渝AM010U道路
运输证号500105017842重庆喜牛物流有限公司许可证号500105012397渝D9B859道路
运输证号 500105017578王义许可证号 500105012392渝 A28B18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17476重庆永扬物流有限公司5许可证号00105012389渝AJ651Y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17412秦清洪许可证号500105012374渝AF592T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6986
丁清许可证号500105012370渝AJ563M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6951罗辉许可证号
500105012368渝A5511P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6903金辉许可证号500105012364渝
AC832G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6871冯伟许可证号500105012354渝AJ970B道路运输
证号500105017416重庆市鑫繁博物流有限公司许可证号500105012352渝A5697U道路
运输证号 500105016762谭晓琴许可证号 500105012346渝 AH782X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16701张道珍许可证号500105012338渝AL386B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6703
赵玉银许可证号500105012325渝D90V37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6533冯超许可证号
500105012316渝A7102X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6449重庆今明物流有限公司许可证号
500105012306渝AE922D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6341张代迪许可证号500105012304
渝AB980W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6277杨由亮许可证号500105012298渝D7T129道路
运输证号 500105016222汪云峰许可证号 500105012297渝 AE002P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16203黄文伟许可证号500105012290渝AH738D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6136
张芳许可证号500105012285渝AB103L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6101肖丛君许可证号
500105012284渝BM7531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6075邓波许可证号500105012276渝
AG299F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5945江北区思鹤搬家服务部许可证号500105012275渝
AC936Q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5935陈文华许可证号500105012273渝AH365G道路运

输 证 号 500105015923陈 维 许 可 证 号 500105012270渝 AC298L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15909重庆丰鑫物流有限公司许可证号500105012256渝D223U6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15736周崇海许可证号500105012251渝A5711Y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5701
贺启海许可证号500105012248渝A5702D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5644杨龙许可证号
500105012246渝A7290W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5628蒋维许可证号500105012241渝
A03Z90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5567重庆振蓝实业有限公司许可证号500105012240渝
AH7605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5531万丹丹500105012238渝A8632F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15523张代勇500105012228渝A72B38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5455秦学勇许
可证号500105012224渝A0079N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5402重庆龙东海防水工程有限
公司许可证号500105012217渝D73Q73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5278重庆农资连锁股份
有限公司许可证号500105012210渝A0389H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5181重庆众川物流
有限公司许可证号500105012167渝D37W16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4533莫成应许可证
号 500105011783渝 B7A282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10213朱 沈 洋 许 可 证 号
500105011770渝DK6232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0123谌清全许可证号500105011766
渝A91S75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0109刘琳玲许可证号500105011764渝DK1719道路
运输证号 500105010104梅秀军许可证号 500105011760渝 BQ5959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10078向晒梅许可证号500105011747渝DA2335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9956
许明杰许可证号500105011744渝DG2819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9916张勇许可证号
500105011742渝A98L92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9912范秦许可证号500105011741渝
B2P708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9909重庆勋利达物流有限公司许可证号500105011739
渝DE8835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9906戴祥玉许可证号500105011735渝DF6315道路
运输证号 500105009890石胜军许可证号 500105011731渝 B298C8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09861陈伟许可证号500105011729渝A08L28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9858倪
克廷许可证号500105011727渝DD8396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9838陈美才许可证号
500105011723渝BR8567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6418但云峰许可证号500105011720
渝DD007道路运输证号3500105009780李冬梅许可证号500105011710渝DD0915道路
运输证号 500105009745肖丕洪许可证号 500105011706渝 DD9988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10110张磊许可证号500105011705渝BV9758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9706陈
海龙许可证号500105011700渝B9N005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9674林健许可证号
500105011698渝D96785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9619卢中才许可证号500105011691渝
D88696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9533杨欢许可证号500105011679渝B12P08道路运输证

号 500105009503许 明 坤 许 可 证 号 500105011678渝 B606V8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09489张正树许可证号500105011676渝D56852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9484桂
木琼许可证号500105011675渝D62676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9475汪秀兰许可证号
500105011671渝A157B3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9432况明安许可证号500105011669
渝 B38Y50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19985重庆凯泰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许可证号
500105011668渝A60P57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9402龚加祥许可证号500105011662
渝A60N86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9350唐红许可证号500105011646渝B803Y6道路运
输证号 500105009242蒋奇运许可证号 500105011612渝 A16D50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08992毕磊许可证号500105011605渝B175H2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8948胡
志立许可证号500105011604渝B125V2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8946邓遂兵许可证号
500105011584渝B519R8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8753杨华许可证号500105011580渝
B337N6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8713文冬梅许可证号500105011566渝BR8627道路运输
证 号 500105008591李 华 君 许 可 证 号 500105011554渝 BQ9976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08499熊渠许可证号500105011553渝B002L7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8453谭文
杰许可证号 500105011549渝 B351K9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08392申光胜许可证号
500105011544渝B282K6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8200龚延斌许可证号500105011525
渝B909F3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7969李兵许可证号500105011520渝B70Y62道路运
输 证 号 500105007891曾 德 文 许 可 证 号 500105011494渝 B32Z72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07629任俊虎许可证号500105011487渝B36Z81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7589蔡
维许可证号500105011475渝B61V38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0428杨素林许可证号
500105011471渝B21V19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7394罗相许可证号500105011423渝
BX6188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06787重庆假日汽车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许可证号
500105011414渝AJR397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6649王德水许可证号500105011407
渝B78G36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6575汪连欣许可证号500105011366渝D7R916道路
运输证号 500105011698刘铮许可证号 500105011339渝 B7X205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06028左孝俊许可证号500105011323渝B29A57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5889
唐小华许可证号500105011317渝A605Y7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5869李平许可证号
500105011298渝B22A66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5735黄利华许可证号500105011287
渝A15Q85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5669唐开宇许可证号500105011281渝A379P1道路
运输证号 500105005579贺学林许可证号 500105011278渝 A161X9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05571徐俊蓉许可证号500105011265渝A293P3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5505

别学明许可证号500105011264渝D76P80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4103胡昌运许可证号
500105011256渝ATM033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5408颜才伟许可证号500105011254
渝A106S5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5396龙天强许可证号500105011253渝D27652道路运
输证号 500105009532潘小利许可证号 500105011242渝 B2V789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05325赵乐敏许可证号500105011238渝A329R7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5298
陈明富许可证号500105011229渝A335D9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5252周海英许可证号
500105011222渝A372D9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5165刘水云许可证号500105011218
渝A160B7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5158李右菊许可证号500105011189渝A199M9道路
运输证号 500105004999李条荣许可证号 500105011155渝 A623F8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20560王亚利许可证号500105011127渝A93B96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2112
潘利平许可证号500105011098渝BP8662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4144龚万强许可证号
500105011072渝A27B60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4026张再勇许可证号500105011020
渝A89U28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3610陈少平许可证号500105011003渝A31U87道路
运输证号 500105003504廖树明许可证号 500105010999渝 BD6858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07008廖伟许可证号500105010976渝A58R81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3322李
秋东许可证号500105010936渝A95L15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3021杨文全许可证号
500105010897渝B99F51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6217刘利川许可证号500105010885渝
A58L11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2815李明波许可证号500105010884渝A8K900道路运
输证号 500105002810郑伟强许可证号 500105010874渝 A21L36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02736张剑许可证号500105010870渝A72G30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2697程
小勇许可证号500105010760渝A9K185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3582张利平许可证号
500105010755渝BU1958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1859张道明许可证号500105010749
渝DB5925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9664陈强许可证号500105010741渝DC1187道路运
输 证 号 500105009792唐 文 冲 许 可 证 号 500105011887渝 D8J621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11109李波许可证号500105011592渝B720R0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08832江
北区喜鹊搬家服务部许可证号500105011419渝D5F076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0945重
庆心惠物流有限公司许可证号500105012168渝BT8519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4561彭
厚君许可证号500105012164渝B03G56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4520官汝君许可证号
500105012163渝A81395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4519段成强许可证号500105012140渝
DZ7721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4043陈文凭许可证号500105012133渝D5T692道路运输
证 号 500105013841段 成 友 许 可 证 号 500105012129渝 D526N0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13692沈小松许可证号500105012128渝D859R9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3662
舒献春许可证号500105012118渝D151X8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3512陈万木许可证号
500105012107渝BM9651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3338杨海琼许可证号500105012101
渝D695H25道路运输证号00105013303罗红许可证号500105012099渝A6N032道路运
输 证 号 500105013279罗 红 许 可 证 号 500105012100渝 D970N7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13290重庆佑一佳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许可证号500105012096渝D236K7道路运
输 证 号 500105013215胡 玲 许 可 证 号 500105012085渝 A65789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13115重庆豪旺建材有限公司许可证号500105012080渝A05U36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13089重庆市新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许可证号500105012079渝D162G8道路运
输证号500105013083重庆欧亚绿原包装有限公司许可证号500105012077渝BN3969道
路运输证号 500105013079李族成许可证号 500105012074渝 B0B111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13050黄昌俊许可证号500105012070渝A01L06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2947
重庆惠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许可证号 500105012068渝 D99H29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12940余 长 春 许 可 证 号 500105012067渝 A309P2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500105012050105012931陈宾许可证号 500105012061渝 D72F50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12787宋寿宁许可证号500105012058渝D83F90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2749肖
东许可证号 500105012050渝 D60B39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12707喻文彬许可证号
500105012046渝B362N8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2663李家来许可证号500105012044
渝D17A60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2653张拥民许可证号500105012041渝A82Z60道路
运输证号500105012542重庆市铁豪货运有限公司许可证号500105012033渝DK3728道
路运输证号 500105012490胡则许可证号 500105012031渝 B0J098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10041何江涛许可证号500105012026渝D35E19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2677
重庆中旅物流有限公司许可证号500105012025渝BT7306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2451
龚健许可证号500105012023渝D93B08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2398重庆庆福物流有限
公司许可证号500105012022渝B616Y6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2361重庆登伟科技有限
公司许可证号500105012014渝A1C779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2311陆桥许可证号
500105012008渝B26Q88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2149李民许可证号500105011996渝
D261S6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2994苏向东许可证号500105011989渝D9Y816道路运输
证 号 500105011983黄 亮 许 可 证 号 500105011980渝 B01U81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11924叶兆俊许可证号500105011975渝D1Y076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1876

重庆市江北区道路运管处 2020年3月26日

我单位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重庆建筑工程分公司，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6243702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盈瑞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西
湖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7663020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吕昭义律师执业
证，执业证号：15001201610262088，声明作废

重庆天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统一
信用代码81500000MC0114415U遗失《工会
经费收入专用收据》，票号 1715132541-
1715132550（10张 连 号），1715132576-
1715132580（5张连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车牌号:渝A331RV,发票号:35818530,发票代
码:050001800104,因保管不善造成车险发票遗失,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
理条例》,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九龙坡区分局
核准，重庆钢铁高等专科学校机电设计研究所拟注
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5001071902067，
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
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3月26日

注销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
管理条例》,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渝中区分
局核准，重庆石油工业设备安装工程公司拟注销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5001031802291，
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
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3月2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石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9011800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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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26日
注销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
管理条例》,经重庆市九龙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准，重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实业总公司拟注销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5001071801530，
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
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3月26日
注销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
管理条例》,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渝中区分
局核准，重庆石油高等专科学校机械厂拟注销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5001031802271，
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
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3月26日
注销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
管理条例》,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渝中区分
局核准，重庆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拟注销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5001031801571，
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3月26日

注销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
管理条例》,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九龙坡区
分局核准，重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汽车队拟注销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5001071901300，
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
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3月26日
注销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
管理条例》,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九龙坡区
分局核准，重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机电厂拟注销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5001071801529，
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
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3月26日
注销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
理条例》,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九龙坡区分局
核准，重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综合经营部拟注销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5001071801537，请
债权债务人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
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3月2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山城石油实业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9011801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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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2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迪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31801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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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26日

重庆海瑞园林绿化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黄路杨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30048224201，特此声明

遗失南岸区雄帆涂料经营部2019.9.24日核发营业执照正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60JLQQ7M，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重庆海
关口岸门诊部）遗失批次号2017的空白重庆市门诊医
药费专用收据一张，票号为：140544187，声明作废

遗失张亿琳，龚燕之女张亿琳在重庆市大渡口茄子溪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生证明编号0500028979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代蓉遗失资产评估师印章一枚，
编号为50000316，声明作废。

遗失铜梁区胡春中药材种植场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4MA60A4PF59声明作废

认尸公告
2020年3月23日在大渡口区鱼鳅浩
码头长江水域发现一具女尸，尸长
1.55米，55-70岁，穿红黑相间有蝴蝶
图案花羽绒服、深色牛仔长裤、红布
鞋，戴银色耳环，请知情人与长江航
运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遗失杨楚浩《出生医学证明》编号：H500448047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刘子妍（弃婴），女，于2017年1月27日在
巴南区云篆山的路边被刘柱捡拾，现登报
公示寻亲，望其亲人及知晓线索者见报后
及时相认联系。联系电话:13983447470

遗失李云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发行公司工作证JL078作废
重庆帆舟运输有限公司遗失渝A70279

车辆营运证500107013684，声明作废

重庆为妇女儿童

2020年妇幼健康重点指标
优于国家同期平均水平

定下小目标
近日，重庆市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印发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妇女儿

童工作委员会2020年工作要点》（下称《工作要点》）。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从重庆市妇联了解到，《工作要点》从五大类19

个方面为2020年妇女儿童事业定下了“小目标”，将对标对表，聚焦重难点问
题，确保本轮纲要（规划）圆满收官，进一步促进男女平等、儿童优先、妇女儿
童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本
轮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和规划〔以下简称“纲要（规划）”〕
的收官之年和编制新一轮纲要（规划）的启动之年。

《工作要点》提出，将充分发挥妇儿工委办统筹协调
作用，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融入重庆发展大局，纳入
重庆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召
开2020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体
（扩大）会议，总结工作成绩，研究攻坚举措，部署下一步

重点工作任务，形成更强合力，确保本轮纲要（规划）圆
满收官。

同时，强化统计监测，客观准确地反映妇女儿童在
各领域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开展评估督导，集中力量、倒
排时间、挂图作战，加大力度全面攻坚；以终期评估和编
制新规划为契机，依托智库资源和力量，探索建立推动
政府和相关部门切实解决妇女儿童民生问题的长效工
作机制，为科学决策和编制新一轮规划提供参谋服务。

妇女儿童事业融入重庆发展大局

《工作要点》定下多个重点难点指标小目标，如在稳
控妇幼健康重点指标方面，将巩固妇幼健康工作成果，
加强妇女儿童在健康领域4项约束性指标的管控，确保
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
控制在15/10万、5‰、6‰以内，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接
种率保持在99%以上，重点指标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逐
步缩小，优于国家同期平均水平。

在强力推进婚前医学检查方面，将建立健全婚前医
学检查工作多部门合作机制，推进婚前医学检查工作实
现新突破，确保婚前医学检查率提高到40%。

在推进学前教育优质发展方面，优化学前教育供给
结构，加强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加大小区配套幼儿园
治理力度，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实现90%，普惠率保持在
80%以上。

在深化素质教育工作方面，加大控辍保学力度，做
好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农村留守儿童、残疾儿童等特殊

群体教育工作，确保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
同时，还将推进中小学标准化建设，持续改善乡镇

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办学条件，确保中小
学标准化率上升1个百分点，达到87%；以“服务学校
29条措施”为主线，全面梳理排查学校安全防范存在
的问题隐患，强化校园周边乱点整治，净化儿童成长
环境。

还将切实优化妇女儿童生存环境，进一步健全重庆
市儿童工作专家智库管理和运行机制，推进妇女之家、
儿童之家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市级示范儿童之家达到
100个。

《工作要点》还提出，要深入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
策，深化维权服务与教育，增强妇女法治观念和维权能
力。积极推进家庭建设，持续开展关爱活动，在元旦、春
节等节假日开展送温暖活动，关爱孤残、留守、贫困等特
殊妇女儿童。

《工作要点》提出，突出重点编制规划。新规划编制
要对照国家纲要要求，充分考虑工作实际，科学预测发
展趋势，重点研究家庭、安全等领域，注重思考加强妇女
儿童思想政治引领、统筹城乡妇女儿童民生保障、推进
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等任务，关注基层社会治理中
充分发挥妇女和妇联组织的积极作用、女性平等就业等
内容和要求。

同时，将全面总结实施本轮规划经验，准确掌握妇

女儿童需求，充分吸纳成员单位和基层意见，学习借鉴
妇女儿童有关领域最新成果，启动和推进新一轮妇女儿
童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此外，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完善促进男女平等、妇
女全面发展的制度机制；重点建立发展好性别统计、纲
要规划重点难点目标检测预警、纲要规划实施第三方评
估、儿童工作智库等制度机制。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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