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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缴纳
年内可跨区县通办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瀚祥）今年内，市
民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不用再回户籍地或工作所在
地了，
重庆将实现跨区县通办。
近日，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第二批高频政务
服务事项跨区县通办的通知》，在实现首批 106 项高频政务服
务事项跨区县通办的基础上，再增加 130 项高频政务服务事
项，
打破户籍或居住地限制，实现
“异地受理、异地办结”
。
过去，
市民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需要在工作所在
地。职工重新就业后，用人单位向转入地社保局进行申报；职
工未重新就业的，
需回到户口所在地社保局办理接续手续。按
照现在“就近受理申请、审批权属不变、数据网上流转、批件快
递送达”
的要求，
市民可以跨区县通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不再受地域限制。
除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缴纳外，今年内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育
保险费）缴纳、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互助保险费缴纳、工伤保险
费缴纳、失业保险费缴纳、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纳、离休
干部医药统筹费缴纳等一系列费用缴纳事项，都能实现跨区
县通办。
此外，在第二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区县通办落实后，税
务人员也不用必须到企业所在地税务单位办理发票领用、代开
增值税专票、代开增值税普票等事宜了，
全市均可异地办理。
通知要求，第二批 130 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今年 12 月底
前实现在
“渝快办”
平台上的跨区县通办。

轨道车站内人多不多？排队多久才能上车？

手机登录
“渝畅行”APP，
一查全知道
早晚高峰期间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难免会遇到人多拥挤的
情况。对于经常乘坐轨道交通的市民来说，
提前了解车站是否
拥挤，
很有必要。
6 月 10 日，记者在重庆轨道交通官方 APP“渝畅行”上发
现，其已在苹果 iOS 系统试上线了
“拥堵情况”查询功能。市民
通过该功能，
即可实时了解轨道交通内是否拥堵。

6 月 9 日，出租汽车渝 B70T72 驾驶员余小林，捡到内有混凝
土施工书的黑色小包一个。
6 月 8 日，出租汽车渝 B62T32 驾驶员苏才林，捡到内有名为
“李赫”身份证等物品的黑色手包一个。
6 月 7 日，出租汽车渝 B88T72 驾驶员郑世红，捡到名为“邵
永强”
身份证一张。
以上未领取的物品，失主可到主城区出租汽车失物招领中
心认领。

“渝畅行”是重庆轨道集团于去年年底推出的 APP，具备
扫码过闸、行程规划、首末班时间等功能，为广大乘客带来“出
行即服务”的新体验。
近日，
“渝畅行”推出的新版本中，
“拥堵情况”查询功能正
式上线。乘客只需要打开 APP，点击首页“拥堵情况”选项，即
可跳转到轨道交通线路图页面，通过各个站点图示颜色，了解
该车站的拥堵情况。
在“拥堵情况”界面当中，乘客可通过站点列表，点击进入
目标站点详情，详情内将展示具体站点拥堵情况。
除了能够查询车站是否拥堵，该 APP 还能帮助乘客规划
行程，了解换乘、站数、时间及票价信息，并融合了拥堵情况说
明，方便进行线路筛选比较。如果点击“去乘车”，即可跳转到
刷码乘车的界面，
帮助注册用户实现快速过闸。

曝光台
6 月 10 日，赵某驾驶车牌为渝 C6N7××机动车，在九龙坡
区陈家坪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被查处。
6 月 10 日，范某驾驶车牌为渝 GHG6××摩托车，在大学城
地区因利用摩托车从事客运经营被查处。
6 月 10 日，驾校教练员廖某在驾驶培训教学期间离岗被查
处。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旭

实时播报各站点
“拥挤”
情况
“拥堵情况”查询功能的使用效果如何？6 月 10 日早高峰
期间，
记者进行了测试。
上午 8 点，记者点开“拥堵情况查询”功能。系统显示的
数据更新时间为 7 点 58 分。系统显示：轨道交通 3 号线六公
里站、轨道交通 6 号线长生桥站为“拥挤”，其他车站则为“舒
适”。
8 点 13 分的最新数据显示：
“ 拥挤”的车站增多。轨道交
通 3 号线有 3 座车站出现“拥挤”，分别是六公里、工贸、嘉州
路。轨道交通 6 号线有 4 座车站出现“拥挤”，分别是茶园、长
生桥、黄泥塝、大龙山。其他车站保持
“舒适”
。
5 分钟后，数据再次更新。轨道交通 3 号线和 6 号线，
“拥
挤”车站又新增了红旗河沟、光电园。同时，轨道交通 2 号线也
出现了
“拥挤”
车站——大堰村。
8 点 23 分，最新数据显示：茶园、大堰村恢复“舒适”，花卉
园出现
“拥挤”
。
10 分钟后，
“ 拥挤”的车站又有了新变化，达到 11 座。牛
角沱、五里店首次显示为
“拥挤”
。
8 点 43 分，
上班人群较为集中的幸福广场站显示
“拥挤”
。
8 点 48 分，部分“拥挤”车站恢复“舒适”，但江北城站开始
出现
“拥挤”。
9 点 03 分，系统显示的“拥挤”车站减少为 7 座，主要集中
在上班人群较为集中的车站和部分换乘车站。
9 点 23 分，
最新数据显示，所有车站为
“舒适”
。

璧山区妇联联合正兴镇人大
调研农村危旧房消除工作
“渝畅行”
APP 可以查询轨道交通
“拥堵情况”
。

9 点 15 分，
“ 拥堵情况”系统显示嘉州路站和红旗河沟站
为
“拥挤”。记者来到嘉州路站的站厅层，发现不少乘客正在刷
卡出站。
在站台层，去往郑家院子站方向的列车刚刚靠站停车，众
多乘客下车后，列队乘坐扶梯出站。而在去往红旗河沟站方向
一侧的候车区，每个车门前都有 3-5 人排队候车。
随后，记者乘坐轨道 3 号线，来到红旗河沟站。此时，在站
台层，去往观音桥站方向的候车乘客有排队的情况，每个车门
前大约有 6-8 人。
9 点 25 分左右，换乘大站红旗河沟站内秩序井然，该站的
早高峰正在结束。此时，
“ 拥堵情况”查询功能也显示该站为
“舒适”。
该 APP 是如何判定轨道车站是否拥堵的呢？根据说明，
“拥堵情况”
是基于站点客流情况，
实现对轨道交通内拥堵度情
况实时发布，
通过颜色进行区分。其中，
极度拥挤为红色、拥挤
为黄色、舒适为绿色。
“拥堵情况”客流数据每 5 分钟更新一次，
保证乘客能够实时通过 APP 了解最新情况。
实地走访：
“拥堵情况”
基本属实
目前，这项功能还未正式“官宣”，仅在 iOS 系统试用，
昨日上午 9 点，记者走访了轨道嘉州路站和红旗河沟站，
Android 系统还没上线，
正在进一步调试优化中。
了解
“拥堵情况”
是否能反映现场情况。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波 王梓涵

◆重庆北美运输有限公司渝 A62883车道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翔）
《重庆市全民健
身条例》实施情况如何，市人大常委会将开展执法检查。
6 月 10 日，执法检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市政府汇报
了条例落实情况。2020 年，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占比达
到 47.65%，超过 2035 年国家计划（45%）2.65 个百分点；
《国民
体质测定标准》总体合格达标率 92.7%，超过 2035 年国家计划
（92%）0.7 个百分点；
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1.67 平方米。
在强化青少年体育锻炼方面，全市普通高中认真落实体育
必修课程开课要求，部分学校开设了体育的选修课程，并纳入学
分考核。2019 年，按要求开设体育课的学校比例达 99.81%；落
实每天 1 小时体育锻炼的学校比例达 99.87%。全市学校每学
年至少举办 1 次全校性运动会，举办市级学生体育竞赛活动达
30 余项，
参赛运动员达 3.5 万余人次。
积极引导老年人强身健体方面，因地制宜、就地就近为老年
人健身搭建平台，开展小型多样、趣味性强的各类健身活动。
2019 年，各级老体协组织竞赛展示活动达 781 次，24.6 万人参
与，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比例达到 55.1%。
各区县大力推进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城市体育公园、全民健
身步道、公共体育场馆和社会足球场建设。截至目前，
全市累计
建成社区体育文化公园 50 个，城市体育公园 9 个，全民健身步
道约 5000 公里，公共体育场 37 座、体育馆 41 座、游泳池（馆）33
座，
各型社会足球场 602 个。
条例要求推动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放。截至目
前，全市 69 个大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放，并向社
会公布。

光荣榜

车站是否拥挤一
“幕”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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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占比达到 47.65%

路运输证500104007953遗失声明作废
交房公告
15023163856◆遗失重庆建工第一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叶勇高级工
尊敬的丰都金科?黄金海岸业主：

债权转让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本报讯 （通讯员 钟昌群 王涛）近日，璧山区妇联联合
正兴镇人大，
组织部分区、镇人大代表和妇女代表调研农村危旧
房消除工作推进情况。
调研组实地到正兴镇河堰等村危旧房连片拆除点查看危旧房
拆除后土地现状，
到集中修缮点参观修葺一新的房屋，
现场听取正
兴镇危旧房消除工作负责人关于全镇危旧房消除工作情况介绍。
代表们认为，正兴镇危旧房消除工作能与美丽乡村建设和
人居环境整治紧密结合，
推进速度快，
整体效果好。同时，
代表们
也提出危旧房消除工作要保证房屋拆除的地方土地平整，
利于老
百姓耕作或今后重建；
排水渠必须畅通，
不造成二次灾害；
修缮房
屋既要外观简洁大方，
又要保证质量，
决不能做面子工程；
要发动
广大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支持参与危旧房消除等建议。

小朋友巧手绘出禁毒画
本报讯 （通讯员 刁庆）6 月 26 日是国际禁毒日。近日，
一场特别的亲子绘画活动在大渡口区八桥镇龙都社区社工活动
室展开，
活动将禁毒宣传教育与青少年的学习生活结合起来，
增
强禁毒意识，
提高防毒能力。
在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主题交流会环节，
志愿者介绍了毒
品的危害以及如何拒绝毒品。随后，20 余名参与绘画活动的孩
子发挥想象力，以独特的视角创作了一幅幅“向毒品说不”、
“珍
惜生命”
画作，
传递远离毒品的决心。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关于对嘉西村 25-30号房屋征收的公告 ◆重庆市南川区黄家咀农业股份合作社遗失2014-07-10核

为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
重庆市大山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尹蓉蓉、田德 中遂南方建设集团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4NA231174X,声明遗失
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 法权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国务院 590号令)
、
《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
军、张先明、杨国能、重庆市杨能重型汽车配件
（渝北人社监告〔2020
〕2002号）。群众 屋征收与补偿办法（暂行）》
8.29在巴南区
（渝办发〔2011
〕123号）以及《渝中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遗失娄富彦，范立容之女娄兰欣2018.
有限公司、郑继砚、徐朝飞、重庆中阳融资担保 罚告知书》
举报你单位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一案，你单位未
程师职称证（专业：道路，证书编号：10020101819）声明作废。
（渝中府发〔2014
〕32号）的规定，渝中区人民政府于 2020年 6月 9日作出 人民医院《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130463声明作废
有限公司、重庆庄富物资有限公司、重庆天启股 到我局接受调查询问，经我局责令整改，你单位逾 实施细则（试行）》
丰都金科?黄金海岸四期高层 1#、2#楼，商业 32#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焦云梅 2020.4遗失身份证513521198102235408有效期2007.◆遗失酉阳县联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公
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渝中府征发〔2020
〕5号），现将房屋征收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期未整改。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
一、项目名称：嘉西村 25-30号旧城区改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
江北区合恒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已与重 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我局决定：拟对你单位拒绝
07.25-2027.07.25，由此引起一切法律责任与本人无关特声明 章壹枚（编号5002425010127）声明作废 楼经竣工验收，
已符合交房条件。
◆渝北区一爻美容院遗失2017.09.28核发营业执照正副
二、征收范围：嘉西村 25号、28-29号、30号。
《债权转 执行《渝北区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
（渝
◆渝北区婧雯米线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重庆云梅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章
现特通知丰都金科?黄金海岸四期高层 1#、2#楼，商 庆市和胜汇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5UUTNB2N声明作废
三、征收部门：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让协议》，江北区合恒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将对 北人社监令〔2019
〕2029号）的行为处以罚款 2000
副本，编号JY25001120275839声明作废 壹枚（编号5001023073033）声明作废 业 32#楼业主，
四、签约期限：共计 30天，具体时间从 2020年 6月 18日起至 2020年 7月 17日止。选择 ◆重庆亿利宝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遗失2017.
07.07核发营业执
于 2020年 6月 19、20日上午 9：00-17：00你们享有全部债权（债权依据分别为（2016）渝 元至 20000元。你单位在本告知书送达次日起五
0105民 初 11062号 、（2016
）渝 0105民 初 个工作日内有权向我局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未 产权调换的，从 2020年 6月 11日起办理交房手续、6月 23日起办理选房手续。
◆遗失九龙坡区黄志军蛋糕店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重庆鑫汛电器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PFB43H作废
到重庆市丰都县龙河东新城金科?黄金海岸(
重庆金科正 11293号 、（2015）江 法 民 初 字 第 09754号 、陈述或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权利。自本
五、补偿安置方式：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
副本（编号：JY25001070202718），声明作废 章壹枚(
编号5001127091240)
声明作废 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金科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涪 （2015）足法民初字第 07333号、
六、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见附件并张贴于征收现场公示栏）。
（2015
）足法民 公告发布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我局地址：渝
重庆荧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房
◆遗失刘亿，唐芳之子刘亿洋在重庆开县任红霞妇产◆遗失文琳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035688作废
七、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
初 字 第 07334号 、
（2016
）渝 0105民 初 8630北区桂馥大道 10号，联系电话：67812595。
办理接房手续。各位业主接房时请按《接房通 号、（2016）渝 0105民初 1429号判决书或调解 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0年6月11日 可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日内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本公告发布之 增值税普通发票遗失共 13份，发票
医院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8440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茂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陵分公司)
代码“5000162350”，发票号分别是:
日起 6个月内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刘建勋遗失残疾证51021240404081843声明作废 公章（编号5001087180954）声明作废 知书》要求，
带齐全套资料，包括购房合同、按揭合同、身 书）转让给重庆市和胜汇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通
告
NO.
03690126,NO.
03690127,
八、其它事项
请在本公告通知之日起立即向重庆市和
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维修分公司
◆重庆信天翁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遗失何文潔男2011年6月19日出生证K500381460作废 份证、
房款、代收费（契税等）缴费依据等接房相关资料。 胜汇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全部债务。
1、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请其相关权利人即日起到征收现场办公室予以申报。NO.
03690128,NO.
03690129,
员工秦浩，身份证号码：500226199001266112。
证正本，编号JY1500113011387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大丰交通设施制造有限公司公章（编
特此公告
2、现场办公地点及联系方式
NO.
03690131,NO.
03690132,
电话：
023-70631111
江北区合恒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 员工徐小波，身份证号码：500102199305305372。
现场公示地址：嘉陵桥西村 30号社区志愿服务站
◆重庆市巴南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遗失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号500227000014185）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
NO.
03690133,NO.
03690134,
特此公告！
2020年 6月 11日 你们已经连续旷工超过 5天以上，公司将解除劳
现场办公电话：18680893161 监督电话：63310815
公司巴南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3936901）声明作废 ◆遗失璧山区人源日用品经营部公章（编号
NO.
03690135,NO.
03690136,
动合同。见此通知后，请于 1周内回公司办理相
特此公告
重庆金科正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市富芸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遗失2014.8.11核发的营 关手续，否则后果自负。
◆奉节县宝塔驾驶培训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5002278016945）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
03690154,NO.
03690155,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 NO.
2020年 6月 11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000924747，声明作废。 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1日
2020年 6月 11日 NO.
03690157,声明作废
公司奉节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77000891801)声明作废 ◆遗失2019年11月8日发沙坪坝区莹鸿建筑工程设备租赁站
◆遗失渝中区南区路71#-6#-1-3住户黄同兰渝中区南纪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60LNB641作废 重庆市渝黔兴隆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遗 声 明 ：重 庆 长 江 电 炉 厂 第 一 分 厂 遗 失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富芸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重庆市味当佳食品有限公司（统
公告
公告
◆重庆祈丰物资有限公司遗失2012-04-09核发营业执
一社会信用代码
9
1
5
0
0
2
2
3
5
5
4
0
6
7
1
8
6
7
)
经
门房管所南字第010945号房屋住宅租约证原件，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合川区渝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失公章，编号：5001107012417；遗失 2001-04-25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注册号 500112000924747）股东决定，拟将 股东决定，拟将注册资本由 300万元整减至
现根据巴南国资中心〔2020
〕31号文 照副本：注册号 500108000088475，声明作废
现根据巴南国资中心〔2020
〕31号文
号 5001041996950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债
重庆市南部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 件精神，重庆市城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注销公告：公司因故解散，请债权人、债务人
◆遗失中称检验检测认证（重庆）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作废 公章(
编号：5003826002578）一枚声明作废 2019年 12月 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副本；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 务人在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100万元整。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 件精神，
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 司（公司注册资本金和实收资本为 200万 （公司注册资本金和实收资本为 60000万 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来我公司清算债权、
◆遗失金鸣渝营业执照正本92500104MA604UCAXK作废 ◆遗失重庆龙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债务清 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6月11日 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2020年 6月 11日 元）拟吸收合并重庆市巴南经济技术开发 元）拟吸收合并重庆巴南新干道建设有限 债务。公司债权债务清算完毕后将向工商部门办理注销
◆重庆尧喜家庭农场遗失发票专用章一5002211029252）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 本915001100912130860声明作废。 公章 、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登记，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重庆祈丰物资有限公
重庆市江北区华新街街道办事处 重庆市津粮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遗 CGV影城重庆远洋店停止经营公告 ◆王明天（身份证号码：140621198605165214）高级工 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金和实收资本为 公 司（公 司 注 册 资 本 金 和 实 收 资 本 为 司(注册号：500108000088475)。2020年6月11日
枚，编号：500239103578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铜梁区福果镇文化服务中心事业单位法人
500万元）。现将被吸收重庆市巴南经济 2000万元）。现将被吸收重庆巴南新干
资格证、职
由于影城产权进行变更，2020年 6月 程师职称证书（证书编号:02140100430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巫山县平河乡龙潭村村民委员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2240605068479作废 不慎遗失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资 失周德祥注册建造师证书、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解散，合并后存续 道建设有限公司进行解散，合并后存续公
业印章；注册编号：渝 281101017823 8日起停止经营。
会公章编号5002379822622一枚声明作废 ◆渝北区李开洪食品经营部遗失2019年1月29日核发 金 往 来 结 算 票 据（票 据 号 ：注册证书编号：00437356，资格证书 1
公司重庆市南部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司重庆市城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注
◆重庆江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遗失陈芋江二级建筑
联系方式：17783930129
（09:00-18:00
）
200万 册资本金和实收资本为 60000万元）。请
◆天意阁大药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紫芬药店遗失药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600394006声明作废 003014701
）第二联，声明作废。 编码：0017030；特此声明
（00），声明作废 （公司注册资本金和实收资本为
希界维（重庆）影城有限公司九龙坡分公司 工程建造师印章，渝219181959775
元）。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45日内到重庆 相关债权、债务人 45日内到重庆市城南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渝CB0370041，声明作废
袁 谊 ，身 份 证 号 ：510226197306245577，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非机
市南部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完善有关债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完善有关债权、债务手
景海艳遗失绵阳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重庆市大渡口区长利花木种植场遗
渝北区永勤餐具经销店遗失2
0
1
9年9月
◆李金权遗失圣名世贸城商铺履约保证金收据一张，摊位号C42019年 11月 11日至 2019年 11月 21日期
权、债务手续。合并后的债权、债务均由重 续。合并后的债权、债务均由重庆市城南
2-007，号码1112530金额50000元，伍万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心开具的四川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1份，票据 失 2015年 11月 2日核发的营业执 间，生病住院于重庆市合川区人民医院，出 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单，单证识别码：AE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庆市南部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继。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承继。
◆遗失周小瑄.女.2014-5-14出生证编号O500112530作废 代 码 51060220票 号 ：0001248639金 额 ：照 正 本 91500104MA5U3D064K；院后遗失重庆市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票号 ZIDI5019BDD单证号：50001900089639、
重庆巴南新干道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市巴南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33元，开票日期：2020.04.16，声明作废。 遗失公章（号码不详）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富贵万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 7142.
5001087075053)财 务 章（编 号 5001087075117
）
◆四川外国语重庆南方翻译学院，西语院德语专业，遗失声明：湖北佐信科技信息服务有
法人章（黄丽娟）自 2020年 6月 3号起由公司股东、
董事黄冠文接掌管理，并未遗失，在此期间所加盖 肖淑月遗失学生证,学号1820010318，声明作废。 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合同章（湖北
本公司公章之文件、资料均有效。特此声明
◆王云丽遗失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工程造价专业本科 佐信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
重庆富贵万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特此声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284889808P，声明作废 毕业证书，证书编号126161201605051229，声明作废 公司合同专用章），

92500112MA60HQ5F6B；特此声明

重庆市城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市南部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001439677，金额 12102.
65元，声明遗失！ 50001900089644共2份，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和达瑞兴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遗失 2019年 12月 18日核发的重庆市速速荣冠 ◆遗失2014年08月26日核发的重庆志竟科技有限公司 ◆朱柏霏遗失由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院开具的《重庆市住院医药 减资公告：奉节县鲁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MA5ULDKJ64）股东会决议，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004111097声明作废
信用代码9
1500236MA60F0L469）拟向公司登记机
费专用收据》票据号B03219578，金额3632.29元，特此声明作废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会信用代码 91500113MA605K827J声明作废
拟将注册资本从1500万元减少到300万元，根据《公司 ◆遗失重庆市速速荣冠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公章
◆遗失重庆志竟科技有限公司国地税税务登记
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减少至
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债务人到本司 壹枚（编号 5001137114261）、财务专用章壹枚（编 证正副本（税号 500108305154879）、组织机构 ◆遗失重庆花翎艺术培训有限公司2019.3.21核发营业执照正、10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至见报之日起45日之内向公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MA60AB555R,声明作废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关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6月11日 号5001137114262）、发票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305154879）声明作废

◆娄义叶遗失公运集团公司开具的安全维稳责任金收据，
编号0118530，金额5000元（车牌渝A22T65），声明作废
◆声明：本人曹承琴遗失恒大御峰台4-2204契税
收据编号ydhk0019577金额28592.91元,大修基
金收据编号ydh10014774金额7089元，声明作废
寻亲启事
本人庞毅于 2017年 6月 12日早
晨 7点左右在元明医院后面河
沟边捡拾一名男婴，当时被一条
绿色毛毯子包裹。现由庞毅抚
养，居住在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
镇元明村 11组 41号，现寻找小
孩亲生父母，望知情者速与本人
联系，电话：132718493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