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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重庆交通大学大黄路校区综合改造房屋
征收项目开展调查登记工作的通知

各拟被征收人：
渝中区人民政府已确定重庆交通大学大黄路校区综合改造房屋征收

项目。按照房屋征收法定程序，我委将从2020年11月6日起对该项目拟征
收范围内的房屋有关情况组织开展调查登记工作，请你们给予支持与配合。

一、调查登记范围：渝中区大黄路107号附7号至附18号、附24号，以
征收范围线为准。

二、实施单位：重庆市渝中区房屋征收中心
三、联系方式
现场办公室地址：渝中区大黄路107号重庆交通大学（大坪分部）

正大门旁实验楼
联系电话：13752874201
特此通知

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2020年11月6日

遗失声明：重庆浩元软件有限公司遗失重
庆建筑高级技工学校开具质保金收据一
份：收据日期 2016 年 12月 15日，编号
001229728质保金9650元，声明作废。

声明：星豪门业遗失重庆建玛特商
业经营营理有限公司326号铺位销
售订货单据 1 本：编号 2724751-
2724775，已写承诺书，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重庆市合川区青年商会
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
50038270156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陕西龙鑫智能安全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重庆简能分公司遗失2020年09月10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5MA5UPTP75H，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纵亿科贸有限公司遗失重庆
建筑高级技工学校开具质保金收据一份，票
据日期2016年7月5日，编号：001688130，
合同号16A1376，质保金6475元，声明作废。
重庆市涪陵启航培训学校遗失2017年
5月12日核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证书（法人）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50010232781388XB，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科威云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0924145929）股东大会决议，本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5000万元减少到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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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土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304831399K)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0万元减少到1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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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土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6日

◆兹有李寅遗失《燃气经营企业从业
人员专业培训考核合格证书》编号：
渝350201600203G 特此声明。◆兹有侯俊遗失《燃气经营企业从业
人员专业培训考核合格证书》编号：
渝 250201600180G特此声明。◆兹有刘宁遗失《燃气经营企业从业
人员专业培训考核合格证书》编号：
渝350201600194G 特此声明。

声明
陕西龙鑫智能安全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重庆简能分公司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停止对外一
切经营活动，原有印章全部作
废，如再有以该分公司名义进行
的任何行为均无效，特此声明。

2020年11月6日

茶楼承包经营、转让
沙坪坝汉渝路佰益酒店（原八一宾馆）

电话：13983012335

寻亲公告
余献群和妹妹余献模二人于
2017年 3月 14日，在巴南区鱼
洞玉波池高架桥旁边捡拾一男性
弃婴，随身物品一个蓝白条文的
小毬子，身体无
明显缺陷。就
抱回家抚养至
今。余献群电话
13608336738
望知情人与亲
人联系。

遗失声明：本人薛波遗失恒大天璟
4-906《商品房认购协议》补充协
议，编号：CQHDYDH00000872，
金额：2631883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维格特瑞汽车驾
驶培训学校教练车牌：渝A7936
学，渝A7917学，渝A7991学，渝
A7206学标识卡遗失，声明作废。

叶 艳02000150010180020190304101
刘光路00001850010100002020019951
刘 琼00001850010100002020003174
李 勇00001850010100002019008601
罗世勇02000150000080002015331483
钱巧云00001850010100002020014408
周定冬00001850010100002019014440
万迎春00001850010100002020016910
秦春红00001850010100002020021235
丁 倩02000150010180020190309323
雷阳清00001850000000002019213990
邓 均00001850000000002019071026
谭江露00001850000000002019189215
张 燕00001850000000002019232623
李 军00001850000000002019228313
谭 辉00001850000000002019104337
刘 菲00001850000000002019102737
杨晓英02000150010180020190100369
鄢洁南02000150010180020180402985
谭小红00001850010100002020009931
施祖军00001850010100002019004083
杨虹琳00001850010100002020015361
管中发00001850010100002019007032
刘正江00001850010100002020024522

王 均00001850000000002019228983
黄 琼00001850010100002019001964
但 杰00001850010100002019012899
胡林玉00001850000000002019215823
许春燕00001850010100002019008302
廖 春00001850010100002019008572
李大春00001850010100002019015032
张 建00001850000000002019232596
胡丹萍00001850010100002019010053
朱耀琼00001850000000002019094884
叶久青00001850010100002019006511
许柳英00001850010100002020007056
胡传平02000150010180020181203441
赵凤云02000150010180020190101337
涂云萍00001850010100002020017167
王德翠00001850000000002019152891
李小兰00001850010100002020008598
任松林00001850010100002019011953
张 聪02000150010180020190301111
张梅艳00001850010100002019004690
李 茜00001850010100002020020486
张世娟00001850010100002020006133
徐达凤00001850010100002020012460
张 俊00001850010100002020018493

李如彩00001850010100002020026401
高仁琼00001850010100002020016442
冉琦淇00001850010100002020013368
张慎菊00001850010100002019008011
洪昌福02000150000080002015033907
胡德英00001850010100002019012552
周定田00001850010100002019012286
吴康梅02000150010180020181202936
邓世晏00001850000000002019008581
赵 艳00001850000000002019058032
步美平02000150010180020190308156
郑仕英00001850010100002019014771
吴城钢00001850010100002020009335
韩远杰00001850010100002020013317
夏国珍00001850010100002020018372
刘红菊00001850000000002019228410
罗承磊00001850010100002020014490
李 萍00001850010100002019010199
雷秀梅00001850000000002019075749
易正英00001850010100002019005674
田 华02000150010180020161202785
张石忠02000150010180020170802864
黄太山00001850000000002019190775
林显梅00001850000000002019117399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平安人寿离职业务员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谭晓燕00001850010100002019004899
张能丽00001850000000002019220446
陈花园02000150010180020171005235
伍早林00001850010100002020007482
贺学林00001850000000002019084723
李 刚00001850010100002019009469
马天艳00001850010100002020009837
黄玉无恨00001850010100002019011873
袁孝存00001850010100002020017888
刘 勇00001850000000002019232545
冉永军00001850000000002019215946
龚 敏00001850000000002019182523
陈小蓉00001850010100002019004235
刘 春02000150010180020180701426
孙长琼00001850010100002019002801
胡相桃00001850000000002019086655
方德印00001850000000002019014701
程经梅00001850010100002020014019
敖 霞00001850010100002020017757
方德荣02000150010180020180302744
欧云香00001850010100002019014110
李行芸00001850010100002019014618
徐东梅00001850010100002019004995
陶建明00001850010100002019011291

高晓玲00001850010100002020009409
王祖利00001850010100002020006352
史代琼02000150010180020190302874
覃昌国00001850010100002020008805
冯美俊00001850010100002020017159
刘家燕00001850000000002019090678
周顺飞00001850010100002020019148
吴 兰00001850000000002019154112
向红军00001850000000002019240133
周开菊00001850010100002020009958
邹 易00001850010100002020007431
王绪聪00001850010100002020009433
廖雪萍00001850010100002019012042
谭世琼00001850010100002020006947
张 华00001850010100002019006089
李 清00001850010100002019007112
田吉兵00001850010100002019008548
邵传洪02000150010180020181001980
钟英杰02000150000080002015080091
肖 萍02000150010180020181202057
唐天辉00001850010100002020017982
谢吉玲02000150010180020190308775
任小菊00001850000000002019117331
何勋祥00001850010100002020013987

胡泽玉00001850010100002020018887
罗图均00001850010100002019010828
游川东00001850000000002019225265
蔡翠华00001850010100002019009895
肖洪富00001850000000002019140743
李天元00001850000000002019180134
向定元00001850000000002019208042
艾文星00001850000000002019102899
袁永琼00001850000000002019102745
赵春花02000150000080002015345333
徐天文00001850010100002019001487
陈 平00001850000000002019248697
陈 鹏02000150010180020190306685
冉 琴02000150010180020170101848
陈建群00001850000000002019231858
张 深02000150010180020190309778
王 婷00001850000000002019154065
徐小英00001850010100002019005019
宋红燕02000150010180020171101171
李阳珍00001850000000002019180142
陈立权00001850000000002019201196
彭小兰00001850010100002019003744
李德权00001850000000002019209666
金 燕00001850000000002019122239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平安人寿离职业务员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邓绿茵00001850010100002020003131
赵 晓02000150010180020181204098
肖桂花02000150010180020181003821
黄鸣海00001850010100002019013859
肖代宁00001850000000002019025215
陈春艳00001850010100002019013826
陈婷婷00001850000000002019247070
余小梅00001850010100002019003701
汤 婷02000150010180020180305423
周 丹00001850010100002019000269
杜连英00001850000000002019232490
陈启明00001850010100002019009723
彭 利00001850000000002019066725
陈远来00001850010100002020007546
伍晓红00001850010100002019001778
胡华群02000150010180020181206956
易冬春00001850000000002019100668
周琪琪00001850000000002019108092
张 梦00001850010100002019006968
张淑华00001850010100002020021665
唐春峡00001850010100002019007928
周尚丽00001850000000002019180126
周秋梅00001850000000002019048704
唐 娇00001850000000002019243628

唐 宇00001850010100002019013971
唐小艳02000150010180020180904387
黄建兰02000150010180020180904379
杨永芬00001850000000002019117237
张 豪00001850000000002019189207
陈陕军00001850010100002019013914
刘福兰00001850010100002019013875
陈长久00001850010100002020003801
罗登晴00001850010100002020013632
谭清芳00001850000000002019076934
唐万芳02000150010180020180703098
许小娟02000150010180020171204583
杨秀荣00001850000000002019093437
严定香00001850010100002020006682
朱兴春00001850010100002020005083
向文苏00001850010100002020008733
王 康00001850010100002020023056
罗显松00001850000000002019237951
聂 霞00001850010100002020023345
唐小英02000150010180020170904422
周仁莉00001850000000002019228444
罗有伟00001850000000002019073642
邱调忠00001850000000002019217345
段益丽00001850000000002019066442

郭小玲02000150010180020171210652
王 毅00001850000000002019131558
邱均秀00001850010100002019002334
孔东梅00001850010100002019000679
段海波00001850010100002019009846
李正山00001850010100002020017564
赵家洪00001850010100002020034102
龙惠珍02000150010180020190306556
杨凤菊02000150000080002015131557
罗正琴00001850000000002019182863
陈 琴00001850010100002020009781
肖召琼02000150010180020170901959
陈云欢00001850000000002019131620
周井成00001850010100002019005432
胡 波00001850010100002019009516
邓兴芬00001850010100002019009862
易丙英00001850010100002020015466
付孝宽00001850010100002020017222
廖光梅02000150010180020171205166
周隆兰00001850000000002019102681
张 琴00001850000000002019117157
王子奎00001850010100002020010052
朱 炫00001850000000002019112177
肖冬川02000150010180020181102427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平安人寿离职业务员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曾小英00001850010100002020010204
谭万英00001850010100002019003525
黄耀明00001850010100002019002463
唐 彬00001850000000002019217281
孔 静00001850010100002020010190
刘 发00001850010100002020018516
石东秀02000150010180020181204942
何 翠00001850000000002019249083
王德菊00001850010100002019009838
姜学英02000150010180020180700265
谢木香00001850010100002020008768
周 燕00001850000000002019141990
刘 洪00001850010100002020005384
毛永翠00001850000000002019212124
甯先美02000150010180020181202901
黄伦芳00001850000000002019222592
赖从术00001850010100002019007709
熊正伟00001850010100002020007064

祁美萍02000150000080002013360302
席加英00001850010100002020023755
甄华亮00001850010100002019003398
朱一琼00001850010100002019007651
徐传荣00001850000000002019189196
周记英00001850010100002020013180
罗章均00001850000000002019182700
邓小江00001850010100002020006393
伍 珍02000150010180020180600359
陶 敏00001850000000002019025466
傅 成00001850010100002020010044
赵王肖00001850000000002019211960
张小琴00001850010100002020016338
罗云亮00001850010100002019006798
李 均00001850010100002019007016
袁常超00001850010100002019012243
严定芬00001850010100002019013168
陈茜茜00001850010100002019009444

周 涛00001850010100002019008271
周小燕00001850010100002019006587
廖 灵00001850010100002020005286
陈登碧02000150010180020170703729
王 勇02000150010180020181003081
余贤桂00001850000000002019149742
左文静00001850010100002019011478
朱洪梅00001850010100002020005954
肖登龙00001850010100002020008993
周玉梅00001850000000002019187168
熊德辉00001850010100002020015925
邓中碧02000150010180020181201361
张合昌00001850000000002019122126
周远群00001850000000002019205010
梁 琴02000150010180020190304169
王 红02000150010180020171100066
谭 娟00001850010100002020010479
张弟燕00001850010100002020010518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平安人寿离职业务员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兰舍硅藻泥（陈德怀）遗失茶园红星美凯龙
定金收据70000元，单号A252_S17000235声明作废◆奉节县夔宇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5002369803165），声明作废◆陈坤红遗失医师执业证书证书：编
号210500103000179，声明作废。◆周后梅建筑起重机械司机S渝U042016034279遗失作废◆任小玲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证渝A032014028016遗失作废◆遗失北碚区青琴卤菜经营部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JY25001090119109作废◆技术人员杨建飞证件号1401000400596现
已遗失，现转入重庆超群致远实业有限公司◆遗失重庆慧泽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枚，
财务专用章号码5001087168181，声明作废◆声明：经营者邹超作遗失2018年08月29日
核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00106MA602E5RXT，声明作废◆重庆云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遗失2017-03-14核发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MA5U4863XT作废

◆遗失重庆市大足区安庆装饰行公章
壹枚（编号5002257003487）声明作废◆遗失四川汽车制造厂附件厂破产管理人公
章壹枚(编号500225702126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迪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
执，编号为：5001142018060102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秀勇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印章证明，声明作废◆遗失余波、毛洪芳之子余晔2014.9.16在重庆市第五人
民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237741声明作废◆遗失声明：遗失富力城新壹站A1－
9－4装修押金收据0037124声明作废◆声明：魏刚遗失重庆电子职业技术学院计算
机及应用专业毕业证，批准文号：教育部教发
【1999】104号，NO:01046579,声明作废◆余东蛟不慎遗失祥鸿当代城物管开具的水电费保证金
收据一份，票号：DDC00072388，金额：2000元，声明作废◆遗失2016.4.18核发的重庆市黔江区腾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3204751797声明作废

牟春香00001850010100002019000316
任 娟00001850010100002020021413
王顺利00001850010100002019002981
郭春花00001850010100002020019390
刘先治00001850010100002019012673
向江林00001850010100002019002203
陈家琼00001850000000002019095713
黄 群00001850010100002020020267
李福春00001850010100002020001429
谭孝川00001850010100002019013060
邓付琼00001850010100002020008395
龙福丽00001850010100002020018356
蔡树英00001850000000002019096793
张福艳00001850010100002020004291
崔春风00001850010100002020002077
李存碧00001850010100002020008977

李 伟02000150010180020180602251
杨孝英00001850010100002020019767
向宇超00001850010100002020007917
吴 琼02000150010180020181204629
王东侠00001850010100002019001358
程 琴00001850010100002020004380
苏 磊00001850010100002019014925
魏恩富00001850000000002019201434
熊德林00001850000000002019008623
周春霞00001850010100002020003455
程 正00001850000000002019122425
冉从碧02000150010180020181100403
陶莎莎00001850010100002020021251
冯 琼00001850010100002019008280
桂仁清00001850010100002020000782
骆大庆00001850010100002020000581

秦 琴02000150010180020181103840
向佳倩00001850010100002019011154
王仁琼00001850000000002019091564
秦 杰00001850000000002019001004
焦辉霞02000150010180020161000767
毛 萍02000150010180020180804402
周 有00001850010100002019012831
周天兵02000150010180020190200896
江培志02000150000080002010007010
李 静00001850000000002019121805
柯元元00001850000000002019215770
彭永兰02000150000080002013343020
邓兴芬02000150010180020190400894
龙 勇00001850000000002019008783
郑 军00001850000000002019203637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平安人寿离职业务员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重庆中泽家具有限公司开具
给重庆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代码50001931
30，发票号码1131960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得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7072303617G）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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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豪度装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240759292109R）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200万元减少到8.1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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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

◆渝北区万老头羊肉粉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120265011，声明作废◆渝北区万老头羊肉粉店 遗失2019年12
月10日核发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2500112MA60NHQG6C，声明作废

映月台交付公告
尊敬的重庆映月台业主：

映月台项目兹定于2020年11月12日-
11月13日正式交付。我公司已按贵我双方
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您所列的
地址，以特快专递（EMS）的方式将上述商品
房的《收楼通知书》（一式一份）、《收楼指引》
（一式一份）以及《授权委托书（模板）》（一式
一份）共三份交付资料邮寄给您。

请您按上述商品房《收楼通知书》所安排
的时间、地点，并携带上述资料中提及的所有
有效资料，如期赴映月台项目销售中心办理
房屋交付手续。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023-88975888
祝您生活幸福！阖家安康！

重庆天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20年11月5日

本人王一（身份证号码：500224198502237398）
遗失重庆葛洲坝融创金裕置业有限公司M20-
S5-1-1-1-11号商铺租赁保证金收据（收据
号：0009013，金额：壹万元整）声明作废

遗失作废声明
杨云前不慎将2019年8月26日汇入重庆双福
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的09a-附32号摊位
保证金票据遗失，收款收据票号为0432478，
票据金额为2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关于成渝高速公路走马立交施工管制的通告
因成渝高速公路走马立交DF匝道建设

需要，成渝高速公路走马至青杠方向车道实
行施工管制，现将管制信息通告如下：

一、管制时间：2020年11月10-2021年
1月10日全天24小时，共计60天。

二、管制方式：施工期间，封闭成渝高速
公路走马至青杠方向车道（即走马至青杠上
道口），通行车辆请绕行，如遇恶劣天气顺延。

三、注意事项：通行车辆，请按交通标志
提示行驶，服从高速公路执法人员和施工现
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对违反本公告要求，扰
乱通行秩序的车辆，高速公路执法机构将严
格按照相关法规处理。

特此通告
隆生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5日

重庆西部公交工会委员会职工结婚、生育、
退休慰问品定点采购项目比选公告
竞标人须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其他要求详见

竞争性比选文件。凡有意参加竞标者，请于2020年
11月6日至2020年 11月10日每日上午9时至12
时，下午14时至17时（北京时间），委托代理人持有
效的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在重庆市渝北区黄山
大道中段70号两江星界2幢9楼（重庆西恒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报名并购买竞争性比选文件。比选文件每
份售价300元，购买比选文件时收取，售后不退。
比选人：重庆西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联系人：蒋老师 联系电话：023-65424742
代理机构：重庆西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老师 联系电话：023-67766894

重庆西部公交工会委员会2021年春节
职工节日慰问品采购项目比选公告
竞标人须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其他要求详见

竞争性比选文件。凡有意参加竞标者，请于2020年
11月 6日至2020年 11月 10日每日上午9时至12
时，下午14时至17时（北京时间），委托代理人持有
效的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在重庆市渝北区黄山
大道中段70号两江星界2幢9楼（重庆西恒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报名并购买竞争性比选文件。比选文件每
份售价500元，购买比选文件时收取，售后不退。
比选人：重庆西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联系人：蒋老师 联系电话：023-65424742
代理机构：重庆西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老师 联系电话：023-67766894

注销登记声明
贵州特色制药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
根据（九龙坡市监）登记内销字【2020】第
102244号，现已合法注销登记。特此声明！

◆遗失巫山县宝李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公章编号 5002379826991一枚声明作废◆遗失未经公安备案的巫山县
殡葬管理所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江津区恒通·津都海岸二期地下车库方案调整的公告
津都海岸项目业主及有关利害人：

恒通·津都海岸目位于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滨江大道鼎山段467号。目前
项目建设单位重庆恒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对经审批的设计方案二期地下车库
进行修改调整。该项目已通过相关程序审查，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
于2020年11月9日至2020年11月15日在江津区规划展览馆规划公示栏、项目所
在地、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对调整内容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
具体内容请到江津区规划展览馆规划公示栏、项目所在地现场及重庆市江津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查看，欢迎相关利害关系人及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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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先生 联系电话：023-47696261 电子邮箱：375460167@qq.com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11月6日

重庆市万州区佳多汇养蜂专业合作社公告
重庆市万州区佳多汇养蜂专业合作社已经组成清算组，对该
合作社进行清算，望合作社的成员及债权人在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如有合理事由可以延期十五日）向重庆市万州区
佳多汇养蜂专业合作社申报债权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重庆市万州区佳多汇养蜂专业合作社
重庆市万州区佳多汇养蜂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债权债务公告
我公司承建的“年产30万套汽车配件生产

线项目”已竣工验收，现对该工程进行清理，请存
在合法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或个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内，按合法手续到公司财务部登
记，如逾期，按自动弃权及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电话：023-67822779
特此公告！

重庆市美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6日

遗失重庆中建信和嘉琅置业有限公司开具
给舒跃辉，中建瑾和城一期1栋2001收据
号 JHC1281（金额 296658 元）、收据号
JHC3217（197772元）房款收据，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重庆工会会计学会于2020年9月29日经研

究决定申报注销，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联系人：皮黎，联系电话：
63625267，13638384658，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
区中山三路157号1305室，邮政编码：400015。

重庆工会会计学会清算组2020年11月6日

遗失声明
重庆知遨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
年10月遗失财务专用章壹枚（编
号：500114109835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业顺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0MA5U8DQL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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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
遗失声明：巴南区富土山沐足馆遗失重庆市巴南区公安消防
支队2012年7月4日核发的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
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巴公消安检许字【2012】第0058号，地
址:重庆市巴南区龙洲大道99号21幢第二层2-1、2-2、2-3号，
使用性质: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人:游凤，特此声明

油价今天下调
加满一箱油少花6.5元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
瀚祥）截至11月4日，国内成品油价格挂靠的
国际市场原油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
每桶40美元。根据有关规定，自2020年11月
5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标准品，下
同）每吨分别降低160元和150元。

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调价后重庆地区
92号汽油价格为5.52元/升，95号汽油价格为
5.83元/升，0号柴油价格为5.11元/升，相较
上一个调整窗口下调了0.13元/升、0.14元/
升、0.13元/升。

记者算了一笔账，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
50L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车主将少
花约6.5元。

本次调价是2020年国内成品油调价窗
口出现的第五次下调。至此，2020年国内成
品油调价已呈现“四涨五跌十二搁浅”的格
局。下一轮调价窗口将于2020年11月19日
24时开启。

新版5元纸币昨起正式发行
据新华社电 2020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5元纸币于5日起发行。新版5元纸币在保
持现行第五套人民币5元纸币主图案、主色
调等要素不变的前提下，优化了票面结构层
次与效果，提升了整体防伪性能。

新版5元纸币正面中部面额数字调整为
光彩光变面额数字“5”，左下角和右上角局部
图案调整为凹印对印面额数字与凹印对印图
案。左侧增加装饰纹样，调整面额数字白水印
的位置，调整左侧花卉水印、左侧横号码、中部
装饰团花、右侧毛泽东头像的样式。取消中部
全息磁性开窗安全线和右侧凹印手感线。

新版5元纸币背面左上角和右下角局部
图案调整为凹印对印面额数字与凹印对印图
案，调整主景、面额数字的样式，票面年号改
为“2020年”。

为提升防伪技术和印制质量，人民银行
于 2015 年 11 月发行了新版 100 元纸币，
2019年8月发行了新版50元、20元、10元、1
元纸币和1元、5角、1角硬币。2020年版第
五套人民币5元纸币的发行，意味着第五套
人民币此次提升工作宣告完成。

11月8日，由重庆市卫生信息中心、重
庆晨报、上游新闻和重庆市中医药行业协
会名中医分会等联合举办的第五届重庆市
中药膏方节暨名医义诊活动将在江北区五
里店合道堂名医馆举行。

“冬令进补，来年打虎！”中医建议，人
体免疫力的提升需要从平衡膳食、健康生
活方式和适当的药物调理三方面入手。冬
季主收藏，是一年中滋补保健的最佳时节，
而膏方同时具有独特滋补和防止疾病的作
用，也是冬季进补、提升身体免疫的首选。

由资深中医专家根据不同个体的体质
状况，按照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合理配伍
熬制的中药膏方，服用后可发挥治病调理、

滋补强身、抗衰延年的作用，对于慢性疾
病、亚健康人群效果十分显著。

合道堂名医馆承办的膏方节已连续举
办四届了，一大批膏方受益者十分关注今
年膏方节的信息，在重庆晨报、上游新闻及
重庆市中医药行业协会名中医分会等多方
共同努力下，《第五届重庆市中药膏方节暨
名医义诊活动》即将在本月8号拉开帷幕！

本次重庆中药膏方节中，国家级名中
医郭剑华，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马有度、冯
涤尘、李配富等20余位重量级知名中医都将
到活动现场进行联合义诊施治。重庆市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北碚区中医院副院
长万鹏将现场作主题为“正气存内，邪不可

干——中医如何防新冠”的健康讲座。
活动的另一个亮点，专业医师将现场

熬制膏方，并就如何配制及科学食用等现
场答疑解惑。市民定制膏方还可享药品
8.8折优惠。

活动现场，还将举办“合道堂杯”八段
锦养生操大赛，医生现场带队演示并教授
养生操科普知识。届时，上游新闻也将进
行现场直播，网友也可通过上游客户端或
者扫码进行关注。

活动时间：第一场：2020年11月8日
8：30—12：00（星期天）；第二场：2020年
12月20日8：30—12：00（星期天）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邹飞

传承中医药文化，普及大健康知识
第五届重庆中药膏方节来了，20余位重量级名中医将现场义诊

买东西，到知名卖场，原本应该是更有
保障。但包括李女士在内的重庆数十名消
费者，遭遇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们到知名
家居建材市场红星美凯龙江北商场买建
材，支付了上百万元，如今面临着“钱货两
空”的局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商场方面又会给
出怎样的解决方案呢？

商场买东西竟“钱货两空”

“我在红星美凯龙江北商场一楼的菲
瑞FRAE商家订了浴室柜和淋浴隔断，全
款交了1.5万元，怎么就钱货两空了？这事
到底应该谁负责？”今年10月30日，消费者
李女士说，10月初，她在红星美凯龙江北店
的菲瑞FRAE卫浴（也叫福瑞卫浴）花1.5
万元订的卫浴竟然钱货两空，商家说无法
交货也无法赔付，找到卖场处理也叫她自
己去起诉商家。“我必须要一个说法，买卖
没有这么做的。”

除了李女士，记者又陆陆续续接到多
位消费者的投诉。

据消费者自己统计，截至 11月 3日
下午 4 时，自发建立的“菲瑞北红星维
权”群里已经有 103 人，涉及的款项约
116万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消费者表示，
红星美凯龙江北商场给每个商户都发了
POS机，属于分布式收银，省得顾客交费多
跑路，商场发的POS机上有“红星美凯龙”
的注册商标，刷这种机子交费也属于商场

“统一收银”的范畴。但是，有些商户并没
有使用商场发的机器，而是自备了 POS
机。对此，很多消费者表示，他们也不知道
这两种机子有什么区别，刷卡时商家也没
有跟他们讲，只知道在商场内刷卡都是把
钱交给红星美凯龙。

如今，红星美凯龙方面表示，消费者刷
的POS机不是商场的，他们刷了“不该刷”
的POS机。

持商场相关的票据才能退款

对此，记者昨天联系上涉事的红星美
凯龙江北店相关负责人，其就记者提出的
问题进行了书面的回复。“2020年10月29
日，我司接到江北商场内经营商户福瑞淋
浴房在外社区团购的顾客投诉，称因福瑞
淋浴房资金链断裂，无法履行送货义务；目
前商场、集团领导正在积极与多方进行沟
通洽谈。”

一、红星美凯龙江北商场和福瑞淋浴
房是什么关系？

答：福瑞淋浴房为红星美凯龙重庆江
北商场进驻商户，法人张兴胜，经营时间：
2019年3月31日—2020年10月30日，经营
展厅：综合馆一楼B8165-2福瑞品牌，是经
中山市福瑞卫浴设备有限公司授权经营两
江新区菲瑞卫浴经营部销售FRAE菲瑞智
能卫浴产品。

二、业主维权事件的起因是什么？
答：2020年10月29日红星美凯龙重庆

江北商场陆续接到福瑞品牌相关投诉，根据
投诉者陈述：在小区业主群购买福瑞品牌产
品，并通过私收银（微信、支付宝、POS机刷

卡等方式）支付给商户法人张兴胜。目前主
要辐射小区有约克郡、龙湖揽境等。因商户
无法履行送货，业主严重不满。

三、商场要如何解决此问题？
答：1.凡在商场内购物且参与商场内统

一收银的顾客，根据商场服务承诺，顾客持
商场统一《订/销货单》、POS 单、收银单等
原件，到商场办理换货或退款手续。

2.投诉者与福瑞张兴胜未在商场内进
行的私下交易或未在商场内进行的私收银
顾客，商场本着社会责任感会尽量组织投
诉者与张兴胜进行商谈，如双方无法达成
一致意见，建议并帮助投诉者通过诉讼等
程序进行维权。

3.商场尝试联系工厂继续为已订货下
单的投诉者进行送货安装及成本价供货服
务。相关成本费用由投诉者承担。

4.商场将此情况报备消协、派出所等相
关部门。同时商场将持续协调处理相关售
后问题。

5.为避免事态扩大，目前商场已停止该
商户继续经营，并要求商户签署担保协议，
尽可能的提供资产信息，商场将及时汇报最
新进展。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曲鸿瑞

买建材没收到货？
你们刷的可能是“山寨”POS机！

多人投诉买建材没收到货，红星美凯龙表示消费者刷的POS机不是商场的

红星美
凯龙江北商
场 的 菲 瑞
FRAE卫浴
门店，未被
关闭前的样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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