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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重庆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遗失沙坪坝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改造工程-
深基坑工程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副本），
编号500000201312180119，声明作废。

牛滴路高架桥滴水岩至牛角沱段
道路改造工程施工告示

牛滴路高架桥滴水岩至牛角沱段道路
改造工程由福建省五洲建设集团承建。
我司拟定于2021年 12月 13日至 2022年
1月15日，对牛滴路高架桥滴水岩至牛角
沱段道路进行旧沥青路面铣刨，和新沥青
路面摊铺，以及更换水篦子、井盖、路缘石
修复等施工工作内容。施工期间，在每日夜
间22:00～凌晨6:00时间段，进行单向全封
闭施工作业。恳请需要途径该路段的社会
车辆绕道而行。由此给广大市民带来的不
便，望广大市民谅解！我司会以最快的施工
进度，保质保量的完成施工任务！

福建省五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4日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重庆史迪威外语学校:本人张小红，身份证号:50023519
8602169280，鉴于你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
依法为我缴纳社会保险费，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
定，本人已提出于2021年 12月9日与你单位解除劳动合
同。由于我寄出的解除与你单位劳动合同的邮件被你单
位拒收，现以登报方式公告并通知你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重庆史迪威外语学校:本人陈正荣，身份证号:42050419
750828612X，鉴于你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
依法为我缴纳社会保险费，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
定，本人已提出于2021年 12月9日与你单位解除劳动合
同。由于我寄出的解除与你单位劳动合同的邮件被你单
位拒收，现以登报方式公告并通知你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声明：重庆源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重庆渝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收据（编号
7037101- 7037120、编 号 3037121-
3037140、70371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波遗失重庆市营运车辆购置告知书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办理道路
运输证用）编号：0857434，声明作废

通 告
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维修分公司员工周绍洪，
身份证号码：51232219820814****。你已经连续旷
工超过5天以上，公司将解除劳动合同。见此通知
后，请于1周内回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否则后果自负。

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021年12月14日

减资公告：重庆中领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8MA609A653L）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1年12月14日

遗失公告
綦江区粮食系统有以下单位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企业名称 负责人 成立时间 代码
綦江县石角粮油贸易公司石角粮店 罗开明 2000-09-13 91500110MA61KEDC7Q
綦江县三角饲料加工厂 贺 全 1989-11-01 91500110MA61KX999H
重庆市綦江粮油机械厂 李建国 1982-01-13 91500110MA61KRC757
綦江县石角粮油贸易公司 江祖毅 1998-11-20 91500110MA61KUH91P
綦江县郭扶粮油贸易公司 任高洋 1998-11-20 91500110MA61KN5W4C
綦江县粮食汽车队 胡昌华 1981-12-12 91500110MA61KDCJ5U
綦江县永新粮油贸易公司招待所 陶 剑 1999-06-29 91500110MA61KAFQ37
遗失重庆市潼南区玉溪红苹果幼儿园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潼
南支行玉溪分理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为171401012001000
0544，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J6530034742202，现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潼南区玉溪红苹果幼儿园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代码52500152593692072L声明作废
重庆贵玲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坡支行含谷分理
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16925702，帐号：
0409040120010004100，开户日期：2010 年 4 月
10号，开户许可证编号：6530004477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蒋华秀本人因2020年12月2日头晕心悸在
重庆市大足区中医院住院治疗后不慎遗失于2020年
12月9日由医院开具的重庆市住院医药费专用发票1
张(编号0000727820开票金额5684元)，声明作废。

杨 柳00001850010800002021000245
王生勇00001850010700002021001834
谢海熔02000150000080002013296185
熊紫琳00001850010580102021016831
曾 亮02000150000080020181009978
陈思羽00001850010580102021002119
余 磊00001850010580102021010191
唐传英00001850010580102021016155
甘 勤00001850010580102021010915
段小菊00001850010580102020007097
张义民00001850010580102021010521
郭炬贝00001850010580102021010280
张 琴00001850010580102021010450
闵 莉00001850010580102021016979
谭国力02000150000080020160603646
郑文布00001850010580102021016753
尹传萍00001850010800002019001435
董明明00001850010700002021000657
李德燕00001850010300002021005272
刘 净00001850010300002021005289
刘 勇00001850010500002020002718
何道丽00001850010600002021001466
颜 兢00001850010600002020011322
刘双宝00001850010600002020008724
陈 蔚00001850010300002020000380

陈 伟00001850000000002019145396
张利容00001850010800002020004492
杨 莎00001850000000002019134576
邓学婷00001850010580102021005037
盛雅楠00001850010580102021008141
许钦松00001850010580102021014367
周刘洋00001850000000002019086108
陈诗瑶00001850010300002021001989
周 俊00001850010300002020003232
袁 进00001850010300002020004821
罗 玉00001850010600002020002801
杜镇杨00001850010600002021001021
周洪琼02000150010780020161101466
舒孝冲00001850010800002021003243
向 平02000150010380020181102738
尹直青00001850010580102021005609
廖维林02000150000080020171210144
肖雨江00001850010580102019005746
刁 阳00001850010580102021002241
辛 新00001850010580102021010837
朱赛楠00001850010580102021010923
吴仲宜00001850010580102020014221
张 英00001850010580102021010804
蒋文娅00001850010580102021007657
卢开定00001850010580102021008432

李炜彬00001850010580102021001239
王敬涵00001850010580102021005211
黄友义00001850010580102021012130
朱金燕00001850000000002019017668
董俊豪00001850010580102021013077
蒋俊杰00001850010580102020023950
赵付鑫00001850010800002021003788
杨秋兰00001850010800002021004125
杜素平00001850010800002021000956
阳 婷00001850010600002020010973
刘 娇00001850010580002021002317
毕锦兴00001850000000002019110528
王丽娜00001850010580002021000965
傅灵玲00001850000000002019209213
陈定平00001850010580002021002163
罗小利00001850010580002021001550
熊 慧02000150000080020180810513
娄 强02000150000080020171202216
罗开亮00001850010580002021001339
徐言军00001850000000002019062988
黄小虎00001850010580102021004905
杨 华00001850010580102021007243
陈丽梅00001850010580102020026723
张军灿00001850010580102021015179
冯清红00001850010580102021009618

遗失重庆平安人寿保险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李成顺00001850010580102021009474
赵秋涵00001850010580102021005502
曾凡波00001850010580102020014424
邓达俊00001850010580102020025020
颜 菲00001850010580102020018397
贺东芳00001850010580102020029617
王诚东00001850010580102020028575
曾 静00001850010580102021011740
李俊蓉00001850010580102021010669
谭世阳00001850000000002019084268
肖云峰02000150000080002015331901
旷小星00001850010580102021005115
李 洁00001850010580102020023618
杨代容02000150000080020171100687
李绪斌00001850000000002019166948
王 彬00001850010580102021017328
张 静00001850010580102021002766
邱琼霞00001850010580102020011551
蒋德武00001850010580102021011119
赵 燕00001850010580102020030674
况雅露00001850010580102021016807
苏星源00001850010580102019006878
宋志立00001850010580102021007866
郑成丽00001850010580102021009968
王艳玲00001850010580102021010038

刘钰薇00001850010580102021007624
龙 灿00001850010580102021008699
袁 朋00001850010580102020014955
杜健源00001850010580102020015249
赵 玲00001850010580102020029797
蒋 雪00001850010580102020029801
杨 维00001850010580102021015322
李 勤00001850010580102021000320
邱文俊00001850010580102021017297
谢 灏00001850010580102021007139
曾婷婷00001850010580102021011444
康后田00001850010580102021017640
章代华00001850010300002020013079
李忠蓉00001850010300002021002705
杨 维00001850010300002020011835
陈 英00001850010300002021000084
黄 灿00001850010300002021001446
黄 静00001850010300002021001622
李小燕00001850000000002019051033
肖 康00001850010300002020004784
辛 松00001850010300002019004588
蒋道辉00001850010300002021002949
陈清华02000150010680020160401898
瞿 茜02000150010680020170600859
曾德文00001850010600002021001144

唐君奎02000150010680020180600151
谌小琴00001850010800002021003528
张程玲00001850010800002021001391
牟颖婕00001850010800002020000260
余子乾00001850010800002021001908
张太群00001850010800002021002443
唐 敏00001850010800002020007001
程 东00001850010800002021004955
冯斌斌00001850010800002021005005
李雅丽00001850010800002021003139
胡小海00001850010800002021002849
邱建朋00001850010800002021004465
杨治豪00001850010800002021004328
凌素兰00001850010300002021000638
陈素清00001850000000002019108566
张阳双02000150010380020180802813
谭喜潇00001850010300002021002908
田 刚00001850010580102021003308
贺小芳02000150000080020190111631
徐娅莉00001850010580102020005309
彭利华00001850010580102020013761
刘 兴00001850010580102020019236
陈 松00001850010580102021008385
朱明棋00001850010580102021008481
李建明00001850010580102021008922

遗失重庆平安人寿保险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张 娟00001850000000002019192096
裴 捷00001850010580102021001222
文林玲00001850010580102021001118
付 豪00001850010580102021001191
梁 君00001850010580102020027017
蹇江涛00001850010580102021010940
李 芳00001850010580102021009101
梅正涛00001850010580102021001159
李天祥00001850010580102021008553
王 墨00001850010580102021009208
朱 睿00001850010580102021005543
吴小松00001850010580102021002838
张昊研00001850010580102021002292
连影杰00001850010580102021015904
谢同鑫00001850010580102021001564
周洪亮00001850010580102021007632
涂亚男00001850010580102019006177
杨 柳00001850010580102021008891
舒 瑞00001850010580102021003646
贾俊稀00001850010580102021003775
吴 烨00001850010580102021008529
罗 源00001850010580102019002262
蔡 霞00001850010580102020001566
邓春平00001850010580102020028044
汪燚鹏00001850010580102021013647

代诚诚02000150000080002015324773
张 龙00001850010580102021003412
张 令00001850010580102021012558
向长虹00001850010580102021012847
刘 琪00001850010580102020030094
晏宗豪00001850010580102021002233
谭忠垚00001850010580102021009064
杨淮智00001850010580102021009030
巫哮天00001850010580102021015443
周 尧00001850010580102021016882
王凤萍00001850010580102021008875
向红权00001850010580102021003855
余 航00001850010580102021010054
官仕杰00001850010580102021010360
王 涛00001850010580102021016501
唐 迪00001850010580102021010302
刘丽君00001850010580102020018516
刘世鑫00001850010580102021012599
邹礼琪00001850010580102020000250
赵婉婷00001850010580102020025360
徐晓丹00001850010580102021004411
何青伟00001850010580102021006525
何明建00001850010580102021005326
张 梅00001850010580102021001636
杨 光00001850010580102020009087

任 婕00001850010580102020027390
宋石强00001850010580102021006478
贺洪伟02000150000080002013296304
游 丽02000150000080002015209177
何颖华02000150000080002015231996
胡 强00001850000000002019173582
刘 霞02000150010380020180902935
李 敏00001850010300002021004075
孟鑫鑫00001850010300002020006160
龙伦贤02000150000080002014071773
陈历兵00001850010300002019004289
黄 桃00001850010300002021003111
何文秀00001850000000002019160826
李良晨00001850000000002019175334
田光宇00001850010300002020010883
卢江山00001850010300002021001833
刘 渝00001850010300002021003267
张 恒00001850010300002021003306
曾 进00001850010300002021004294
罗 湘00001850010300002021004510
牟继强00001850010300002021004091
匡 智00001850010300002021004681
王 刚02000150010380020170801104
李运飞00001850010300002021001340
甘 介02000150000080002014105479

遗失重庆平安人寿保险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田小伟02000150010380020171203278
穆春兰00001850000000002019232795
肖 浩00001850010300002020002432
唐 奇00001850010300002020010720
李 科00001850010300002020011554
蔚 蓝02000150010380020170306130
田浩民00001850010300002020008913
蒋廷春00001850010300002020015759
蒋 勇02000150010380020190301650
沈丽娟00001850010300002019004094
邓洪林00001850010300002019002824
童瑞强00001850010600002020007311
罗建华00001850010600002021000834
周 颖00001850010600002021000481
陈 勇00001850010600002021003757
吴玉玺02000150010680020180300239
左秀丽00001850010800002020002860
江 芳00001850000000002019081992
胡文亮00001850010800002020006025
易 庆00001850010800002021004607
谭如军00001850010800002021003034
范金华00001850000000002019170266
余小成00001850010800002021004842
李经英02000150000080002013243448
李佩珊00001850010700002020001167
周 杨00001850010700002020003742

陈高升00001850010700002020007171
蒋明星00001850010700002021000067
周金媛00001850010700002021001094
秦 航00001850010700002020004751
蒋小兵00001850000000002019104064
杨善辉00001850010700002021000018
孙启洪02000150010780020190300283
牟红霞00001850010700002020001790
胡昌敏00001850000000002019129906
曾 凤00001850010700002020001556
李 均00001850010700002020002774
洪 勤00001850010700002020001812
赵丽梅02000150010780020180901783
温庆环00001850010700002020004010
陈守容00001850010500002020004220
张春雨02000150010580020170902265
张四三02000150010580020180300627
刘 新02000150010580020171200466
廖顺莉00001850010500002020002105
李星龙00001850010500002021000894
李 欢00001850010500002020002582
周 洪00001850010500002021000474
朱玉婷00001850010580002020000133
徐铭江00001850010580002021002147
鲁仁可00001850010580002021001697
罗云忠00001850010800002021004658

熊一君00001850010580102021015419
周 会00001850010580102020002323
位喜臣00001850010580102021005578
戴 希00001850010580102021015058
王杰强00001850010580102021015120
李隽洁00001850010580102021008883
戴红英00001850010580102021010677
丁 绮00001850010580102021015509
买超群00001850010580102021016026
冉 磊00001850010580102021013719
陈重阳00001850010580102020014297
杨 涛00001850010580102021009361
严昌宇00001850010580102021010476
范毕莲00001850010580102021010572
张 杰00001850010580102021015769
潘嗣鑫00001850010580102021017393
吴泳锌00001850010580102021012172
姚宗强00001850010580102021015200
王蜀楠00001850010580102020005577
朱芯玥00001850010580102021017703
陈 林00001850000000002019154792
韩 霜00001850010580102021016122
韩沙丽00001850010580102021002573
易 忠00001850010580102021004181
郑渝勇00001850010580102021016593
刘 雨00001850010580102020000397

遗失重庆平安人寿保险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谭 超00001850010580102021010530
杨雨涵00001850010580102021016866
谢金钊00001850010580102021015613
刘从尧00001850010580102021015630
徐 朋00001850010580102021016278
郑彬彬00001850010580102021015460
徐 鹏00001850010580102021009878
谢 荣00001850010580102021014029
廖红梅00001850010580102021004655
陈 桢00001850010580102021016987
曾锶亿00001850010580102021014844
吴钰章00001850010580102021016770
冉子新00001850010580102021016815
胡小红00001850010580102020029594
雷霜霜00001850010580102021013340
李成熙00001850010580102021014498
程 放00001850010580102021018273
谢倩倩00001850010580102021015486
向凌志00001850010580102021017377
袁 靓00001850010580102021013358
袁雨进02000150010380020170402857
唐 阳00001850010300002019004002
夏迎庆00001850010300002021004325
陶春蓉00001850010600002021004039
罗柯岚00001850010800002021002937
刘 正00001850010700002021002048

洪 洋00001850010580102021015832
周 平00001850010580102021015961
廖述辉00001850010580102021009706
马 栋00001850010580102021002707
李正馨00001850010580102021016472
韩玉山00001850010580102021001853
张 航00001850010580102020005000
刘 佳00001850010580102021003201
傅 贵00001850010580102021009482
谭小权00001850010580102021003164
刘志东00001850010580102021003277
邓 林00001850010580102020021995
李丽红00001850010580102021008465
陈明红02000150000080020170410706
李道勇00001850010580102021007987
王攀政00001850010580102021014730
刘艾璐00001850010580102021009771
杨燕茹00001850010580002021000764
雷泽蓉00001850000000002019110510
杨 辉00001850010300002020007662
王 松02000150010380020181001437
林天灶00001850010300002020010640
高艳华02000150010380020180602056
黄 雁00001850010300002021001751
罗 敏00001850010300002021004737
赵波波02000150010380020181100146

李 倪00001850010300002020015822
时泰龙00001850010700002021001703
陈 元00001850010580102021013606
吴彩霞02000150000080020190100543
李 伟00001850010580102021014326
江 磊00001850010800002020009162
李龙琴00001850010800002021002533
石大刚00001850010300002021003672
李 兰00001850010600002020012903
陈凤霞02000150010380020170306700
李世光00001850010500002020003876
李华兵00001850010500002021000030
汪德华00001850010500002020001782
王 赟00001850010580102021006517
卿 鹏00001850010580102020016936
龙 佳00001850010580102021009013
舒 菊00001850010580102021012775
陶 茜00001850010580102021007147
欧阳子光00001850010580102021012603
林 育00001850010580102019002981
张宗伟02000150000080020181218505
陈双琼02000150000080020190101808
刘建梅02000150010380020171202259
张 燕00001850010300002021000806
伍国秀00001850010580002019000970

遗失重庆平安人寿保险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渝北区奇福建材经营部遗失2020年12月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500112MA61AYQX1X，声明作废。
渝北区奇福建材经营部遗失公章备案回执，
编号50011220210615047，声明作废。

翰粼天辰项目交付公告
尊敬的翰粼天辰业主：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翰粼天辰商品房：
5-12、22-25栋楼住宅经相关职能部门验收
合格，具备接房条件。请业主于2021年12
月24日-2021年12月25日9:00至17:00，
前往翰粼天辰大门处办理接房手续。商业
S1、S2栋楼经相关职能部门验收合格，具备
接房条件，请业主于2021年12月27日前往
翰粼天辰物业处办理接房手续。特此通知！

重庆肃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4日

本人潘佳于1986年1月23日不慎遗失第二
代身份证，证号500108198601232626，自遗
失之日起，一切非本人签名和持证使用身份
证签署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均与本人无
关,本人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刘元庆遗失中粮鸿运（一期负一层39）车位票
据两份：票据号0005568，金额121600元；票据
号0005569，维修基金2648.8元，契税3648元，
勘测费73.8元，合同印花税60.8元，声明作废

送达公告
被征收人尹诚：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于2021年5
月12日就能仁寺周边环境品质提升工程房屋征收项
目发布了《关于能仁寺周边环境品质提升工程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的公告》。因您未在规定的签约期内签
订补偿协议，经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申请，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了《关于征收
渝中区中华路74号6-5#房屋的补偿决定》(渝中府征
补〔2021〕6号)，并规定了补偿方式、补偿标准、用于
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时限等事项，现依
法向您公告送达。您可至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
建设委员会（地址：民生路345号兴利大厦六楼）领
取。如不服该决定，您可自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重
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送达之日起6个
月内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 2021年12月14日

遗失声明
重庆市开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遗失《非税收入一般
缴款书》共14份（票据号为：002766884、002766938、
002766997- 002766999、001280718- 001280720、
001280731、001280745- 001280746、001280758、
001280802、001280860）《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
往来结算票据》共 5 份，（票据号为：002145021、
002145024-002145026、002145028），声明作废

浮尸辨认通告
长江流域男尸937#1.70米，约40岁，上身深
色卫衣，下身黑色长裤，脚穿黑色袜子；长江
流域男尸938#1.70米，约30岁，上身灰色外
套，下身黑色长裤，家属七日内前来认领。
长航公安局重庆分局 电话：63770249

以下人员已与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解除代理合同,其执业证已失效,不得再以我司名
义开展保险销售工作,名单如下:
杨洪梅00010050000000002020008439
张 冬00010050010900002019001307
陈志强00010050000000002019004281
秦奖骏00010050000000002020010005
王 磊00010050000000002021000108
王 幸00010050023100002019004103

卢应江00010050022400002020000066
谭术林02004250000080020180403289
刘松源00010050000000002020009533
蔡宗娟00010050000000002020008287
黄 河00010050000000002021003593
程略晋00010050023400002021000273
任明会00010050023200002020002906

熊迎春02004250000080020190400291
唐耀松00010050022800002019001290
黄 英02004250000080020171004500
曹君娟00010050000000002021006196
程娅军02004250000080002015037061
白贤菊02004250000080002015024901
刘大英00010050022800002019001304

遗失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人员的纸质保险执业证，声明作废:
罗 鹰00010050000000002019034929
王 静02004250000080020171102246
阮敬蓉02004250000080020171207438
邓江陵02004250000080020180401023

戚建平00010050011500002019001890
周家红00010050011800002019006925
吴佩洁00010050010200002019002473
侯苏恬00010050011700002020000535

李 强00010050011500002020001615
彭开亮00010050000000002020010056
杨 莉02004250000080020170400593
陈 岚00010050022300002021000271
娄 刚00010050000000002021005714

陈丽思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山洞街道办
事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票据号：001688656）
第四联，迪菲亚木业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
府山洞街道办事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票据号：
001688658）第四联，以上两张票据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庆佳电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5621921873W）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销，请债权人、债务人持有效证件于
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来公司清算债权、债务。
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将向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办理注销登记，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联系人：高卫，电话：13638358172。
重庆庆佳电子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3日

◆遗失两江新区钱广餐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000MA
5UKQFT6W）营业执照正副本、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声明作废◆遗失声明：张建余遗失医师资格证（证号：
199850110510223570625041)声明作废◆重庆两江新区云奥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杨倩)重庆市建设
工程质量检测专业人员岗位证书（编号：0531608）遗失作废。◆重庆工贸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遗失收据一
份，72#车编号:80013、金额500元，声明作废◆陈德怀遗失重庆红星美凯龙博览家居生活广场有限责任公司
开具的30000元收据一张编号SK17110200232963，声明作废◆遗失陈清云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3600290518作废◆遗失重庆博帆建材有限公司财务章5003815011876，声明作废。◆遗失邢继平残疾证，残疾证号码
5122221964042733704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长寿区堰太建筑劳务股份合作社公章
备案回执（编号50022120180619010）声明作废◆重庆南岸生生幼儿园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副本，登记证号:010375号，法人：吴凯，现声明作废。◆遗失林应凤500222198809137823王天林52213219861221
7910之子王诺曦2011年2月23日出生证号K500280248作废◆遗失开州区小腰片串串店（黄林峰）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25002340099950声明作废◆遗失余春梅保险执业证00001550000000002019039110作废◆姚泽清遗失医师资格证，编号：2020501105002411993121
83617，遗失医师执业证，编号：210500241000361声明作废◆曹邦志遗失医师执业证110500224000324，医师
资格证号码199850110510228581113001声明作废◆遗失大渡口区智诚数控机械经营部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大渡
口区支行建设村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9509501作废◆遗失龙大勇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JY25001010153738作废◆遗失田甜残疾证，证号50010719851103654552作废◆遗失重庆市璧山区教育委员会机关联合工会法
人资格证书，编号：500120-169073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贵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企业资质证书，正本NO.DZ2
0503075、副本NO.DF20503075，证书编号：D350129087，作废◆遗失沙坪坝区华爵精品包装经营部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YNWCA89作废◆重庆普健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编号：5001083044514，声明作废◆重庆市巫溪县白草村村民委员会不慎将重庆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巫溪支行田坝分理处的开户许可证遗
失，核准号：J667900051302、编号：653001393514作废◆遗失黄永琼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JY25001010243137作废

母亲黄林，父亲王峥浩之女儿王艺糖
2017年4月22日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人
民医院出生，出生编号R500008327，
现出生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綦江交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度沥青供应商服务采购（第二次）招标
我司拟公开招标供应商，欢迎有意向有实力并符
合相关要求的投标人参与投标，各有意向的潜在
投标人请于2021年12月14日-2021年12月16
日到本公司领取招标文件，开标时间见招标公告。
地址：重庆市綦江区通惠街道26号附9号217房
联系人：唐老师 电话：18323110306

遗失重庆市奥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市
万盛经开区水务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重庆增
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代码050001900104，
发票号码13517692，金额142319元，声明原件
作废，复印件公司盖发票章后有效！

重庆市渝北区伟伟文具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号码91500000572135074A，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伟伟文具部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500112202950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尊霸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8MA5YWFRD0X）经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1年12月14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领达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108MA5YR78UXL）股东会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少至3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1年12月14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科技活动中心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MA5UEBYH5L）股东决
定本公司及分支机构重庆科技活动中心有限
公司两江丽景酒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39029209492）拟将注销。根据《公司
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渝北区嘉途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47NW20）股
东会决议，将公司原注册资本由叁仟万元整减少为贰
佰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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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渝北区钟炳会餐饮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JY25001121062699作废◆遗失重庆市长寿区菩提街道金摇篮幼儿园公
章备案回执(编号50022120160328016)作废◆遗失重庆市浩普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一枚，编号5001127287549作废◆遗失北碚区荣芝林保健按摩店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副本，证号500109104400作废

◆九龙坡区岩语茶具店遗失2019年11月2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60MWBQ8H声明作废
◆沙坪坝区仙客徕酒店遗失特种行业许可证(旅
馆业),证号:公特沙字第1016239号,声明作废
◆遗失创庭（重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18.02.28核发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YRJK546，作废
◆遗失渝北区丹丹妹面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120023718,声明作废。
◆孙世隆（身份证号510221197508243754）
遗失长安睿行M70加气证1份，声明作废。
◆南坪红星美凯龙宏象浮雕世家品牌，法人骆海涛
遗失商品质量保证金收据，金额3万元，声明作废。
◆重庆芸嘉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壹枚（编号：5002278035518），声明作废
◆段春梅遗失重庆东南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开具
的重庆通用机打发票一份，发票代码15000190
0405，号码08891445，金额832.6元，声明作废
◆吴红（500102199402054755）遗失叉车证，声明作废
◆遗失李冬梅、刘治云之子刘睿涵在九龙坡区中西医结合
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188783，声明作废
◆陈善明遗失重庆市优抚对象抚恤补
助证，证号：渝北碚003939声明作废
◆遗失铜梁区滋趣饮品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JY25001510020589作废
◆遗失渝北区余梦面馆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JY25001121047185作废

4885份出生医学证明被盗
一张卖到450元至4500元

10年“悬案”
为何未破？

近日，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网名）在社交平台发布消
息称，河南省商丘市妇幼保健院曾有4885份出生医学证
明被盗，部分证明被贩卖到福建等地，用来给来历不明的
孩子上了户口。该起盗窃案10年未破，希望地方重视此
案继续调查。此事引发舆论关注。

商丘市公安机关表示十分重视此事，将加大案件侦破
力度，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

2014年左右，有线人告诉上官正
义，在福建等地发现有人通过中介购买
出生医学证明，给一些来历不明的孩子
上了户口。他随后卧底一年多，顺藤摸
瓜，在多地走访调查。

2016年9月，上官正义通过媒体反
映了他的发现：流入福建的一部分出生
医学证明来自商丘市妇幼保健院。一件
发生于2011年的盗窃案随之浮出水面。

一份2013年7月23日商丘市妇幼
保健院向商丘市卫生局（现为商丘市卫
健委）上报的被盗情况说明显示：2011
年1月30日早上8点，商丘市妇幼保健
院保健科职工上班时发现，出生医学证
明管理办公室的门大开着，地面、桌面上
有散落的空白出生医学证明，存放证明
的柜子柜门被打开，随即报警。现场清
查发现，有2885份出生医学证明被盗。

医院上报卫生主管部门后，在《商丘
日报》刊登作废声明。2012年2月，因
保健科原科长退休，工作交接后进行二
次清查，又发现2000份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随即登报声明作废。

复盘 盗窃案是如何发生的？
问责处理是否规范？

“案发当时医院的管理不像
现在这么规范。”商丘市妇幼保
健院院长尤培华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当时空白出生医学证明
本身并不值钱，被盗应该是有针
对性的。

针对网民质疑的医院工作
人员“监守自盗”，尤培华没有正
面回答，表示该院正全力配合公
安机关侦破此案，将进一步加强
医院管理。

记者了解到，商丘市梁园区
卫生局（现为商丘市梁园区卫健
委）曾于2011年2月7日发布一
份红头文件，称该局接到被盗事
件报告后立即启动了问责机制，
通过调查发现：商丘市妇幼保健
院安全保卫措施存在薄弱环节，
领导重视程度不够，工作人员工
作不认真，医院内部管理有待进
一步加强。处理情况包括对该
院院长、副院长等人进行通报批
评，要求写出深刻书面检查，免
去该院保健科科长职务，保健科
管理员调离岗位等。

为何被盗案发生一年后又发
现2000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写于
2013年的被盗情况说明中解释
为：经审核后为首次被盗时没有
查清。

尤培华介绍，商丘市妇幼保
健院的大库存有全市待领的出

生医学证明，该院领取本院所需
证明时，会将其转移到院内小
库，同时一一登记日期。经清
查，被盗证明的登记日期均为
2010年，其中第一次被盗证明的
登记日期分别为8月28日和12
月7日，而第二次清查发现的被
盗证明登记日期比第一次的早，
分别为4月29日和5月16日；院
内首次被盗排查时按照惯性思
维，默认8月28日前的已发放完
毕，导致首次排查没有查清。

有网民质疑，当地对该起盗
窃案的处理过轻，且第二次发现
被盗没有再处理。

商丘市梁园区卫健委主任
徐作社回应称：“10年前医院的
管理严密程度、对出生医学证明
的重视程度都不如现在。当时，
我们从组织上对此进行了处理，
处理结果进行了上报，上级也是
认可的。至于第二次被盗，我们
认为是同一起案件，是一次被盗
的，所以就没有再处理。”

商丘市公安局梁园分局局
长余方生介绍，2011年1月30
日该局接警后，民警根据被盗物
品价值及现场情况研判后，按照
入室盗窃立为治安案件。2012
年，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又清查出
2000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到
底是一次被盗还是两次，公安机
关正在调查甄别。

被盗的出生医学证明去哪儿了？上官正义
表示，部分证明经中介买卖流入外省。他提供给
记者的一份名单显示，9名出生于 2006 年至
2012年间的孩子落户在福建省，其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正是商丘市妇幼保健院被盗的其中一批，
编号在J412683001—J412684000之间。

为何作废的出生医学证明在外省被成功用
于上户口？尤培华表示不清楚，称按理说作废声
明刊登后公安系统应进入流程，如果核查清楚，
凭借作废的证明应该上不了户口。

4885份出生医学证明被盗，是否意味着有
大量来历不明的孩子身份被“洗白”？余方生介
绍，根据上官正义当时提供的线索调查，已核实
了10个孩子上户口使用了商丘被盗出生医学证
明。公安机关研判后，将该案立为刑事案件，继
续追踪线索。

“经公安机关判断，这些被盗用的出生医学
证明是真的，但盖的医院的章是假的。据协助办
案的福建警方透露，一张出生医学证明在当地卖
450元到4500元不等。”余方生说。

余方生介绍，在福建警方协作下，通过侦查、
DNA亲子鉴定等手段，查清已发现的10个孩子
中，有4个亲生、3个抱养、2个捡拾，还有1个说
不清来历。其中说不清来历的因经办人员去世，
线索中断。

上官正义告诉记者，他手里还有更多相关线
索，需要公安机关进一步查证。

一个盗窃案为何十年未破？余方生解释说：
“当时没有监控，案发现场很乱，此前也没有查到
特别有价值的线索，调查难度大，一直没有突
破。”

目前，当地公安机关表示，将在前期侦查调
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案件侦破力度，通过各
警种协作，争取早日破案。

出生医学证明被盗、所盖公章为伪造，最后
用来给来历不明的孩子“洗白”上户口，如此操作
路径有可能与人口拐卖犯罪密切相关。

多位当地基层干部认为，该案不能再拖下
去，应一查到底。如果背后存在利益链，应严肃
追责处理，给社会一个交代。同时，要积极加强
对其他打拐线索的处理。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祁雪
瑞建议，加快推进出生医学证明电子证照在全国
一体化平台全面深度应用，建立出生医学证明与
新生儿DNA挂钩机制，从源头治理盗用出生医
学证明上户口问题，阻止拐卖儿童案件发生。

河南益仟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征建议，该案警
示，要堵住户籍办理、出生医学证明保管发放等
相关环节可能存在的漏洞，加强对拐卖儿童交易
链全流程精准打击。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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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妇幼保健院2013年7月23
日向商丘市卫生局报告的被盗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