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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条为啥不能写成欠条
看看法官怎么说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朱婷

广告

南岸区幸会洗涤服务部 （税号500112
198508256660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卷
票 ）19份 （发票代码250001500205，起止
号码04855282-04855300）声明作废

公告遗失

重庆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责任公司
渝北分公司遗失2001年04月23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号：500112190221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万圣隆商贸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信 用代 码 ：9150000035274381XW)股
东会研究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 《公司
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 45日内 ，请债权
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良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08633156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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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高盈合企业管理顾问中心 （有限
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7LNB5Q）
合伙人大会会议决议，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注销本
有限合伙企业。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后根据 《合伙企
业法 》的规定 ，自本日起45日内到本合伙企业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7.12.5

蒲金玉 、 蒲满堂遗失重庆康田雍俊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据 房号 ： 一期高层
A5-3-4收据号码 ：0014922金额 ：13648.45
元收据内容 ：契税 ：13563.45元 ,抵押登记
费 ：80元,权证印花税：5元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鹏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MUYF4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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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品尚盛佳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5U7A9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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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5日

注销公告：重庆芝尚艺品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
号 ：500103005071392) 经公司股东会决定 ，本
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
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2017年12月5日

遗失公告： 成都西财光华教育培训有限公
司 重 庆 分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06559011544P，2016年 4月 19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成都西财光华教育培训有限公司重庆分
公司公章壹枚、财务专用章壹枚 ，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7)渝0103民催第22号

申请人郑州航远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住
所地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111号市场内A25-
48法定代表人李斌。 申请人郑州航远制冷设
备有限公司申请宣告票据无效一案 ，本院受
理后依法于2017年7月11日发出公告 ， 催促
利害关系人在六十日内申报权利。 现公示催
告期间已满，无人向本院提出申报 。 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
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 、申请人郑州航远制冷
设备有限公司对其遗失的 ：出票人为 ：重庆
鑫源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 ：东方
鑫源重庆连锁营销股份有限公司，付款银行
为：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渝中支行 ，
出票日期为：2017年5月5日， 到期日为 ：2017
年11月5日 ，票面金额为：陆万肆仟零捌拾柒
元贰角柒分 ，票号为32100051 20129024号的
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 ，申
请人郑州航远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有权请求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渝中支行支付 。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经重庆粽王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U89B28K） 股东会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公司法 》规
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遗失2015年2月11日发重庆英蔓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500903001869084、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00905305118077、 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305118077作废

遗失声明 ： 本人刘华琼购买重庆恒大未来
城 （原旭阳台北城 ）9号地块12幢13-2，定金
收据编号00828844，金额 ：20000元 ，房款收
据编号00862151，金额92400元 ，特此作废 ！

遗失重庆市南岸区新新贸易经
营部 （账号350101040008692）重
庆市商业银行南坪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03062701作废
重庆澳浴保温材料有限公司2017年8月29日开
具给重庆皇城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增值税专
用发票 代码 5000172130号码 00777152， 金额
27000.00元，发票联及抵扣联遗失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经重庆季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00112320357009R）
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 《公司法》规
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源碧豪商贸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MA5U7JH016）股
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公司法 》规定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烨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5678571019）股东会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 。 根据 《公司法 》规
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经彭水县花海溪谷花卉种植股份合
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3082444835M）
成员大会决定 ，本社拟将注销。 根据 《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 ，请债
权人到本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注销公告 :经重庆凌贝康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YMLD580) 股东会研
究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 《公司法 》规定 ，
请债权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 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 2017.12.5

注销公告 :经重庆科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QGJ0XT) 股东决
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 《公司法 》规定 ，请债
权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 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2017.12.5

声明：渝北区龙溪街道华艺字牌制作部
遗失农村商业银行两江分行金龙分理
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6530023257402，
帐号：1330010120010000119。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冠成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3MA5UJ3U738） 股东决
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 《公司法 》规定在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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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世纪游科技有限公司 （注
册号500383008145390）股东决定，本公司拟
将注销 ，根据 《公司法 》规定在登报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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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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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复然物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8MA5U7XNF0R）2017年12月5日

重庆中科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增
值税专用发票一张 （抵扣联、发票联 ），发
票 代 码 ：5000172130， 发 票 号 码 ：0611
7080，已填开 ，已盖发票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清徽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00000MA5U3HN88W,核发
日期 :2015年11月11日）,声明作废
●遗失2006年9月22日核发的重庆瑞通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001072107520，声明作废
●遗失 2006年11月1日核发的重庆瑞通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江北分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1052901284，声明作废。

重庆群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人员已与单位解除
劳动合同关系（或其他事实 ），现已失去联系 ，请以下
人员见报后尽快到公司办理证件调出手续。否则公司
将申请安全生产考核合同证书调入无关联企业库。
刘志红 渝建安B（2009）0031114 庄 翼 渝建安B（2009）0031114
任长明 渝建安B（2009）0031116 熊国庆 渝建安B（2009）0031117
何婷婷 渝建安B（2009）0031119 任光华 渝建安B（2009）0031408
庄 翔 渝建安C（2009）0018939 朱红霞 渝建安C（2009）0018941

重庆仲裁委员会公告
（2017）渝仲字第2178号

周天伟：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朱奎与被申请人周
天伟关于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参加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仲裁员
选（指 ）定书等仲裁文书 。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 你提交答辩状和选择仲裁员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 。 答辩期满不选
定仲裁员 ， 本会主任将在期满之次日依法指定
仲裁员组成仲裁庭。 仲裁庭将在组庭之次日起
第5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会开庭
审理。 你若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重庆仲裁委员会

重庆市渝中区摩维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于
2015年6月25日申请增值税普通发票十万元版
25份，发票代码 ：5000144320，发票号：05245446-
05245470，其中空白发票19份，发票号05245452-
05245470，由于管理不当 ，已丢失，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经重庆如蓉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MUF6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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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英久茂建材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1080009094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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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苦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9050031148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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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5日

法人变更公告
重庆展亮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22MA5U4U8AXN)， 原法人王新
丽，现法人樊永毅 ，因法人和出资人变更特些公
告， 原公司所有债务与变更后的公司及法人无
任何关系， 在登报日起15日内凡与本公司有债
权债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请前来本公司结算 ，
过期视为已结清，特此声明 2017年12月5日

声明：梁钰钢、姜欣遗失恒大山水城37-904
购房票据1张 ：票据编号hdzmsm0003078(契
税30752.82元 、预告登记费80元 ，抵押登记
费80元 ，权证印花费5元，按揭印花税费35.5
元，大修基金6402元 ），声明作废
声明： 蒋文梅、 李玉祥遗失恒大照母山山水城
32-506号房首付款票据1张，票号cqsscj0001587，
金额253506元 ； 税费等费用票据一张 ， 票号 ：
cqssci0002975（含抵押登记费 80元 ,预告登记费
80元 ，权证印花税5元，维修基金7655元 ，按揭印
花税29元，契税25005.18元）声明作废 ！

减资公告
重庆市沙联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6MA5XE50M66）
经全体股东会决议， 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6755
万人民币减至50万人民币。 债权人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特
此公告 联系人 ：王森 联系电话023-47337208，
地址：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川江路1156号

重庆市坤健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正本 ，核准号：J6530014340001,
账号 ：3100092209200007956，开户银行 ：工商
银行江津市支行德感分理处 ，机构信用代码
证 ：G9950011601434000E,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 经重庆励翔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号：91500000321761476R） 股东会研究
决定 ，拟将注销本公司 ，根据 《公司法 》规定 ，
请相关债权人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 45日内
来我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陈明华遗失开具给四川杭叉工工程
机械销售有限公司的增值税普通发
票 （发 票 联 ） 一份 ， 代 码 ：15000
1720410，号码：0161824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钟表工业公司邹容路120号-45解
放碑房屋管理所发放的（重庆市公有房屋非
住宅租约证），建筑面积103.9平方米，作废。
遗失重庆服装工业实业总公司较场口87号B4-
4-2七星岗房屋管理所发放的 （重庆市公有房
屋非住宅租约证），建筑面积46.4平方米 ，作废。
遗失重庆华虹复合包装制品有限责任
公司较场口87号B6-5-1七星岗房屋管
理所发放的（重庆市公有房屋非住宅租
约证 ），建筑面积165.7平方米，作废 。

注销公告：经重庆昊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MA5U56JR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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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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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将向工商
部门办理注销登记 ，逾期责任自负 。 特此公告 。
重庆袋袋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8MA5U7JLY5X） 2017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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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将向工商部
门办理注销登记 ，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重庆
渝盛通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8MA5U8K6K3U） 2017年12月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炎坤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000MA5U45AD92）股东研究决
定，本公司拟将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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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 2017年12月5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旭均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5U6KGX2K） 股东
研究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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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7年12月5日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遗失
外汇业务登记凭证，声明作废
●遗失蒋铭鑫 （学号2014113207）重庆工商
大学三方协议编号20180004696声明作废
●王宗俊身份证512225196712219738， 执业证
号码02005250000080002015022946遗失作废
●江北区巧芋工坊甜品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 （注册号50010560327383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妇幼保健院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 ，编号：JY35001120027130（1-1）声明遗失
●孙涛遗失南岸区残疾证（证号51021419761209041623）作废
●遗失奉节县宏兴保洁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副
本，纳税人识别号：500236596748174声明作废
●遗失李庆芳标准员证书原件证书
编号:50151151122154特声明作废
●遗失李洁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4176423作废
●两江新区康庄美地韩蒸汗蒸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3601692674，声明作废
●重庆郭贸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在解放碑苏
宁购买海尔电热水器一台发票号26011803遗失作废
●重庆彩之源包装印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203512292N）声明作废
●重庆天宝公司渝BP8719重庆天宝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狮子
滩分公司渝BY3383运输证号500115042083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新世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外汇业务登记凭证,作废
●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保险增值税
普通发票，发票代码500171320号码13966106声明作废
●遗失吴迪重庆育仁中学2016级高中毕业证
（身份证号421081199905032153）声明作废
●重庆市万州区成名运输有限公司遗失
渝F06166.渝AF2792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重庆蓝眼镜有限公司第十六经营部遗失2008年6月25日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5001136761222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双弈商贸有限公司 （税号 915
00104305114762G）遗失发票领购薄，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喜迎门婚介服务有限公司在重庆农商行江北支
行寸滩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8010301声明作废
●遗失陶岚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0380020160601760作废
●遗失人寿财险两江支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
代码 ：5000171320，发票号码：14274154，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人寿财险重庆分公司增值税普票一张 ，
发票代码5000161320,发票号码13716241声明作废
●重庆轮船 （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工会法
人资格证书正本 .证件编号：23004500071.声明作废
●声明 ： 重庆小菜皮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5001087064940），声明作废
●声明 ： 遗失重庆康图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公章一枚（编号5001083002528），声明作废
●遗失经营者钱伟如2015年7月10日核发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500903600086489声明作废
●重庆万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李金念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渝建安B（2016）0067565，声明作废
●冯刚遗失重庆大学毕业证 ， 编号：
106111200405005730，声明作废。
●江北区王姐面庄遗失2011年12月21日核发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500105600252935作废
●遗失重庆创韵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1047004274），声明作废
●遗失蒋睿浩《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333491，声明作废
●孟青遗失第二代身份证511224198305090019声明作废
●重庆蚂蚁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2015年5月26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500103000043384声明作废

●苏祺（610327198911200510）身份证遗失，作废
●何孟霖（500104199007132023）身份证遗失，作废
●2016-12-29核发重庆创酷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34595896XK）遗失作废
●李慧军遗失重庆融科智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地
下车库负1-101定金收据，收据号0001088，金额5000元作废
●遗失2017.1.5核发重庆好啊游新能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ADYJ5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正等科技有限公司印章证明作废
●遗失个体户陈正容税务登记证副本 ，
税号51022869081030602，声明作废
●遗失巴南区秋力健康咨询服务中心国 、地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13L2525772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浩瑞建筑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税
务登记证副本，税号50090357799885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煜佳旺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0102967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兵瑞盆景种植场税务登
记证正本 ，税号500118331707086，声明作废
●遗失2015.10.23核发重庆市璧山区鑫川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0772615836作废
●遗失2013年3月25日核发的重庆藕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902000030005 1-2-2声明作废
●陈国军遗失奉节县旭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号楼
12-6室购房定金收款收据 ，编号0009927声明作废
●遗失武隆县金来大闸蟹养殖家庭农场营业
执照副本 ，注册号500232212546087声明作废
●重庆安东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2016.8.18核发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37XP3L,声明作废
●邓永燕 （92500108MA5UM5D42D）个体工商户
遗失重庆市国家税务局发票领购薄，声明作废
●重庆兄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收据收据编号0051120作废
●更正:重庆商报2017.10.10刊登的重庆臻丽达广告有限公司的
注销公告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应为:91500103MA5U6PYB0P
●注销公告 ：重庆彩略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4MA5U824D4Q)经股东决定 ，拟将注销本公司 。
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遗失2014.9.16发洪道勤营业执照副本500383603327396作废
●遗失2016-12-06核发重庆市永川区圣雅菲萱花美容院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92500118MA5U8XFW40声明作废
●遗失九龙坡区加洲零壹宾馆特种行业许可
证（旅馆业），证号公特九字第2005918号作废
●遗失何树铭失业证510211196211252513声明作废
●康春梅遗失国家初级导游资格证 ，
编号DZG2017CQ10624，声明作废。
●沙坪坝区煜林昕业养生堂（陈珍贵 ）遗失2016.8.4核发的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6608290756作废
●遗失涂厚琴之子龙星宇2004.12.12在重庆市铜梁县虎峰
人民卫生院的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E500113317，声明作废
●遗失个体户何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
税号51352519730727415301，声明作废
●重庆筑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王勇遗失市政专业二
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编号:0053795，声明作废。
●重庆市江北区柒捌玖歌厅 （税号5102241964082
7187501）遗失税控金税盘：499924100912声明作废
●遗失2016年11月28日核发重庆市饰之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352765285H作废
●遗失林国成国地税正副本350321198301105290作废
●遗失安邦财险标志流水号：13000100001700810545作废
●遗失2014.11.3发张正维执照副本500112600079803作废
●遗失曾红艳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510211198007073947声明作废

巴中仲裁委员会公告：蒲在学、陈禹伽、李小蓉、
刘楚绿 、徐玉清 ：我委2017年3月18日依法受理
巴中市鑫园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蒲在学 （身份
证号码 ：510212195810052531）、陈禹伽 （身份证
号码 ：500103198810217324）、李小蓉 （身份证号
码 ：510212196209025027）、 刘楚绿 （身份证号
码 ：5102121960111162544）、徐 玉清 （身份 证 号
码 ：510211195211240630）之间保证合同纠纷巴
仲2017（003）、2017（004）号案 ，原定于2017年11
月 6日在巴中仲裁委员会秘 书处分别开庭审
理 ，因案情需要，经本会决定于2018年2月5日上
午9时、下午14时30分在巴中仲裁委员会秘书处
分别开庭审理 ，根据 《巴中仲裁委员会仲裁规
则 》第七十五条之规定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请见此公告后及
时与本会联系 ，本会秘书处地址 ：巴中市巴州
区白云台 市政府大楼 12楼 13号 ， 联系电话 ：
0827-5264008，13908290496，倪海平。 特此公告

巴中仲裁委员会 2017年12月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顺祺汇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号 ：500103007723740）股东研究决定 ，本
公司拟将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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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 2017年12月5日
重庆东力石化产品有限公司大渡口经营
部，注册号为500104300006832，2014年12月
0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遗失 ，声明作废
重庆东力石化产品有限公司大渡口经营部，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04552027885声明作废

刘 清 超 身 份 证 号 500102
198908280093遗 失 三 类 人
员A证，证书编号：渝建安A
（2017）2025321，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太升运输长寿分公司渝B93822、
渝BN5989实际车主，因你们的车已属黄标
车，按政策规定已被注销营运资格，请立即
停止营运，否则自担一切违法后果。
重庆凌振 欣汽 车零 部件 有限 公司 遗 失
2012年11月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
册号 ：500903000056570）； 组织机构 代 码
证正（副 ）本（代码：05775610-8）声明作废

遗失开县龙景生态园林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500234000003027；税务
登证正副本500234668906320；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668906320声明作废

重庆 （香港 ）中原营销策划顾问有限
公司遗 失 收 据 01068508； 租赁 合同
0017815 一 式 三 份 ； 买 方 承 诺 书
0002414、0002786一式两份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张祖胜研究生学生
证，证号20160713202（2016年9月1日签发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大学邹敏研究生学生证：证号20150206027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商辉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1232045372X7）股东会研究决
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 》规定在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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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5日
重庆宏荣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凌森 (渝建
安C（2016）0059265；已与单位解除了劳动合
同关系 ，现已失去联系 ，请凌森见报后尽快到
公司办理证件调出手续。 否则 ，公司将申请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调入无关联企业库。

注销公告 : 经重庆趸鑫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
3049616955）股东决定 ，拟将注销本公
司 ，根据 《公司法》相关规定 ，请债权债
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 2017.12.5
重庆洪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遗失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渝北支公司开具
的重庆市增值税专用发票 ， 代码5000164130，
号码04360816，金额3576.42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昂科特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公司
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重庆昂科
特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融胜红图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YMPY608)股东决定，拟
将注销本公司 。 根据 《公司法 》规定 ，请债权债务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7年12月5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闲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A40K21)股东决定，
拟将注销本公司。 根据《公司法 》规定 ，请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7年12月5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瑜文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8HAC5L)股东决
定 ，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7年12月5日

遗失重庆富沃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第一
类医疗器械备案信息表 ：备案号 ：渝械备
20160019号 ， 产品名称 ： 踝关节固定器 ，
FEM－D030；备案号：渝械备20160020号，产
品名称 ： 肢体固定器 ，FE8M－D040； 渝械
备 ：20160022号 ，产品名称 ：可调试固定支
具 ，FE5M－D050；备案号 ：渝械备20160023
号 ， 产 品名 称 ： 踝 关 节固 定 器 ，FE8M－
D050；备案号 ：渝械备20160024号 ，产品名
称：臂外展固定器 ，FE5M－D040;作废 。

寻人告示
吕松柏 ，男 ，67岁 ，身份证号 ：510202

195009192915，户籍地址：渝中区王家坡39
号1-1；2017年11月3日因病去世， 望其家
人或知其家人下落者与两路口街道工作
人员胡老师联系，联系电话：63605798

公 告
工程名称：柏林镇千米大道路面整治工程

该工程于2016年8月17日开工至2016年9
月22日竣工，请有关债权债务人15个工作日内
与我施工单位联系 （电话 ：02367607463 地址 ：
重庆市江北区石马河宏帆路22号附13号 ），逾
期该项目产生任何法律责任与我公司无关。

特此公告。
重庆银盾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5日

广东伯朗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分
公司遗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
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55659201，
账号123906757810301）声明作废
本人李恭敏遗失位于2016年7月的购买御龙天
峰8栋3306房购房收据以及契税收据5份 ， 收据
号yulf0000567，金额10000元，收据号yltfj0005266.
金额385521元 ， 收据号yltfj0005267， 金额11684
元 ，收据号yltfi0014688，金额39376.13元 ，收据号
yltfj0015338，金额910000元，声明作废。

重庆市璧山区鑫刚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四公里支行的银
行开户许可证正本 （核准号 J6530020167602
账号31061701040005257）声明作废
招标公告： 重庆铁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管项
目《北碚山语城、涪陵山语城 、公园1159、高速公
路》进行2018保安外包服务公开招投标 ，有意者
请 在 中铁 建 重 庆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http://
www.crcccq.com/下载本项目招标文件及报名 ，
联系人：冀园，联系电话：13193238618

以下车辆挂靠本公司后长期脱离监管 ， 特登报
申请 车 辆牌 证 注销 作 废 ，渝 BB3108渝 BB5039
渝BB0250渝BB0758渝B97258渝B96831渝B95937
渝B91311渝B90356渝B89827渝B87872渝B85981
重庆远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
减资公告：奉节县三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500236009549440） 经全体股东会决议 ，将
本公司注册资本由2000万人民币减至200万人民币 。
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 ，有权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特此公告 联系人 ：付大斌 ，联系电话 ：
15025532666，地址：奉节县草堂镇东坡村4组43号。

重庆郑清箭叶淫羊藿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
务专用章 、法人 (郑祖清 )印鉴章 ,2016年12月
6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 ,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8MA5U8XWD7N,声明作废。
重庆市永川区清新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遗
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 、法人 (郑祖清 )印鉴章 ,
2016年5月17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3500118666429217R,声明作废
重庆郑清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
专用章 、法人 (郑祖清 )印鉴章 ,2017年 9月29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80542834215,声明作废。

●昌宇搬家、搬厂，全城连锁67702566
搬家服务

厂房招租
位于北碚区文笔沱 ，
房屋面积约 1.5万平
方米，整体出租。

联系人：赵先生
17782283759 89136003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
业园， 重庆物流基
地旁标准厂房10.8
米 层高 ，10t行车 ，
纯一楼 ，50年出让
地 ，2300元/平 ，有
蒸汽接入。
电18623049966
话023-47633266

重庆威尔德 . 浩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于2000
年12月5日在中信银行重庆分行营业部开立
外币结算户 (账号7421011482400001641印鉴
卡编号0078715)时预留的财务专用章遗失

注销公告：经重庆麒宣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 《公司法 》规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债务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重庆麒宣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12月3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鑫磊陶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0010673394808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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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鑫磊陶土有限公司2017年12月5日
重庆大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80902
渝B91252渝B93386渝B93369渝B92678渝B96155渝
B96953，渝BB6723渝BB5226因黄标车 ，现声明该
号牌、行驶证作废，不得继续使用。 重庆大鼎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法人孙桂苑安全证遗失 ，声明作废

公 告
四川能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

13日承建的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校园道路管网
改造工程项目， 该项目于2017年11月30日均已
全面完成竣工验收 ，现在正在办理审计和备案
登记手续，以及进行项目结算为保障该项目在
施工中相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现通知各债权
人在法律保护的期限内 ，将与该项目相关的合
同及其他有效凭据原件 ，自本公告通知之日起
三个月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逾期未申报债权
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 。 特此公告！
债权申报联系单位:四川能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中渝爱都会8-1-23-1
联系人:胡龙界13896073763 周毅13983992770

四川能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3日
●遗失2010年10月11日发城口县左岚
乡大坝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营业执
照正副本500229NA000236X作废
注销公告 ：经城口县左岚乡大坝中药材种植
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500229NA000236X）成
员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 。根据 《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 》 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 ，
请债权人到本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宝伟建材经营部遗失
公章壹枚，编号：50011720309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华蜀光电集团公司研究开
发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 、 副本 ， 注册号902
82004；公章、财务专用章各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华蜀光电集团公司红岩展销中心第二经
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902872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华蜀光电集团公司广州经
济技术开发分公司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
副本 ，注册号90282943；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华蜀信息发展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
本 ，注册号：20282086；公章、财务专用章各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王瑶安全员证书,证书号码 ：渝094100416595作废
●遗失贾继胜施工员证书，证书号码：渝1141001097910作废、
●遗失重庆神驹货运有限公司在重庆银行北部新区
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220444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逸动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税务
登记证正本渝税字500227320310526作废
●遗失璧山区锦春大药房公章号码
5002278026900刻章证明声明作废
●遗失璧山区龙达消防器材经营部公章编
号5002278030798刻制.查询.缴销证明作废
●遗失重庆图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6.6.2核发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305243986E声明作废
●巫山县生生土灶老火锅店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51122619840107578601遗失
●遗失2017年8月2日核发江北区宗匠火锅店白云飞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5MA5U9CJC4J作废
●遗失蒋洪营业执照副本500113608247956作废
●遗失鞠程聪营业执照92500113MA5URBC163补办
●李弟英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 注册
号：500238600094880，声明作废
●忠县亚军花椒种植场遗失 《税务登记证 》
正、副本，渝税字500233569941120，声明作废
●重庆开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失 《税务登记
证 》正、副本 ，渝税字500233083055604，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瑞富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中国银行重庆分
行丰都支行临时开户许可证：L6694000064801声明作废
●刘杨梅遗失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
业保险保险单，保险单号：1262203602017000362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大渡口区钢花小学工会委员会印章证明作废
●遗失重庆贺梅建材经营部通用手工发票 （百元
版）代码150001320531号码10965501、10965550作废
●遗失2016年8月30日发重庆斯威特钢琴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77176536X6 4-1和4-4作废
●张翠萍遗失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护师初
级)，证书编号 :15055134，声明作废 。
●重庆饭斗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本：代码号30502649-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1500000339544816Y的重庆
揽云科技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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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揽云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5日
遗失玛氏食品 （中国 ）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嘉禾
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五份，发票
代码均为1100172130，发票号 ：2946396，2946397，
2946398，2946399，02931802， 此五份发票的抵扣
联及记账联被快递公司遗失。 特此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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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重庆仪表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 公 司 通 用 机 打 发 票 代 码
250001500105号码10622960作废
●遗失重庆仪表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开具给重庆北碚佳友物业发展有限
公 司 重 庆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代 码
5000162320号码23840508、23840509作废

重庆商报讯 立冬以来，重庆进
入多雾阴雨天气，特别是在部分山区，
因能见度低、弯道较急，若开车操作不
当，极易引发交通事故。11月30日上
午 9时许，南岸区南山景区就发生一
起因车速过快发生的车辆“漂移”栽进
沟的事故，所幸没有人员受伤。

轿车驾驶员程先生告诉南岸区交
巡警支队南山大队民警，当时自己正
沿龙黄公路下行，当通过弯道时发现
车辆失控，但此时刹车已经来不及，车
辆继续高速旋转，最后栽进沟里。民
警调取事发期间的监控录像发现，当
天上午9时6分左右，程先生驾驶的轿
车从龙黄路下行，刚过完弯道，轿车向
左偏移，紧接着向右猛转，车头撞上堡
坎后弹回，又原地 “漂移”调头，尾部
再次撞上堡坎。仅仅6秒钟的视频，轿
车一路蛇形，经历了两次转向，两次撞
击，惊险程度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目
前，该事故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重庆商报讯 昨日是第四个国家
宪法日，为了增强市民法制观念，渝
北区法院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的案
件审理搬到了社区，让社区居民观
摩。据了解，渝北区法院“法官在社区
暨庭审进街镇”活动开展以来，共开展
巡回审判 295 场，当场进行以案释法
200余次，发放宣传资料10万余份，活
动参与群众达12万余人，群众满意度
高达98%以上。

庭审结束后，法官就民间借贷存
在的几大风险，提醒市民注意防范。
首先，出借款项时，不但要看对方的固
定资产、经济收入等情况如何，还要看
对方平时信誉如何，切莫因碍于面子
或贪图高息而盲目出借。其次，要看
借款用途是否合法。第三，要有担保
人或财产抵押作担保。第四，签订规
范的借款合同或借条，借款就应当写
成“借条”或者“借款合同”，而不应写
成“欠条”，因为“欠款”不能反映出借
款关系还是因其他原因所欠下的款
项。借款合同除了需注明借款金额、
借款人姓名、借款日期等基本要素外，
还要注明支付方式、还款日期、利息支
付等等，约定应当具体、明确，以防日
后出现纠纷难以维护自身权益。合同
拟好之后，建议先阅读几遍再签，以防
其中关键条款出现错字、漏字等。最
后，出借资金时，最好通过银行转账的
形式交付，并保存好流水记录，尽量不
用现金交付。如果超过诉讼时效，出
借人可以在时效届满前，让借款人写
出还款计划或催要证明。这样可以造
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就可以
从新的协议订立之日起重新计算。

雨天过弯不减速
轿车“漂移”栽进沟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韩政

20岁读小学“一米汉子”开启电商人生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首席记者 郑友

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双
脚不能直立行走，走路全靠右
手拿着一块木板作为支撑。
作为“一米汉子”，杨昌国在20
岁时才走进学堂读小学一年
级。但如今，在大渡口新山村
街道爱心惠残众创空间搭台
下，32岁的杨昌国从老家酉阳
来到主城，作为重庆优客尚品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副总裁，
专职负责公司的助残事业部，
主卖农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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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副总裁
拄着木头去上班

昨日早上6点，大渡口新山村
街道，暂住在租赁房里的杨昌国
翻身起床，看起了枕边《一身的资
本》后，紧接着洗漱、吃早餐，他便
匆匆赶往500米外的钢花路爱心
惠残众创空间，他所在的公司就
在那里。

记者看到，身高不足1米、体
重25公斤的杨昌国长着一张娃娃
脸，鸡公头打了啫喱水定型，看起
来异常精神。他右手拿着一块长
5 厘米、宽 3 厘米、高 4 厘米的木
头，左脚每向前迈进一步，拄着木
头的右手便立马跟了上来，然后
左手扶着左腿，右腿又往前移
动。如果不是知情人，你很难把
他和重庆优客尚品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的副总裁联系起来。

虽然只有短短的500米距离，
杨昌国却需要耗费近半个小时。
走到公司楼下，虽是冬季，但杨昌
国已经满头大汗。

到了办公室，杨昌国打开电
脑，开始一天的工作。作为公司
助残事业部的专职负责人，他需
要整理各区县残疾人发展计划
书，落实培训残疾人项目和培训
内容，对残疾人心理疏导内容，还
要负责接待前来考察的领导。

20岁读小学
开乡村网吧赚30余万

今年 32岁的杨昌国，出生于
酉阳酉水河镇后溪村。相对于

“袖珍人”，“一米汉子”是他更愿
意接受的称谓。直到20岁那年，
他才上小学一年级，小学读了 3
年，初中读了1年。虽然读书时间
不长，但杨昌国成绩不错，大部分

常用汉字都认得。
而作为杨昌国的父母，最为

担心的是，有朝一日他们年老后，
行走困难的儿子该怎么办？再三
思虑后，父母决定为儿子买回几
头黄牛，让他放养。

后来，随着山村电话通了，网
络有了，爱玩手机、电脑的他，给
自己取了个网名：“一米汉子”。

和不少人上网是为了打游
戏、聊天不一样，从未离开过大山
的杨昌国通过网络，领略到了外
面世界的精彩。在亲友的资助
下，“昌国网吧”于2008年在酉水
河镇开张。

接着，杨昌国又在酉酬镇开
起了另外一家“自由网络会所”。
直至 2016 年受环境影响网吧转
让，除了一家人的生活开支，两个
山村网吧让杨昌国赚了 30 余万
元。

通过网上电商
将柚子龟卖向全国各地

在将网吧转让后，如何利用
手头的资金进一步壮大自己？成
了杨昌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
题。餐馆、旱冰场、鞋店、日化店
……试水过多个行业大多以失败
告终，但杨昌国并没有气馁。几
经思考，对养殖一窍不通的杨昌
国，于 2014 年 10 月办起了养牛
场。

2016 年，在酉阳商务局举办
的电商培训班里，杨昌国意识到，
除了结识朋友、查找资料外，网络
还可以用来赚钱。

培训回来后，加上有8年时间
的网吧管理经验，杨昌国开起了
淘宝店，把当地竹笋、酉水河野生
鱼干、酉水河虾、柚子龟等农特产
品放到网上销售。

接着，杨昌国专门赶到主城
参加电子商务培训，又到板溪镇、
龙潭镇找做电商的杨向华、冉思
宝学习。很快，他被当地县政府
确定为电商农村淘宝合伙人的重
点培养对象。通过网店，杨昌国
将价格高达 666.66 元/个的柚子
龟卖到了全国各地。

谈及接下来的目标，杨昌国
说，争取早日把“一米汉子”打造
成全市的知名电商品牌。

相识于电波
妻子为爱情放弃学业

昨日下午 1：30，吃过午饭的
杨昌国拨通了妻子刘贵琴的电
话。说起和妻子的相识、相知到
相爱，一丝笑意掠过杨昌国的脸
庞。

2009 年 10月 4日晚 8点，24
岁的他像往常一样听起了收音
机。在一档点歌送祝福的节目
中，他鼓足勇气发出了一条交友
信息，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
式。没想到，发出的信息很快便
收到了反馈，3个女孩向杨昌国发
来了短信。其中，就包括他现在
的妻子刘贵琴。两人初次聊天，
便一见如故。

杨昌国迄今仍记得，两人相
识 5天后，也就是当年 10月 9日
下午5点视频聊天时的场景。为
了以后不至于见面时尴尬，他特
地在镜头前爬了一圈，展示自己
的行走方式。

不料，他的此举非但没招来
嫌弃，反倒引来刘贵琴宽慰他。
当时，她在万州三峡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读中专，学的是护理专
业。接下来，杨昌国先后3次到万
州见刘贵琴。见证了杨昌国的痴
心，刘贵琴毅然决定为了爱情放

弃学业。2010 年 5 月 1 日，两人
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坚忍不拔不折不挠
请他出任公司副总裁

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酉阳柚子龟传承人刘仲华昨日告
诉记者，当初之所以愿意收杨昌
国这个徒弟，就是感动于他锲而
不舍的精神。

重庆优客尚品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董事长白洁昨日告诉记者，
今年7月，她之所以费尽周折请杨
昌国成为公司的6个股东之一并
担任副总裁，就是看中了他坚忍
不拔、不折不挠的精神。

“他从小不仅患有小儿麻痹
症，还患有脆骨症，1岁至 4岁期
间曾多次手脚骨折。”白洁称，在
优客尚品全国60多家子公司中，
近千名员工都将杨昌国奉为榜
样。

据了解，为了将杨昌国请到
主城区，其名下应有5万元的现金
投入，其中的3万元还是由白洁垫
付的。

来到主城区
仍不忘带领乡邻脱贫

如今，在杨昌国的老家，还养
着60多头黄牛，100多箱蜜蜂，除
了请邻里帮忙外，平时的管理都
由妻子刘贵琴负责。

虽然杨昌国现在来到了主城
区，但带领老家酉水河镇后溪村
乡邻脱贫增收的重任，杨昌国一
直牢记心底。目前，重庆优客尚
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土特产品
板块，也是由他在负责。他希望
能利用自己的这一优势，让乡邻
脱贫增收。

提及杨昌国，包括酉阳商务
局副局长冉景海在内的官员，无
不竖起大拇指。

“老百姓想买的东西，他可以
为他们代买；老百姓想卖的东西，
他可以为他们代卖。”冉景海说，
杨昌国身残志坚，对当地农村电
商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而大渡口区副区长舒莉在视
察新山村街道爱心惠残众创空间
时，听完杨昌国对残疾人的培训方
案和对残疾人的帮助后，临走时说
了一段让杨昌国至今热血膨湃的
话：“我衷心的希望你能扎根大渡
口，为我们辖区残疾人造福”。

“要不是好心人的帮扶和政
府、社会的关怀，我也不可能会有
今天的成绩。”杨昌国说，他希望
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特
别是残疾人过上更富足的生活。

寄语

以榜样力量
为更多残疾人造福

杨昌国与妻子

杨昌国在展示自己做的工艺品“柚子龟” 本组图片由首席记者 钟志兵 摄

杨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