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销公告：经重庆季漫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6NKW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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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3日

重庆诚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公告
重庆诚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将 100%

股权转让给重庆渝顺投资有限公司，请有关
债权人及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30日内到本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368412906
联系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南方花园C5

区16栋2单元4-2
公告单位：重庆诚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18年1月9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孑凡机械有限公司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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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孑凡机械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3日

注销公告:重庆裕裕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4304804462K，经
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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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1月13日

注销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丰盛镇孝善协
会已经会员代表大会形成注销决议 ，现
向社会公告，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45天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 。
联系人：彭才貌 电话 ：13657698918

注销公告:重庆智现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5MA5U5PPJ3M)经股东会研究
决定拟将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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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债务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2018年1月13日

注销公告：重庆帝怡佳贷款咨询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3000108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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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3日

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坚美电脑经营
部遗失2017年10月23日注册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500901600015552；公章壹枚 ；
税务登记正副本 （税号 ：500903L19307769）；
发票领购薄 、发票 。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中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0949996278） 经股东决定 ，
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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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3日

遗失声明： 重庆蓝志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遗失注销备案
通知书，通知书编号：（渝中）登记内
备字[2014]第000840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荣昌区速腾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U3WU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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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债权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经重庆润诗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1MA5U844709）
股东决定 ，本公司拟注销，按《公司法 》规定 ，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之内到本
公司申报债权 。重庆润诗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荣昌区大港石化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U3WRM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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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债权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胜腾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
司 ， 注册号为500903000000417，2007年07
月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号码 ：500905663579279；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 副本 663579279；遗
失公章一枚 ；遗失财务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重庆云太美每家商业运营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5001070548173821）2017年12月19日开给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500000709375352T）的重
庆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二联抵扣联 、第三联
发票联 ），代码5000172130，号码08275389，
价税合计75600元，特此声明 。

重庆乐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南岸南
山路门市部遗失2017年01月17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副本一套 。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8MA5UB0B03J，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能仁聚雅模型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06052015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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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2018年1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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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合付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00113MA5YP54A48）2018年1月13日

重庆纵意弥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星艺网商户入驻合作协议2份 ，编
号000003，000134；“星图 ” 联盟合作
协议2份，000002，000024，声明作废。

重庆正兴保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王
新文同志筹建重庆正兴保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江北第三分公司寿险事业部授权书 》
及 《重庆正兴保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江北
三公司营销人员管理办法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铭将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3000013362）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解散
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 、债务
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办理债权债务相关事宜 。 2018年1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聚久施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1MA5U6F5T65）股东
会决议 ，本公司拟注销 ，按 《公司法 》规定 ，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之内到本
公司申报债权。 重庆聚久施商贸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经重庆惠家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5U3MG1X3） 股东会
研究决议 ， 拟将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少为1000
万元。 根据《公司法》规定 ，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
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 2018年1月13日

声明： 重庆翰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公章 （编号 5001127001663）；遗失 2016年
12月2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091231794G），声明作废。

兹有我司“重庆奇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12月18日开具给 “兰州侨兴茶叶食品有限公
司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代码 5000174130，
发票号码01163779， 发票金额为33846.15元 ，税
额为5753.85元 ）的发票联及抵扣联遗失 ,已申报
已缴纳税款，盖发票专用章。 现声明原件作废

声明： 刘永丰遗失恒大照母山山水城29栋
1001购房票据1张 ：票据编号cqssch0011376
(契税24609.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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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元，维修基金7620元）.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红带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2017年12月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02MA5YNU1X0P，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来龙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第
一分公司遗失在中国银行九龙坡支行开
户许可证 ，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60542501,
银行帐号 ：111638683447，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市然海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500
231339537069；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本 :代码33953706-9，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重庆来伟商贸有限公司
于2017年11月18日在 《重庆商报 》
刊登的减资公告，现将股东会决议
更正为股东决定。 特此公告！

声明：重庆富典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588003797J）
遗失税控盘 ：编号499903068378；遗失
报税盘：编号49890225937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永信记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331565516D）股
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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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3日
声明： 重庆满全科贸有限公司遗失2014年06月
1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 ： 注册号 500901
000164617；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0090
3588947931；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
号58894793-1；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骊珠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组织
机构代码证（代码622193687）正副本 ，
2005年3月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
号5000002101000）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骊珠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注册
号 ：5000002101000）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解散
本公司 ，根据 《公司法 》规定 ，请债权人 、债务
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办理债权债务相关事宜。 2018年1月13日
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清莲阁保
健按摩店遗失2017年11月10号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91500225MA5YN4JX4X）作废

丰都岩石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遗 失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
5002302007770）声明作废。

丰都岩石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遗失中国
农业银行丰都县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
证 （核准号 ：J6694000128401， 编号 ：
6530-00230749）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
码：G1050023011696322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 ，拟将注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500105MA5U69DQ6Y的重庆
柏森祥商贸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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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柏森祥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3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中之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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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债权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
重庆中之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2018年1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平准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230510701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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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朗慕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8001131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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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3日

注销公告：重庆秀雅园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00000MA5U7KMD27)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 》规定 ，请债权债务
人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8年1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乐麦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注
册号500108000009140)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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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庆蔺阳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112MA5U5R4R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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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远略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078823306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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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3日

重庆合谦盈商贸有限公司 （税号915
00000588044513J） 遗失空白增值税普
通发票5份 （发票代码5000151320，起
止号码03527829-03527833）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卓文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MA5U57L0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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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务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08000094289)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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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3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欣美悦出国留学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 码 91500000MA5UR8AY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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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园又园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686214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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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3日

遗失公告：重庆积云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
号500106000132386，2011年12月29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积云科技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106588907139)声明作废

重庆仲裁委员会公告
李伟 ：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重庆林德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李伟关于其他纠纷
一案，已于2017年11月22日审理终结 。 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渝仲字第 1636号决定
书 。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
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重庆仲裁委员会

重庆仲裁委员会公告
林天烁：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重庆林德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林天烁关于其他纠
纷一案 ，已于2017年11月24日审理终结 。 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渝仲字第 1613号裁
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
裁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重庆仲裁委员会

●遗失重庆四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章刻
制、查询 、缴销证明5002278002574作废
●遗失重庆坤达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印
章刻制 、查询、缴销证明5002272013727作废

注销公告：经彭水县吴凤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33460646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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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重庆恩诚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YP5D85N）股东会决议 ，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500万元减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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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重庆市博恩科技 （集团 ）
有限公司遗失2014年3月3日核发的
“印章刻制 、查询 、缴销证明 ”，编号
为5001002014030300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璧山区春满园蔬菜种植园 （普
通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U37B923
全体合伙人研究决定，本企业拟将注销 。 根据 《合
伙企业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
人到本企业办理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母亲周治凤身份证 510232197106197328父亲侯
祥伟身份证510232197007017352于2002年12月21
日在重庆市璧山区妇幼保健院生娩一女婴 ，姓
名侯爱熙，现出生证遗失 ,编码不详，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北木派装饰设计有限
公司2018年1月12日股东决定 ，本公司决定解散，按
照《公司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 ，请债权人在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办
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 。 联系人 ：夏于琴

注销公告 ：经重庆天臣喜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注册号5001050077466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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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3日

遗失重庆百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未
经公安机关备案私自刻制的公章壹
枚（编号2006022430005）、财务专用章
壹枚（编号2006022430005）声明作废
重 庆 新 晶 飞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91500101346020295U） 遗失已开重庆增
值税专用发票 （抵扣联和发票联 ）4份
（发票代码5000164130， 号码02606727、
02606728、02606729、02606730）特此声明

万州万达商户重庆欧加餐饮有限公司遗失万
州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二
张 ： 收 据 号 SG0005747, 金 额 1.6 元 ， 时 间
2015.9.25；号 SG0005762，金额 1443.20元 ，时 间
2015.9.28。发票一张，号码321964，金额30340.80
元，时间2016.9.21。 以上票据声明作废 ！

公告： 四川能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7年6
月承建的重庆市开州区长沙镇齐圣村道路改
道工程于2018年1月10日已全面完工 ， 正在办
理竣工验收及工程款的最终结算 ，为了保障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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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债权申报单位 : 四川能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 :胡龙界13896073763 周毅13983992770
四川能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2日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渝0103民催1号

本院于2018年1月11日受理了重庆诚携电
机有限公司对其遗失的 ：出票人为 ：重庆中渝
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 ：重庆市新天泽
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 ：农行重庆渝
中大坪支行， 出票日期为 ：2017年7月17日 ，到
期日为 ：2018年1月17日 ，票面金额为 ：贰拾壹
万零肆佰伍拾肆元肆角伍分 ，票号为00100062
25483034号的承兑汇票申请 。 依照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
现予公告 。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期间如无利害关系人申
报权利 ，本院将根据申请人之申请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
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遗失重庆候霖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
普票 ，发票号26382744，金额4400元，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子铭建材门市营业执照副本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L381595541声明作废
●周朝华渝A199P8车道路运输证500108010404遗失作废
●遗失2016.8.18核发重庆信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06566326X1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甄 涔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9150010
73459787259）金税盘，盘号66155556716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美森商贸有限责 任 公司 （税 号 9150010707728
526XU）金税盘（661503737459）、报税盘（662500067626）作废
●遗失重庆市大渡口区农业委员会印章证明作废 。
●遗失重庆市大渡口区监察局（及办公室）印章证明作废
●蒋勇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00223341103617遗失
●李佳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3601689315遗失
●夏先淑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7196501190024遗失
●遗失潼南县先淑餐饮部营业执照正本500223200008998作废
●遗失巫山县庆斌玉石雕刻工作室公
章，编号500237980569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准钇贸易有限公司渝BZ9707营运证遗失补办
●遗失重庆湛融商贸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 （二联
式），发票代码5000162320，号码02480988-02480991作废
●遗失重庆创源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72132901号声明作废
●遗失胡霞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4197009162422作废
●遗失2015.10.13核发重庆康倍达实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27765136F声明作废
●遗失古鸿亮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1600597438作废
●遗失李斌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3525196902101199作废
●遗失周兵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8197001260031作废
●遗失吴娟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4198012180028作废
●遗失白时菊税务登记证副本51022419530503524202作废
●遗失周康林税务登记证副本51022419521203523502作废
●遗失周娅税务登记证副本51022419791123524301作废
●遗失重庆市渝北区公主屋影楼重庆增值税
普通发票代码5000171320号码13726000作废
●遗失渝北区杨胜兵餐饮店税务登记
证副本51022419750706315201作废
●遗失北碚区富润玻璃钢厂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北
碚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4269801作废
●遗失2016.11.7发重庆万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U80TE6X作废
●四方新材股份公司渝BV2356营运证500113011592遗失作废
●重庆市九龙坡区茂源园艺场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渝国税 、地税字 :510226196809099802)。 声明作废。
●遗失唐玮之女李幼熙于2011年4月11日在重庆市南岸区武警
总队医院出生的 《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K500257299作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葡香茶楼遗失发票领
购簿一本，税号：50010319840213184声明作废
●童晓燕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证，渝A042012014888作废
●遗失石屏失业证 ，证号：040109-030277声明作废
●遗失刘仕旭国地税正副本510226630205943作废
●深圳市粤大明照明电器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500108304518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 （卷票 ）代码 ：05000
1700107，发票号 ：39321001-39321500声明作废
●遗失2016.4.18核发重庆天时娱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089139542F声明作废
●朋友火锅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00223340803645遗失
●潼南县四季香茶饮总汇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500223563469582遗失
●遗失声明 ：饶利 (身份证510224197704179066)在重庆驰
程白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贷款41万 (肆拾壹万 ) 的保证金
12300元(壹万贰仟叁佰元整)原件收据遗失，现声明作废
●遗失长寿区海棠镇先建建筑设备租赁站印章刻制 、
查询 、缴销证明 （编号50022120150519005作废 ）作废

搬家服务

●昌宇搬家、搬厂，
全城连锁6770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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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新区场地租赁
34000平方 ，价格面议 ，北部 新
区翠竹苑云竹路附近场地 ，可
做大型停车场等相关用途。
联系人：罗先生，13658318669

大 生 活
15320323186 18166342955

郑重提示 ：本版只提供信息 ，不作法律依据 ，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重庆吉泳体育场馆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重庆市渝北区泰山大道东段98号附180号，法定
代表人 ：秦轲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500000MA5U7YR222）： 你单位未依法取得公
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分别在渝北区回兴街道兰
馨大道12号盛景天下小区 、渝北区回兴街道果
塘路139号清河世家小区、渝北区回兴街道兴科
四路111号富悦新城小区擅自开展游泳场经营
活动的行为 ，违反了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
第八条及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 现本机关依法对你单位上
述三处违法经营行为分别作出文号为渝北卫
公罚 〔2017〕83、89、92号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 》，
决定予以你单位警告 ，并处以共计一万五千元
罚款的行政处罚 。 因本机关无法与你单位取得
联系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上述 《行政处
罚决定书 》。 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本机关领取 （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宝
圣东路297号）， 逾期则视为送达 。 罚款于收到
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重庆市渝北区财
政局指定帐户。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五十一条第 （一）项
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 如不服
本处罚决定 ， 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
日内向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或重庆
市渝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 或者6个月
内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起诉 ，但不得停止
执行本处罚决定。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
人民法院起诉 ，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 ，本机关
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8年1月12日

重庆市璧山区大贵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500227NA060178X） 注销公告 ：
我社成员大会已决定解散本社 。 请债权
人自接到我社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 ，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 ，向我社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 ，
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听证公告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局定于2018年1月30日15

时， 在江津区规划局大会议室举行金科·世界城
29#楼方案调整事项听证会 。听证会设立听证人2
人 ，利害关系人5人 ，欢迎有关公民 、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报名参加。 报名地点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
局城市科 ，联系人 ：余剑晖 ，联系电话 :47550653。
如自愿报名人数不足，我局将依据相关规定决定
参会人员。 江津区规划局 2018年1月11日

●重庆瓶空科技有限公司弹子石分公司遗失出版物经营许
可证正本编号:渝南岸新出发书字第5001087197号,声明作废
●经营者邓良店遗失2017年07月18日核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5UPYQD4F作废
●重庆真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
专用章一枚（编号5001078055535）声明作废
●重庆 德凝消 防工 程有 限公司遗 失 公
章，编号 ：5001018025290，声明作废。
●声明 : 遗失潼南县试金石广告部税务登记正 、
副本：税号50022319890523516301，声明作废
●王俊遗失保险执业证01001950000080002015000729作废
●遗失张凤(身份证号500237198602065345)机械员证,作废
●重庆静力外事航空服务有限公司遗失重庆银行解放
碑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17730004)声明作废 。
●郑佳荣遗失餐饮服务许可证,号201650010800111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巴南区冬焰日用品经营部个体工商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3600013926。 特此声明
●遗失余德 菊 重庆 市大足 区住 院 医 药费 专 用 收 据
（2015）No:0001138686，金额 :7800.08元，声明原件作废
●大足区尚艺美业理发店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 ，注册号 ：500225604031069，特此声明
●重庆市合川区微型企业协会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川南城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1428002作废
●顾硕、 陈霜露遗失恒大照母山山水城36栋502房付
款票据1张 ,认购书 :编号CQHDSSC0002510，声明作废
●重庆宏荣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甘祥贵遗失二级建造
师（房建工程）执业印章一枚，编号渝201151651227作废
●重庆奥园医院遗失吴丽萍 （身份证号510321198402
216467）重庆市医师多机构执业备案凭证 ，声明作废 。
●遗失周龙华安全员证，编号渝1412004149430声明作废
●遗失杨秀明土建施工员证，编号50141011080103声明作废
●李渝西遗失建筑安全员岗位证书 ，证书号 ：渝1617
051001152，发证日期：2016年11月17号，声明作废 。
●因本人不慎遗失杨晨悦 《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Q500226718.现声明作废。
●刘莉身份证512535197403020024遗失环境影
响评价师资格证编号：HP00014012声明作废
●王培伟遗失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
公路第一支队一大队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一
本，现声明编号4020564至4020575文书作废。
●遗失罗孝科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副本500106600179548作废
●遗失周长春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1219800908892X作废
●遗失周长春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51021219800908892X作废
●个体户吴绍凤遗失2014.11.2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500107604209545）声明作废
●声明 ： 渝中区袁永惠中医内科诊所未经
公安机关备案自行刻制的公章声明作废
●重庆市祁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吴霞二级建造师
执业印章一枚，印章编号：渝215131442901（00）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重庆渝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旅
游合同不慎遗失 ，合同号：CJ00079551，现声明作废 。
●声明 ：程迪能 ，车牌号渝B50N66遗
失营运证：500222025780，声明作废
●遗失罗利4050退休失业证：5001130215048660声明作废
●重庆恒大名都12栋816遗失装修保证金收据459397作废
●徐伟遗失2017年1月1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5UAW2LXU）声明作废
●遗失长寿区锌悦饭店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
联卷式）代码050001700107号码02855455作废
●重庆万州区久盛运输有限公司遗失渝 F16
830道路运输证编号 :500101007036声明作废
●朱珊珊心理咨询师证编号1731000008200378遗失作废
●遗失刘轩翊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 《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M50011910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大渡口区平健诊所印章证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善建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2MA5U5EEB8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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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3日

重庆标准件工业公司销售处 (税号91500
0009031378334) 遗失已开重庆增值税专
用发票 (发票联 、抵扣联 )1份 （发票代码
5000172130，号码06910093）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市南纪门豆制品厂营业执照正
副本 ，集体所有制 ，注册号20291247，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37784686248，
核发时间：1995年5月5日，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聚成为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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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聚成为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1月13日

遗失潼南县年华通讯器材维修经营部
税务登记证正本510227198001044476、
商 业 三 百 代 码 150000921036 号 码
00103526-00103550作废
注销公告 ： 经重庆市垫江世杰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16212485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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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忠县腾龙制衣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50023300002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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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重庆市岽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15520370391）股
东会决议，本公司拟注销，按 《公司法 》规定 ，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之内到本
公司申报债权。 重庆市岽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巫溪县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85634818483）
研究决定本企业拟将注销 。 根据 《国有企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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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重庆冰弘投资有限公司 （注
册号500903000227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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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重庆市长寿区新丽洁清洗服务
有限公司（注册号5002210000038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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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重庆展观科技有限公司 （注
册号500109000021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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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大足区第二人民医院遗失重庆市门诊医
药费专用收据18份，票据号分别是：003509926，
金额5.5元 ，003510115，金额39.6元 ，003512521，
金额158.71元，003524593，金额127.42元，003533887，
金额8元 ，003533888，金额1.2元 ，003553833，
金额55.48元 ，003561667，金额51.24元 ，003584749，
金额174元 ，003588153，金额36.13元 ，003622389，
金额30元 ，003622390，金额6元 ，003622421，
金额85元 ，032794175，金额0.9元 ，032798669，
金额244.65元 ，032798679，金额2.83元 ，032798680，
金额4.2元 ，032799404，金额4.2元 。 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泓 天 环 境 监 测 有 限 公 司
（91500107MA5U75EM43）2017年11月 29日
开给重庆拜博口腔管理有限公司大坪口腔
医院 （91500103MA5U87G75F）的重庆增值
税普通发票 （发票联 ），代码5000172320，号
码19711240，价税合计6000元 ，声明作废。

●吴景凤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7681118446遗失
●遗失重庆雷驰物流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
重庆万隆支行开户许可 证 （核 准号 ：J653003
9421601）;账号：3111240104000836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平运生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1MA5URA059B）
股东决定，本公司拟注销 ，按《公司法》规定 ，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之内到本公司申报
债权 。 重庆市万州区平运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巴南将打造全市最大
生物医药聚集区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谭柯
实习生 周凇槿

时隔26年➡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王也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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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讯 进入 2018 年后A股市场
整体表现良好，这也让A股上市公司迎来了
再融资的良机，就在1月 12日一天，便有金
通灵、雷鸣科华等7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公
告，宣布了各自推进定向增发实现的最新进
展，至此，在 2018年 1月份尚未过半的情况
下，已有17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公告表示正
在推进定向增发事项。此外，南洋科技、山东
矿机等另外16家A股上市公司在本月完成
了定向增发事项，上述33家公司拟定和落实
的增发金额合计约448.47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市公司发力推进定
向增发事项的同时，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
定向增发的兴趣也出现了回暖。记者梳理发
现，截至1月12日，1月份以来A股上市公司
通过定向增发、配股、可转债、可交换债、优先
股等途径合计募资约 1232.91 亿元，考虑到
2018年 1月尚未过半，本月A股上市公司的
再融资规模很可能会创出近12个月以来的
月度新高。

海通证券投资顾问翁玉洋指出，引发A股
上市公司近期再融资规模大幅增长的原因主
要有三条，一是近期A股市场持续走高，A股
上市公司资产价值随之水涨船高，同时偏暖的
行情提振了投资者参与交易的热情。二是在
金融去杠杆的大环境下，配股、优先股、可转债
等直接融资渠道符合监管政策的导向。三是
从上市公司再融资的目的看，多数上市公司增
发、配股的目的都在于筹集资金购买优质资
产、升级主营业务、拓展新的业务领域。

申万宏源投资顾问谭飞进一步指出，目
前投资者不必对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行为过于
担心，在操作相关个股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股价与增发价之间的差距不能太大；其
二，合理预估注入资产质量；其三，公司估值
应基本与所属行业的整体市盈率相当。

题材普遍走弱
蓝筹集体逞强

周五沪指低开1个点，在银行
股带领下进一步上攻，但周四领涨
的创业板为首的题材股迅速多翻
空，导致沪指 10 点钟开始逐波回
落。10点 37分，石化双雄为首的
资源股有所发力，沪指由绿变红，
并于11点见到全天最高点3435.42
点。之后，创业板跌势加速，使得
场内资金动摇，下午开盘不久市场
出 现 两 波 放 量 跳 水 ，沪 指 低 见
3417.98点考验5天线支撑。尾盘，
次新股与蓝筹股一道发力，但多数
题材股抛压反而加重。最终，创业
板吞噬了最近一周的筹码。不过
幸运的是，上证指数微升0.10%，日
K 线上连续 11 根阳线，是创出了
1992年2月以来的最佳纪录。

统计数据显示两市涨跌个股
比例是 1025:2123，与周四截然相
反。涨停个股锐减到 31只,仅 33
股涨幅超5%，跌停股5家，42股跌
幅超 5%。盘面看，周期性蓝筹成
为沪指 11 连阳连涨的功臣，尤其
是房地产板块以1.84%的涨幅位居
第二名，促使银行、钢铁、保险等相
关产业链积极造好，并间接带动了
维生素、电力、白酒、造纸等涨价概
念震荡走强。值得注意的是，代表
一线蓝筹的上证 50 指数，连续拉
升 11 个交易日，是其开板以来首
次11连涨。

反观题材可谓“阴风阵阵”。
周四领涨的芯片、国产软件、半导
体、宽带提速等多个板块，跌幅逾
2%。

上升形态依然完好
短期调整压力空前

26年来最长时间连阳后，下周
股市驶向何方？本周创业板5周均
线得而复失，后市将面临怎样的考
验呢？对此记者采访了重庆长城
证券首席投顾龚科、海通证券高级
投顾张亮为投资者答疑解惑。

龚科表示：“沪市迎来11连阳，
且11根阳线都是上涨，比2006年
的11连阳含金量要高得多。但创
业板跳水，吞噬了之前一周的追涨
资金，短期形势较为严峻。周线上
看，沪指连续两根光头阳线，多头
格局一览无遗，只是本周涨幅比上
周小而量能放大，有短线滞涨的可
能。不过创业板失守5周线，或昭
示下周有加速下跌动作。操作上，
可关注大盘 3340-3360 点附近的
支撑，有余仓的投资者可做好二次
低吸准备。”

张亮认为：“技术上看，沪指上
升形态依然完好，后市虽有回调但
大概率波浪式上行。只是，创业板
综指构筑双头的迹象愈发清晰，一
旦成型，则量度跌幅在 2086 点左
右，即跌破 2112 点前期底部。操
作上，暂时以半仓操作为宜。”

重庆商报讯 昨日，巴南区代区长
何友生在政府会议上提出，巴南区将坚
持新发展理念，继续推进创新驱动，建设
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加快交通物流
建设，推动乡村振兴，在高质量发展的前
提下，争取实现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10%的预期目标。

何友生介绍，作为我市重点培育的
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于巴南麻
柳沿江开发区的麻柳生物医药产业园正
蓬勃崛起。预计到2020年，这里将建成
全市最大的生物医药聚集区、国内领先
的高端医药产业园区，实现产值约 300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不单单是药品
生产“流水线”的简单聚集，更是集研发、
孵化、生产制造为一体的集群高地，在全
市率先构建起“孵化+基金+生产制造”
的产业发展环境。智睿生物、植恩、重庆
理工大学生物医学材料研发中心、重庆
—香港理工大学转化医学中心等一批高
科技创新研发平台先后落户园区；规模
近15亿元的植恩医药产业发展基金、杏
融基金等将重点用于支持新药研发；涵
盖生物制药、化学药、现代中药、医疗器
械的生产制造平台加速产品产业化。

沪指十一连阳
能否催生大牛市？

11连阳

长安汽车拟增资
长安标致雪铁龙18亿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郑森楠

龙湖地产去年签约1561亿元
重庆卖了180亿元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刘勇

重庆商报讯 1 月 11 日，龙湖地产
（00960.HK）公布了未经审核的营运数
据。2017 年 12 月，公司实现签约金额
76.4 亿元，签约面积 43.1 万平方米。至
此，去年全年，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金额
1560.8亿元，同比增长77%，完成调高后
全年销售目标的104%；签约面积1016.7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69%，两项数据均创
历史新高。其中，重庆龙湖签约金额超
180亿元，

据悉，去年，龙湖在西部4个城市实
现签约金额367.3 亿元，同比增长87%。
重庆、成都分别跻身市场前两位，西安排
名第八。其中，重庆龙湖连续七年销售
额破百亿，2017年更以超180亿元的业
绩成就新纪录。

记者获悉，龙湖地产1月 11日报收
23.90元港币，跌1.44%，换手率0.12%，1
月9日曾创出24.80元港币的历史新高。

上证指数连续 11 天收红收阳打破了
1992年以来的最长纪录。那么，历史上沪指
连涨连阳10天或超过10天后，市场会有怎样
的表现呢？今天我们不妨打开历史的画卷。

时间：2015年3月11日~3月24日
数量：沪指连涨10天
市况：从3278.47点涨到3715.87点，涨

幅13.34%
盘面：创业板为首的新兴产业领涨
后续：在创业板带领下一路飙升至

5178.19点

时间：2006年6月15日~6月29日
数量：沪指连拉11根阳线
市况：从1528.23点涨到1672.10点，涨

幅9.41%
盘面：深圳主板领涨
后续：4天后见到短期顶部1757.47点

时间：1992年5月6日~5月25日
数量：沪指连续14天上涨
市况：从 446.39 点涨到 1428.79 点，涨

幅220.08%
盘面：集体普涨
后续：连涨14天次日见到1429.01点中

期头部

值得注意的是，上证指数自
1990 年 12 月 19 日至今，“连涨”天
数最多的是 1991 年 10 月 3 日 ~
1992年 2月 24日，有99天；“连阳”
天数最多的是 1992年 2月 25日~3
月11日，有12天。

重庆小康旗下ST景谷重大重组 拟涉足航空产业

股 海 踏 浪

机构投资者热捧定增市场
33家上市公司掀起再融资热潮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扬帆

昨日，沪深股市重回二八分化格局，其中上证综指连续
11天收阳，创出了26年来最长纪录。截至终盘，上证指数
收报3428.94点，微涨3.59点，涨幅0.10%；深证成指收报
11461.99 点，微跌 2.21 点，跌幅 0.02%；中小板综微跌
0.33%；创业板综小跌0.96%。两市成交金额合计4612.39
元，比周四萎缩3%。 股 市 回 顾

历史上10天连涨连阳
市场表现

重庆商报讯 重庆资本大腕
张兴海拟涉足航空产业。1 月
12日晚间，重庆小康控股旗下的
壳公司 ST 景谷（云南景谷林业
股份有限公司600265）发布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股票自2017
年 11 月 24 日开市起连续停牌。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上述
事项对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股票自 2017 年 12 月 25 日起继
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
过一个月。

公告显示，ST 景谷拟定增
收购航空专用设备制造业资产，
这样，继隆鑫通用（603766）涂
建华、宗申动力（001696）左宗
申之后，又一摩帮大佬张兴海也

将进军航空领域。

去年11月起壳公司停牌

记者获悉，ST景谷因涉及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自2017年 11月
24 日起停牌。停牌前，ST 景谷
报收21.41元。

在 2017 年 12 月 23 日的公
告显示，ST 景谷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交易对方为第三方，本次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拟采取的
交易方式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但尚未最终确定。本次交易标
的所处行业为航空专用设备制
造业。

航空专用装备制造潜力大

飞机被称为“工业之花”和
“技术发展的火车头”，围绕飞机

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集群。航空专
用设备制造业就是其中一个细分
领域，如机场所使用的除冰车、扫
雪车等为人们熟悉的。目前尚不
清楚ST景谷拟收购的航空专用
设备制造业资产的具体情况，但
航空装备制造业目前为新兴热门
产业。

此前，两家A股上市公司隆
鑫通用、宗申动力均已经涉足航
空产业，隆鑫通用斥资 3亿元收
购了意大利CMD通航发动机公
司约67%的股权，并且成立了珠
海隆华直升机科技有限公司，研
发无人机。

而宗申动力专门成立了全
资子公司—重庆宗申航空发
动机有限公司，现已与多家航
空企业开展或实施了关于航
空发动机维修、销售方面的合
作。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郑森楠

重庆小康控股董事长张兴
海，旗下已经形成“小康系”，
2015 年 A 股首发上市的小康股
份（601127），为汽车工业上市平
台，同年买下的另一家上市公司
ST景谷，为总股本1.29亿股的优
质壳。

ST 景谷 1999 年成立于普洱
市景谷县，全称为云南景谷林业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林业森工
企业。该公司前身为景谷县林业
企业总公司下属的林化厂、林板
厂和木材公司。

ST景谷2000年7月在上交所
上市，是全国第二家上市的林业企
业，也是普洱市唯一的上市公司。
随着林业的不景气，ST景谷2006

年亏损；2013年依靠非经常性损
益盈利去掉*；2014年、2015年又
亏损，成为*ST景谷。

2015 年，重庆小康控股斥资
8.13 亿元，每股 25.37 元，拿下公
开挂牌的 3202.67 万股 ST 景谷，
较基准价 16.65 元溢价 52.37%，
占 总 股 本 24.67% ，入 主 ST 景
谷。另外，一致行动人北京澜峰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649 万
股，占总股本 5%。去年，小康控
股又斥资 6 亿元部分要约收购
ST 景 谷 ，合 计 持 股 比 例 从
29.67%，增加到42%。

华龙证券重庆投资顾问牛阳
认为，2018年ST景谷有望注入优
质资产，以恢复盈利能力。

新闻背景

张兴海2015年斥资8亿元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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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讯 1月12日晚间，长安汽
车（000625）公告，为解决CAPSA日常经
营和支持未来项目投资需要，改善经营状
况，提升营运能力,长安汽车与标致雪铁
龙集团公司共同以现金方式向长安标致
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长安标致雪铁龙
CAPSA）增资36亿元，其中，长安汽车增
资18亿元，增资后持股比例仍为50%。

CAPSA经营范围为标致、雪铁龙及
DS品牌轿车和轻型商用车的设计、制造
及销售。长安汽车表示，DS品牌作为法
国车象征和多位总统座驾，具有深厚的
法国文化和历史基因，具有打造高端品
牌的基础。长安汽车此次增资有利于加
强对中高端品牌的布局，提升长安汽车
品牌溢价能力，助力长安汽车产品向上、
品牌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