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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重庆商报讯 日前，“气垫创造者”
爱茉莉太平洋在北京举办了“气垫之源·
以真为美——气垫博物馆奇妙夜”活
动。爱茉莉太平洋集团首席营销官姜炳
永先生、爱茉莉太平洋中国总裁高祥钦
先生与百余家媒体及业内人士共同探访
气垫之源，了解气垫背后的故事。

自2008年3月全球首款气垫产品
——气垫防晒霜上市以来，爱茉莉太平
洋打造的“气垫王国”已经改变了无数女
性的美妆习惯，定义了专属的美妆文化，
而这也是又一个美丽创新的起点。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爱茉莉太平洋
已针对气垫产品进行了四代突破革新。
第四代“3D海绵”技术与“超微粒分散”技
术进一步对气垫海绵与配方这两项关键
元素实现突破。全新的海绵技术将液体

配方更均匀、稳定地吸附于气垫内，配合细
腻程度提升30%的配方粒子，使妆感更轻
盈、服帖、透亮，使用体验也更为优化。

2015年7月，集团专门设立了气垫
产品的专业研究机构C-Lab（Cush-
ion Laboratory），围绕气垫产品聚集
了专门针对粉底霜、妆前乳、粉饼等各种
产品类型的研究员以及消费者分析和产
品研究等专业人士，致力于集中资源对
气垫产品实现再创新。

展望气垫产品的未来，爱茉莉太平
洋首先对更广泛的消费族群进行了细致
研究。基于气垫产品的核心技术，扩展
产品种类，开创新的美妆方式。目前，已
经衍生出防晒、脸部底妆、彩妆（腮红和
眼线）、身体和男士等各种功能性的气垫
产品。

中国消费者对于气垫产品的持续创
新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发人员对

中国市场的气候差异及由此带来的不同
使用体验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深入了解
消费者对颜色、肤感、妆效和遮瑕等功能
的需求，进一步丰富气垫的产品阵容。
不仅有专门为中国消费者开发的色号
（如改善暗沉的薰衣草色），而且设计出
具有美白、哑光、遮瑕、持妆等不同功效
的单品，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我们在气垫这个市场上幸运地赢
得了先机，”爱茉莉太平洋中国总裁高祥

钦先生表示，“但支持我们走过72年的，
绝不是一两个‘幸运’的产品，而是把握
这种先机的能力和以消费者为重的初
心。坚守这样的初心，我们一定能赢得
消费者的共鸣。”

延续气垫活动的热度，爱茉莉太平
洋中国还将把9月15日定为首个“气垫
日（Cushion Day）”，在线上线下各大
渠道开展丰富的体验活动，让更多消费
者近距离感受“气垫王国”带来的惊喜。

爱茉莉太平洋开启“气垫王国”创新之旅

9月30日，重庆苏宁国庆大促将全
面启幕。日前，苏宁云商重庆地区管理
中心总经理刘其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以今年国庆为起点，重庆苏宁将再度引
入智慧零售模式。国庆期间，重庆苏宁
还将以亿元让利投放重庆市场。

15周年庆打造智慧新零售
苏宁在2002年9月底入驻重庆，15

年间已经发展为拥有近百亿元年销售规
模，超过80家店面并将拓展出15种经
营业态的重庆零售行业翘楚。15年间，
重庆消费者购物体验经历了三个阶段：
实体零售、线上销售以及线上线下结合
的销售模式，其间重庆苏宁也经历了大
店布局、苏宁易购网上商城开业、O2O

转型等不同历史阶段。
刘其志表示，今年国庆，实现O2O

转型的重庆苏宁将重新定义零售：运用
互联网、物联网技术，感知消费习惯，预
测消费趋势，引导生产制造，为消费者提
供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智慧
零售模式涉及到了线上、线下、供应链、
终端、消费者等诸多环节，将线上线下打
通是智慧零售的关键，而从线下实体零
售成长起来的苏宁可以说是具有基因优
势，拥有苏宁生活广场、苏宁云店、苏宁
优趣、苏宁红孩子、苏宁影城、苏宁直营
店、地方特色馆等诸多业态，未来苏宁广
场也将在重庆落户。

积极推进“互联网智慧门店”
随着国庆期间苏宁观音桥生活广场

的全新亮相，苏宁门店已经变身集体验、

服务、购物于一体的互联网智慧零售门
店。线下门店除了引入大数据智能黑科
技外，还进一步升级了用户互动属性，比
如新增设的优趣专区，深度整合的红孩
子母婴，苏宁云店内的厨卫产品销售区
域，摇身一变成为家庭厨房，电视专区化
身新房客厅，空调专区变身安静的咖啡
厅。以观音桥生活广场为开端，苏宁将
把“互联网智慧零售门店”的理念，植入
到所有的商圈大店、乡镇直营店等各种
业态中。

营销创新 国庆亿元让利
本次国庆期间，重庆苏宁将携手

百余厂商，打造年度级优惠盛宴，同时
在活动期间投入超过亿元优惠让利，
以及超过十万件豪华大礼，回馈给消
费者。

商报记者 董锐

重庆商报讯 日前，华为携手中国
电信在北京发布旗下首款全面屏手机麦
芒6，售价2399元。这款产品首次将全
面屏、四镜头、Machine Learning智能
感知学习系统、NFC等旗舰应用汇聚于
一身，旨在为年轻消费者带来市场中全
新的“甜点级别”新机。

据介绍，麦芒6拥有一块FHD+屏
幕，屏占比达到了83%。内置华为自研
的麒麟八核芯片，配合 4GB RAM+
64G ROM组合，多程序同时启动也能
畅行无阻，其3340毫安时电池及智电技
术也很给力。

拍照方面，后置1600万像素主摄

像头，并有 200 万摄像头采集景深信
息辅助成像，带来专业级的虚化效
果。更有一颗影棚级智能柔光灯，据
称，在手持麦芒6自拍时，通过柔光灯
45度角由上往下的照射，可以拍出堪
比专业摄影棚蝴蝶光大片的自拍照。
此外，麦芒 6 还融入了 HDR、超级夜
景、流光快门、慢动作、延时摄影、手势
拍照等功能。

除了首款全面屏麦芒6，本次发布
会华为还推出了通话手环系列新品——
华为手环B3青春版，售价499元。它既
是手环，也是蓝牙耳机，不仅能记录用户
的运动数据，还能在来电时查看来电联
系人，同时取下后还可当做耳机，轻松接
听、拒接电话，一举两得。

麦芒6发布 华为要做手机“甜点”

宜家家居国庆大放价

重庆商报讯 9月23日，宜家重庆2018新财年媒体发
布会暨“全城热演——客厅是我的梦想舞台”颁奖典礼在宜
家家居重庆商场举行。在新财年开端，宜家推出超过700
种新品，涵盖了家居生活的方方面面，触及传统与现代的不
同风格。同时，在国庆期间，还将推出国庆大放价优惠活
动，众多会员特惠产品低至4折起。

重庆商报讯 第九届中国西部动
漫文化节国庆期间将在悦来国际博览
中心举行。本次活动覆盖国博3个展
馆，其中，S1 特展馆的《守望先锋》、
《炉石传说》、《星际争霸》、《风暴英雄》

等游戏一直以来受到众多粉丝欢迎，
华硕电脑作为官方指定游戏装备品
牌，提供了大量ROG玩家国度高端电
竞主机和显示器，同时还提供了顶级
的网络设备RT-AC5300路由器，让玩
家们在现场参与游戏时能够获得更好
的电竞体验。

华硕电脑助力西部动漫节

重庆商报讯 由市经信委和重庆保
税港区联合主办、以“数·智未来”为主题
的2017重庆中·美·欧大数据&智能制
造产业投资合作洽谈会日前在绿地保税
中心召开。

本次洽谈会汇聚 20 多个海外智
能制造领域的顶尖科技企业、知名
行业机构，主要围绕大数据、智能制
造等科技前沿产业，以及智能机器
人研发和应用、汽车无人驾驶技术
等领域，开展研究交流、项目推荐等
活动。

顶尖企业献计重庆“智造”

儿基会携拜博口腔免费检查

重庆商报讯 近日，重庆拜博口腔医院大坪旗舰店盛
大开业。据悉，拜博口腔将与重庆市儿童救助基金会共同
开展“阳光365口腔健康计划”，为重庆市儿童提供免费口
腔检查和特惠诊疗服务。

据悉，开业期间拜博口腔将启动一系列口腔公益活动和
惠民措施。包括与重庆市儿童救助基金会共同开展“阳光365
口腔健康计划”，将为重庆市儿童提供免费口腔检查和特惠诊
疗服务。同时启动“假牙以旧换新项目”、“免费种植活动”和

“预见更美微笑、遇见更美的你”美学修复活动。

重庆贝尔口腔医院隆重开业

重庆商报讯 近日，重庆贝尔口腔医院在江北区大石坝
首创鸿恩商圈隆重开业，同时由重庆贝尔口腔医院主办的“关
爱缺牙老人，关爱儿童成长”大型公益慈善活动也盛大启幕。

在启动仪式上，重庆贝尔口腔医院联合多家种植体厂商
向缺牙市民捐赠100颗进口种植体，同时向我市青少年们捐
赠500万成长公益基金，用于帮助重庆市内患龋齿（虫牙）、
涂氟、窝沟封闭、牙齿畸形的青少年，远离口腔疾病危害。

即日起，凡单颗、多颗牙缺失；全口或半口牙缺失等牙
缺失人群；3~18岁青少年：牙齿不齐、牙列拥挤、地包天、牙
缝过大、虎牙等牙齿畸形人群，都可以报名参与。

机电职院举办科技沙龙

重庆商报讯 近日，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首
届“军民融合科技沙龙——兵器装备制造及工艺专题研讨
会”，来自中国兵工学会、空军工程大学、中国兵器工业第五
九研究所、重庆大学、长安集团等单位的50余位领导和嘉
宾出席了会议。

“鲁班杯”电梯技能赛在渝举行

重庆商报讯 “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近日，
2017年中国技能大赛——“鲁班杯”全国首届电梯安装维
修工职业技能竞赛重庆片区预赛暨重庆市电梯安装修理技
能竞赛在重庆能源职业学院举行。全市38家电梯企业共
计66个参赛组150名参赛队员参加本次竞赛。

全国啦啦操联赛渝北站举行

重庆商报讯 9月23日，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
理中心主办的2017~2018年全国啦啦操联赛（重庆渝北
站）在渝北中学举行，87支代表队的运动健儿们用啦啦操
展示了时尚和青春，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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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苏宁：亿元让利打造智慧零售

苏宁云商重庆地区管理中心总经理刘其志

减资公告： 重庆市开州区龙途市政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320372911H)经股东会
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1200万元减至30万元 ， 根据
《公司法》规定 ，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2017年9月28日

注销公告：经秀山县豪霖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15979926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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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南岸区得来品餐饮店遗失通
用机打卷式发票110张，发票代
码 150001620410， 发 票 号 码
15686190至156863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会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04MA5U8J3F0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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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2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楚和寻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LRFFX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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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遗失重庆盛景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国地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06798013045； 发票领购簿一
本；本公司公章1枚；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 （三联
无金额限制版 ）10份， 发票代码150001120130号
码03303546-03303555，以上证件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一只蜗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 用代码 91500112MA5U8664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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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9.28

遗失声明：本人熊敏，认购恒大中央广场物业，
收据编号为 ：L0009934 （995703元 ）、L0009937
（669608元 ）、L0009938 （231700元 ）、L0009939
（267772元 ）、L0009936 （551268元 ）、L0009932
（151189元 ）。 已丢失，现登报作废 ！

通 告
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员工宾斌

51021519740811****， 王 宇 航 5001051986
0702****连续旷工已超过5天以上 ，根据公司
《员工考勤管理办法 》将解除劳动合同 ，请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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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27日

公 告
巫山县欣和煤业集团有限公司黄矿坪煤矿:

本委受理的沈启国诉你单位工伤保险劳
动争议一案已审终结。 因你单位注册地址无
人办公无法送达 ，根据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办案规则》笫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 》笫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山劳人仲案字 《仲裁裁决书 》﹝2017﹞
100号。 裁决事项如下 ：1、解除沈启国与巫山
县欣和煤业集团有限公司黄矿坪煤矿的劳
动关系 ;2、 巫山县欣和煤业集团有限公司黄
矿 坪 煤 矿 支 付 沈 启 国一 次 性 伤 残 补 助 金
43381.0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7613.75
元 、鉴定费400元、职业病诊断费370元 。 3、沈
启国的其他请求事项不予支持。 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巫山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注销公告：经重庆美芯光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3396023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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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遗失声明
重庆固安特石化工程有限公司遗失中华人民共
和国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印章，印章姓名 ：杜传
辉 ；印 章 编 号 ：渝 208111120220；印 章 专 业 ：机
电；印章日期：2015.02.02，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重庆斌洋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4MA5U4JKK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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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8日

注销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让米线飞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注册号：500225008114854)经公司股东决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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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9月28日

重庆飞戈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北支行开户
许可证 ，核准号 :J6530025536101，账号 ：
543320000812000066247；声明作废

重 庆 沁 园 餐 饮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
915001075567705375）遗失重庆增值税专票
抵扣联 ，发票代码 ：5000164130，发票号码 ：
01876531，价税合计金额 ：1800元，声明作废

公告 :重庆天宝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车辆
渝 BF5118 渝 B92833 渝 BT2619 渝 BF0392
渝 BM1789渝 BF9985渝 BF2619渝 BF8291
渝 BB0651 渝 BF0529 渝 BF2619 渝 BF3189
渝 BF8291渝 BF9985渝 BM1265渝 BP0359
渝 BF2763渝 BT2638渝 BT2652渝 BT2693
渝 BT2602渝 BD1668渝 BT6975渝 BP5980
请以上车辆车主在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
司购买保险并年审车辆若逾期未办理的 ，
公司将根据双方协议约定解除挂靠关系 ，
并向车管所 、运 管所 申 请 将 牌 证 注 销 。
重庆天宝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狮子滩分公司

注销公告： 经重庆鑫悦环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CBBN7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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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邮软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号 500108000106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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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公告：我公司承建的铜梁龙城大世界装修项目现
已结束 ，由于该项目我公司并未实际实施 ，联系
不便。 为了便于收尾清欠工作 ，请与本工程有相
关的业务客户和民工在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与
我公司取得联系 ，结清所有工程项目款项 ，逾期
本公司将不再承担所有经济与法律责任。 该项目
的委托负责人更改为季宁 ，原合同委托人条款失
效。 特此公告！ 联系人:季宁 ，电话13389660066。
西安裕华建设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遗失重庆图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 （编号 5001078030922）、财务专用 章壹
枚 （编号5001078030923）声明作废
遗失2017年6月21日核发的重庆图治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3204452289声明作废

个 体 户 周 春 霞 （ 税 号 5102131982012
6534701）遗失通用机打卷式发票3份 （发
票 代 码 150001620410， 号 码 09969557、
09969666、0996969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顺字旗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MA5U7MRL57）股东
决定 ，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
为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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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28日

公 告
胡重贵 、倪冰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余庭燕 、吴小
利与你们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于2017年7
月18日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
渝仲字第27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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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28日

遗失声明：重庆市渝海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不慎将李文学（身份证号 ：50010119
911017621X） 的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
书遗失，证书号码：0058785，声明作废。

遗失由重庆联星投资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 29
日开具给重庆市广阳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
《同景国际城O组团物管用房精装修工程施工
承包合同 》 履约保证 金收据 一张 ， 编号 ：000
6668，金额：柒仟元整（￥7000.00元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宙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 信用 代码 91500108084696657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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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 7日发重庆鹤轩贸易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作正副本500243000304793、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00243080186633、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080186633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朝沐园林有限公司；注册号 :
5001040004218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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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9月2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力彭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注
册号 500901000416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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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兴宏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1080079755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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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丽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 用代 码 91500000MA5U84Y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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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
注册号为500105000128608的重庆莲花置
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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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莲花置业有限公司2017年9月28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百义升商贸有限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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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百义升商贸有限公司2017年9月2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通圆物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084670764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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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注销公告 ：重庆翰充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
5001040000466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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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28日

公 告
重庆市话剧团拟向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 重庆市话剧团的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本和印章遗失。 特此公告 。

微利通讯大学城中路店遗失中国移动
通讯集团重庆有限公司空白话费发票3
张 ，票 号 版 本 为 150001540018，发 票 号
码1050342、1050343、105034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明久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注
册号500105000143882）股东会研究决定 ，本公
司拟将注销。 根据《公司法》规定 ，请债权债务
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7年9月28日

重庆青年信科技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研究 ，将公司注册资

本由壹仟万元减少至壹拾万元 。 请债权
人自减资公告起45日内 ，持有效证件到
公司办理相关法律手续。2017年9月28日

注销公告 ：重庆承祥跃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
人独资 】 (统一 社会 信用代 码 ：91500106MA
5U4D0B01)经股东决定拟注销 ，请相关单位
和个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来本公
司完善一切事宜。 特此公告 2017年9月28日
注销公告 ：重庆碚缘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9MA5UP37D9W） 经公司股
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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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潼南区同华运输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5U59N52H） 经公司股
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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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减资公告：重庆市陈淳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33MA5UHTU36)经股东会研究
决定注册资金由200万元减至5万元 ，根据 《公司
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17年9月28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长龙驾驶技术培训有限公司
长龙汽车驾驶 俱乐 部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15320312820M）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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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注销公告 : 经重庆市永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 代码 915001065540582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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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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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到我公司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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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囧途旅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108331674077U） 2017年9月28日

重庆众人行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于2017年6月2日遗失
空 白 收 据 2份 （收 据 号 码 ：
7007494和9020462）声明作废。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公告
余知明 （身份证 ：51372119950410****），你因 无
故连续旷工5个工作日 ，严重违反了公司规章制
度，公司决定从2017年05月12日起解除与你签订
的劳动合同， 因我公司通过各种途径均无法与
你取得联系 ，邮寄也无法向你送达 《解除劳动合
同书 》，现特向你公告送达 。 请你在公告一周内
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8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公告
陈卓 （身份证 ：50023019900507****），你 因无 故
连续旷工5个工作日 ， 严重违反了公司规章制
度，公司决定从2017年06月28日起解除与你签订
的劳动合同 ， 因我公司通过各种途径均无法与
你取得联系 ，邮寄也无法向你送达 《解除劳动合
同书》，现特向你公告送达 。 请你在公告一周内
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8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公告
朱先静 （身份证 ：50011219870911****），你因 无
故连续旷工5个工作日 ，严重违反了公司规章制
度，公司决定从2017年07月13日起解除与你签订
的劳动合同， 因我公司通过各种途径均无法与
你取得联系 ，邮寄也无法向你送达 《解除劳动合
同书》，现特向你公告送达 。 请你在公告一周内
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8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公告
石林博 （身份证 ：22018119900529****），你因 无
故连续旷工5个工作日 ，严重违反了公司规章制
度，公司决定从2017年08月17日起解除与你签订
的劳动合同， 因我公司通过各种途径均无法与
你取得联系 ，邮寄也无法向你送达 《解除劳动合
同书 》，现特向你公告送达 。 请你在公告一周内
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8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公告
陈昌明 （身份证 ：50023719981028****），你因 无
故连续旷工5个工作日 ，严重违反了公司规章制
度，公司决定从2017年08月17日起解除与你签订
的劳动合同， 因我公司通过各种途径均无法与
你取得联系 ，邮寄也无法向你送达 《解除劳动合
同书 》，现特向你公告送达 。 请你在公告一周内
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8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公告
周鑫 （身份证 ：50011019910416****），你因无 故
连续旷工5个工作日 ， 严重违反了公司规章制
度，公司决定从2017年08月24日起解除与你签订
的劳动合同， 因我公司通过各种途径均无法与
你取得联系 ，邮寄也无法向你送达 《解除劳动合
同书 》，现特向你公告送达 。 请你在公告一周内
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8日

黄琳淞寻亲公告
黄琳淞 ， 男 ，2012年4月24日19时许在重庆
市九龙坡区华岩村2组垃圾旁 （外国语学校
对面）捡拾，捡拾时约2个月 ，当时是用红色
毛巾包着的，毛巾里留着一张小纸条 ，上面
写着男婴的出生年月为2012年2月1日生。

●重庆力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熊毅二级建
造师注册证,注册证书编号:00431816;声明作废。
●重庆长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廖世平二级建
造师注册证书 ,注册证书编号：0043878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新世纪电气有限公司杨建伟二级建造师水利
水电专业执业印章 ,执业印章号 :渝22712133103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巴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吴凯
军二级建造师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执业印章，
执业印章号：渝213131443142，声明作废。

公告 ：重 庆 市 雄 盛 运 输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渝CB2356渝C66708渝CB2221渝CC1526
渝CB2990渝C68226渝CB2155渝CB2619
以上车辆请于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
交清国家税费 、保险费 、年审手续 、行驶
证、营运证 、登记证书、车辆牌证。 如逾期
未完善，将向车管所申请牌证公告作废 ，
同时 ，以上车辆营运证作废。 特此公告！
重庆市雄盛运输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9月28日

个体户-黄守燕遗失重庆万达广场商业管理
有 限 公 司 的 收 据 ：SG0022884、SG0022885、
SG0022886 以及重庆万达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的收据 ：ZJ0000679合计4张.特此申明作废

●九龙坡区中梁山新中辉木业经营部遗失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支行开户许可
证 ，核准号 J6530065246501，声明作废
●九龙坡区中梁山新中辉木业经营部遗失2017年
2月28日核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5UCHKJ83声明作废

重庆通久实业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6530051364701声明
作废。 2017年9月28日

身份证遗失声明： 本人于2017年9月20日在重庆
市南川区遗失有效期限2005.07.20-2025.07.20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姓名 :沈勇 ，身份证
号码 ：512323197402042612，现声明丢失。 自丢失
当日起 ，一切与该身份证相关的行为和由此造成
的法律责任，本人一概不予负责，特此严正申明 !

重庆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鼎晋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李
维：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重庆万兴电线电
缆厂与你们关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
于2017年6月24日审理终结 。 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 （2016）渝仲字第2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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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26日

重庆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兴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谢南旭与你公
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 已于
2017年1月27日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 （2016）渝仲字第1063号裁决书 。 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 ， 逾期即
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本裁决作出
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仲裁委员会

声明：重庆会计从业资格证遗失 ：徐琴510214197710060421
吴雪晴510202197410124467杜 莎51370119880630004X
万 玲500107198511205329范玲池500108198607195125
曹 红510214197501200029谭 红513521197406260026
丁孝玲510222197302233522苏巧巧500112198808221988

重庆一灵星伟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
识别号91500000MA5U3J765K） 遗失
报税盘 ：编号 662504800881；遗失金
税盘：编号661506942925，声明作废

秦涛遗失重庆融科智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售房
专用收据一张 ：编号00032625金额23981.96元 （契税
17236.71元 、大修基金6569.60元 、按揭印花税15.65
元 、房屋所有权登记费160元 ）项目名称 ：融科 .金湖
湾06-2906房，开具日期2013年10月22日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梧桐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075654674Q） 股东研
究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公司法》规定 ，请
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2017年9月2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熙峻广告有限公司 （彭工商
注册号500243000013380） 股东会研究决定 ，本
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公司法 》规定 ，请债权债
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2017年9月2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瑞辉广告有限公司 （彭工商
注册号500243000013371）股东会研究决定 ，本
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公司法 》规定，请债权债
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2017年9月28日

注销公告： 经武隆县清坪畜禽养殖专业合作
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2578951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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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武隆县启行苕粉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2578951937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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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武隆县兴顺中药材种植专业
合作社 （注册号500232NA000281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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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2009年3月2日发武隆县兴雷竹子
专业合作社 （朱顺勇 ） 营业执照正副本
500232NA000144X、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2010年4月26日发武隆县兴顺中
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朱顺勇 ）营业执照
副本500232NA000281X、公章一枚作废

注销公告：经武隆县兴雷竹子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500232NA00014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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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泽中遗失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巿场有限公司 ， 保证金
收据编号7034727，2a-030金额5400元 ，2014年5月28日开具。
●重庆市圣象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
107000043310）遗失财务章一枚 ，申明作废。
●重庆天鼎建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王强遗失执
业印章一枚 ，编号：渝206060809597，声明作废
●重庆飞戈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华夏银行
江北支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810266247,声明作废
●遗失牟安莉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0219631124504X作废
●遗失重庆视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工商营
业执照正副本500103000062627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8月12日核发的重庆黑蜂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500103003501024作废
●遗失重庆立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界石分公司2016年3
月22日发营业执照副本：91500113305181498N作废
●大足县四姐养鱼基地税务登记证
正本500225584292843遗失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聚珍园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份 ，
发票号码02547944，金额364元，发票代码050001700107作废
●重庆宝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915001070942637400作废
●遗失陈火雄营业执照副本500221600292528作废
●遗失杨杰红营业执照副本92500115MA5UM9WW3F作废
●遗失重庆市璧山县明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彭定友）重庆市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备案登记证璧公备字（2008）117号作废
●遗失2015.7.15核发的个体户黄小桃 （南岸区金叫唤火
锅馆）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8605937828声明作废
●遗失2016.9.29核发的个体户刘灯 （渝中区曾益委托寄
卖行）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60866180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鸭江活性碳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国地税
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50010809241861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小马驹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国地税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08057768539，声明作废
●遗失北部新区雀之林家具经营部营业执
照正副本号码500903600072284， 社会信用
代码识别号511023196505033274声明作废
●遗失2017.3.16核发重庆龙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7HPT4P声明作废
●遗失庞家云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292819710711461401作废
●遗失王正玉、 舒桂英之子王晨旭于2004年1月
17日在重庆嘉陵医院出生医学证明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大渡口区自菊建材租赁站印章刻制证明作废
●遗失重庆宏伟齿轮厂印章刻制证明作废
●重庆雅佳特机械加工厂遗失中国银行重庆渝北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16035802账号114406217207声明作废
●遗失刘章林营业执照注册号500106600272393声明作废
●遗失刘章林营业执照注册号500106600380931声明作废
●遗失个体户夏苹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
税号50022919690410494701，特此声明
●遗失忠县英才文体用品批发部公章
一枚 ，编号5002331004175声明作废
●开县甯氏养殖基地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开县支行敦
好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73001355901声明作废
●融创嘉德客户 ：李睿 ，房号 ：2期别墅15-10：收
据号 ：0026133金额65739.63元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邓寒露出生医学证明N500119424作废
●遗失戴梦轩出生医学证明N500119039作废
●遗失南岸区美谐建材经营部税务
登记证副本500108L51079815作废
●遗失2015.10.15核发重庆神驹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22343778L声明作废
●遗失沙坪坝区雅轩电子商行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南 岸 光 大 出 租 汽 车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渝
B07T30行驶证、营运证（证号 ：500100024467）作废
●遗失重庆之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编号 50011
41027049）、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41027050）声明作废
●何琼税务登记证正本512326720126132遗失

公告： 重庆市女人世界美容美体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洪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
01047562198540）：我局于2017年8月28日受理廖
昌萍的工伤认定申请 ， 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
位送达廖昌萍的 《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 》
（渡人社伤险受字﹝2017﹞430号 ）、《工伤认定限
期 举 证 通 知 书 》 （渡 人 社 伤 险 举 字﹝2017﹞68
号）。 为依法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请你
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重庆市大渡
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领取上述文书 ，逾
期则视为送达 。 你单位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不
按期提供举证材料， 我局将依据申请人提供的
证据或调查核实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
决定，你单位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特此公告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7年9月27日

商务调查

黄金眼★债务
全国债务 成功付费

6896-8396

咨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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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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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厂/库房出租
九龙坡区中梁山华龙大道华
庆路庆铃三号门2000m2，动力
电，可分零 13594050505

搬家服务
●昌宇搬家、搬厂，
全城连锁67702566

●遗失重庆翔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
普通发票5份 （记账联 ）发票代码 ：5000171320 发
票号码 ：00858774-00858778（5份）声明作废
●遗失九龙坡区杨家坪鸿升副食店税务登记证副
本513701198205034719（2011.2.22核发）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渝中区易傲装饰材料经营部法人易本均私章作废
●重庆雪山建筑配套工程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3-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622006052X，声明作废
●牟伦辉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 （T）证 ，编号 ：
渝X042016034751操作证原件一本 ，声明作废。
●南岸区黄先凡口腔诊所遗失卷式发票4张 ， 发票代码15000
1620410发票号码15677253、15677254、15677257、15677258作废
●本人徐侦尤遗失人保财险交强险 ，流
水号50001700147411，申明遗失作废 。
●重庆铠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2008年6月16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渝九注册号500107000004653）声明作废
●遗失人寿财险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5000171320发票号14187293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刘勇爆破员作业证，号5000000117378，特此声明
●遗失吴红保险执业证02005250000080020161102412作废
●遗失抄表员张诚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临时工作证一张，编号2016338，声明作废
●重庆恒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渝AS
8731营运证500402008668遗失作废。
●重庆九堡商贸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
正本 （税号500903596707348）声明作废
●重庆(香港)中原营销策划顾问有限公司遗失团购书4份
（一式三份）201504023（X）-201504026（X）,声明作废
●重庆切特豪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国税手工百元发
票:代码150001520531号码03986976-03987000,声明作废
●开县世通车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给刘小平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 :发票代码150001522060票号00677492遗失作废
●黔江区成禄五金建材销售部遗失2014年2月24日核发的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900601122842，声明作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祥正电子产品经营部遗失普通发票三
份,发票代码:5000171320,号码03746103-03746105,声明作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闪泽电子经营部遗失普通发票
一张，发票代码：5000172320；号码15334973声明作废
●宋跃红海花岛认筹书客户联;收据联遗失:编号3013513作废
●声明:重庆市轩业商贸有限公司遗失机构信
用代码证:代码G10500111013088809作废
●重庆市浩联商贸服务部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设备安装分公司第
八工程项目部项目章一枚，编号:5001001045004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 张强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
（税号 ：51020219690825001X01）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重庆中环服饰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市国家税务局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03745336713)声明作废。
●遗失雷丽税务登记证正本510232750114422作废
●遗失重庆市璧山区正则中学食品流通
许可证副本编号 JY35001200004355作废
●李昌健遗失渝F76D09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 )本作废
●遗失重庆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开具潘
科0023159（壹拾万元整）收据。 声明作废
●遗失沙坪坝区鼎盛音乐工作室纳税人罗俊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编号 :510282198209121631特此声明
●重庆市永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重庆银行天星桥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1278701)声明遗失作废
●重庆霁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2016年5月20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693936724U）声明作废
●重庆市球球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遗失招商银行重庆
南岸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18021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传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商银行
重庆上清寺支行开 户 许 可 证 ， 账 号 ：31000217
02900089909，核准号：J6530063038301，声明作废
●王田芳遗失重庆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毕业证编号1061
11200905003767，工学学位证编号1061142009100169声明作废

厂房租售
巴南区渔洞轻轨站旁，珞
璜单层框架厂房现房火热
招商中，层高12米，跨度18
米 ，10 吨 行 车 ，1200m2 －
28000m2可分零租售。

电 13908389495
话 13908359842

北碚精装跃层出售
盛世家园精装跃层带楼顶
花园急售。 13368332850

公告 : 重庆升鹏运输有限公司车辆渝BB7851渝
BP3111请以上车辆车主在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
司购买保险并年审车辆若逾期未办理的 ，公司将
根据双方协议约定解除挂靠关系 ， 并向车管所 、
运管所申请将牌证注销。 重庆升鹏运输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重庆联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 ：91500107304987676X经股东 会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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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

声 明
本 人 张 国奇 （身 份 证 号 码 ：

421022197910013433）。 从即日起将
不再担任深圳市卓宝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负责人 ，与该公
司再无任何关系 ，特此声明。

声明：重庆市铁链劳务有限公司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 税号 50011806
054769X；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 ：代码号06054769-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钜云机电有限公司 （注册
号 5001070000579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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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荣昌区盛茂物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060537053N）
股东会研究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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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2017年9月28日

声明： 遗失牛跃进开给中铁二十三局
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
票 ： 发 票 代 码 5000171350, 发 票 号
00682030，金额39312.87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宇菓安防设备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 信用代 码 :91500101MA5U56XJ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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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宇菓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文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 ：2015
年1月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
号500103000172414）、 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 (税号 500103054299108)、组织机 构代
码证正副本(代码05429910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格鲁特科技有限公司 （注
册号 5009050079153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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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遗失2015年1月9日核发的重庆美蒂
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50010700000654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美蒂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证正本 ，税号50010766641513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盛大智远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注册号 ：500103000002405）股东会决
议决定解散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
债权人在2017年9月28日起45日之内 ，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 2017年9月28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点点汇科技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3MA5U7F0F5Y）股
东会决议决定解散本公司，根据 《公司法 》规
定 ， 请债权人在2017年9月28日起45日之内 ，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2017年9月28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铂恒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号 ：5001080078449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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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2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道胜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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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道胜汽车租赁有限公司2017年9月2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艾润言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318Y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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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9月28日

●遗失2001.11.12成立的人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酉阳销售
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422100044声明作废
●遗失罗予远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
编号：J500257049声明遗失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