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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注销公告 ：经重庆雁荡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17072337673X）股东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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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4月22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自家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33157843X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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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家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2日

声明：我重庆鱼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重
庆润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铺L5-16鱼旨寿
司履约保证金收据壹张，收据编号0010403，记载
金额11948.8，特此声明作废。 由此产生的经济纠
纷及其法律后果由我司承担，与贵司无关。 特此
声明！ 声明人 ：重庆鱼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声明：我重庆鱼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华
润置地 （重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万象城5层L573
商铺鱼旨寿司收据壹张 ， 收据编号 00100293，记
载金额￥6210，特此声明作废。 由此产生的经济纠
纷及其法律后果由我司承担 ，与贵司无关 。 特此
声明！ 声明人：重庆鱼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声明： 我重庆鱼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重庆力帆红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商铺
L5-16鱼旨寿司质量保证金收据壹张 ，编号
HXSY-2015-0023466，金额￥10000，遗失物
业保 证 金 收 据 壹 张 ， 编 号HXSY-2015-
0022556,金额￥4107.4，遗失POS机押金收据
壹 张 ， 编 号HXSY-2015-0022966, 金 额
￥5000， 遗失装修保证 金收据壹张 ， 编号
HXSY-2015-0040057,金 额 ￥5000，特 此 声
明作废。 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其法律后
果由我司承担，与贵司无关。 特此声明！
声明人：重庆鱼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重庆市黔江区爵尚家具有
限公司重庆黔江银座村镇银行营业部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870000561602账
号601154329000015，声明作废

●重庆春黎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2014年9月
18日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500901004981036）、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
号500903305197406）、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30519740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春黎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
（编号 5001078026296）、 财务专用 章壹 枚
（编号5001078026297）声明作废

●重庆梁泉科技有限公司公章编码 ：5001141022083，财
务章编码 ：5001141022084，印章回执遗失，现声明作废 。
●遗失重庆梁泉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巴南
大江支行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
J6530028657202，（账号108815225229），声明作废。

●遗失2011年6月24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陈志宇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茂业矿山设备经营部 ）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901600144743声明作废
●遗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茂业矿山设备经营部税
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3303231981051109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由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渝中区税
务 局 代 开 27）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50010310DK
00368） 华桃 （纳税人识别号50022819950818
1858） 于2019年4月15日开给重庆中原地产代
理 有 限 公 司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5001143556
29975Q）的重庆增 值税普通 发票 （第 二 、三 、
四 、五联 ）遗失 ，发票代码 050001900105，发票
号码00082805，价税合计20600元 ，声明作废

公 告
上海英特福斯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重庆分

公司于2013年租用重庆市通信管理局渝州路
188号办公用房 ， 缴纳租房履约保证金3.5万
元 。 租房合同到期后，你公司一直未到我局办
理保证金退还手续。 请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
30天内，至我局办理保证金退还手续 。

重庆市通信管理局
2019年4月22日

重庆市万州区青芯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公告
重庆市万州区青芯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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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芯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申报债权并提供相应
证明材料。
重庆市万州区青芯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重庆市万州区青芯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注销公告： 经重庆鑫祺皓互联网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YXWK28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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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4月22日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 ，重庆始祖鸟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322433191J）,拟将
注册资本由壹仟万元整减少为壹佰万元整 。 请债权债务
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 。 特此公告 。
重庆始祖鸟生态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04月19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议，拟将注销重庆
别 风 科技 有限 公 司 （注 册 号 ：915001055
73418316W） 请债权债务人与45日内到我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别风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04月19日
遗失富力城书香里5-604业主宋亚龙装
修押金收据 ，编号0059498，声明作废
遗失富力城书香里4-2401业主骆凌嶒装
修押金收据 ，编号0056031，声明作废

●遗失2018年4月3日核发的重庆雄略文化艺
术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3MA5YU2B14G声明作废
●重庆雄略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工行
七 星 岗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账 号 310002160
9200127944，核准号J65300814003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引悦建材有限公司 （税号9150010
4352797869N）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扣
联和发票联 ）3份 （发票代码5000182130，号
码00952918、00952919、00952920）特此声明。

声 明
原我司员工肖虹于2019年4月12日已办理完离职
手续，其后期行为概与本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重庆市润鑫酒业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高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6T4K4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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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2日

遗失重庆市渝北区房友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开具给重庆尤文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收据
1份编号 :2949167，金额 10000元 ，大写壹万
圆整 ，已盖公司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2016年4月19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杨勇 （渝北区斯运
建材经营部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12607578837声明作废
●遗失渝北区斯运建材经营部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 （税号510224197207157771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莱雅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YRD0D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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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岁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YRD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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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2日

李金宝遗失重庆两江 新区新亚航
实 业有限公 司开 具的 收 据 一 张 ，
P1026-00012226，房号 :11-6-5，金
额210000元 （定金），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辉夏汽车经纪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27760829B） 股东
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300万元减少到
48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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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汇鑫云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604Y774G）股
东会决议 ，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50000万元
减少到200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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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归胜农业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605QQG2G）股
东决定 ，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9391.3149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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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2日

重庆金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嘉发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票据2份 ， 收据票
号0019216，装修保证金 :金额6000元 ；收据票
号0019217，出渣保证金 :2521.8元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万州区祖利赢商贸有限
公 司 （注册号 ：500101008167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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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市万州区祖利赢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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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医院转让 ，13983107013面谈

重庆普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市规划局九
龙坡区分局发给重庆悦康凯德制药有限公司的 《建
筑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意见函 》（渝规九龙坡方案函
【2015】0052号 ）于2015年7月20日颁发 ；遗失 《建筑
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500107201600027号G栋
厂房、H栋厂房 ）于2016年3月29日颁发，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 经重庆巨久汽车配件销售有限公
司 （注册号5009010001198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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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长康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66642581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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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犇鑫石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MA5UA1TU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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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2日

公告作废
根据 《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开展营

运柴油车（第二批 ）退出工作的通知 》（渝道运发
〔2019〕51号 ）文件要求 ，下列道路运输证因遗失
未能按期交回 ，因此公告作废 ，各货运经营者不
得持被注销的道路运输证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重庆两江新区交通运输管理中心
2019年4月19日

道路运输
证号

渝BF6863
渝BM7311
渝A6S618

500402007220
500402005091
500402007047

渝A53113
渝BQ9820
渝BN1736

500402009139
500402012162
500402008588

货运车辆
车牌号

道路运输
证号

货运车辆
车牌号

公 告
重庆市天鸿物流集团丰茂汽车经纪有限

公司以下车辆 （车牌号 ）共计10辆 ，严重违反
了车辆管理规定和与公司签订合同之规定 ，
不按时参加车辆年审 、保险 、技术等级鉴定和
二级维护 ， 特登报与实际经营车主解除挂靠
合同关系 ；从公告之日起 ，涉及以下10辆车的
一切风险 、法律 、民事责任均由实际经营车主
全部承担 ， 与重庆市天鸿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无关。 且以下车辆的车牌 、行驶证 、营运证声
明作废。 在车管所和运管处注销相关证照。
渝F07777、渝F17189、渝F16821、渝F17723、
渝F17386、渝F17895、渝F17280、渝F17185、
渝AP1107、渝F11218 特此公告
重庆市天鸿物流集团丰茂汽车经纪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9日

重庆触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罗雪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证
书 编 号 ：01032785和 执 业 印 章 ，
编号 ：281141548231，声明作废

声明 ：（原名 ： 重庆摩趣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原
法人 ：谢夕臣 ）法定代表人印章 、银行印鉴卡 ，
原公章 （编号5001038028946）原财务专用章 （编
号5001038028946）作废 ,不再使用 。 于2019年 4
月19日启用新的公章 （编号5001038100617）财
务专用章（编号5001038100618）、法定代表人印
章、银行印鉴卡 （现名 ：重庆鑫路安科技有限公
司，现法人 ：沈运彪），特此公告。

公告 ： 重庆市天鸿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车辆
（车牌号）共计43辆，严重违反了车辆管理规定和
与公司签订合同之规定 ， 不按时参加车辆年审 、
保险 、技术等级鉴定和二级维护 ，特登报与实际
经营车主解除挂靠合同关系 ； 从公告之日起 ，涉
及以下43辆车的一切风险 、法律 、民事责任均由
实际经营车主全部承担 ，与重庆市天鸿物流集团
有限公司无关。 且以下车辆的车牌、行驶证 、营运
证声明作废 。 在车管所和运管处注销相关证照 。
渝AF3253、渝F06175、渝F05978、渝F11989、渝F02667、
渝F05037、渝F03718、渝F03016、渝F06630、渝AS0521、
渝F05386、渝F91176、渝F06203、渝F06926、渝F02789、
渝F05382、渝F02693、渝F05037、渝F05729、渝F06238、
渝F05562、渝F02728、渝FZ0615、渝FZ0553、渝F07563、
渝F06030、渝F08236、渝F05989、渝F05819、渝AR0938、
渝F91195、渝F11305、渝F06153、渝F03337、渝F06199、
渝F11608、渝F05656、渝F06127、渝F05758、渝F11586、
渝F03927、渝F05988、渝F03538 特此公告
重庆市天鸿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9日

清算公告
中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所承建的重

庆恒大 麓山湖项目 I64地块强夯 工程于
2017年10月10日竣工，重庆恒大山水城四
期2#市政道路高回填强夯工程于2017年
11月10日竣工 ， 重庆恒大新城项目地基
处理设计及施工工 程于 2018年 8月 27日
竣工 ，现我公司成立项目清算组 ，负责处
理这 三个工程 项 目 债 权 债 务 等 后 续 事
宜 ， 请与本项目有业务关联的所有人或
机构见报之日起45天内持相关合同及证
件向清算组申报，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联系电话：13870938976（高先生）
13767031633（王先生）
0791-83960757

中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2日

通 知
张元平：身份证号码：510222196702065818

你于 2019年 03月 29日 至 今 未 到 岗 上
班，且未办理任何相关手续，我司已于2019
年4月4日书面通知你 ,但你至今仍未回 。 现
登报通知你 ，经公司研究决定 ，将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 第三十九条第
二款之规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限在本通
知签收之日起三日内 （节假日顺延 ），到我
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重庆月石劳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中国 石 油 天 然 气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西 南 油 气 田
分公司重庆气矿铜锣峡储气库先导试验工程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第 二 次 公示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
田分公司重庆气矿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承担铜锣峡储气库先导试验工
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 （征求意见稿 ）已编制完成 ，根据 《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相关信息已在网站http:
//xnyqt.cnpc.com.cn/xnyqt/sylmhbxxgs/201904/
f25e8a84893d49c8ac81ccd4d23157da.shtml?tdsou
rcetag=s_pcqq_aiomsg上发布 ，如需要了解该项
目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询 。 建设单位 ：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
司重庆气矿， 联系人 ： 喻工 ，Email：872677024
@qq.com，电话 ：13668424099。 环评单位 ：重庆
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甘工 ，
Email：1005361922@qq.com，电话：023-6266833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重庆气矿

2019.4.16

重庆健茂电子有限公司健邦重庆厂房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受重庆健茂电子有限公司委托 ， 重庆市久

久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承担了健邦重庆厂房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现该项目环评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 《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 该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
下 ：1.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
众 意 见 表 下 载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rYDozmWTcoFMiC1aVL8ZJA。 2.公众还可通
过电话 、 电子邮箱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
位索取纸质报告书。建设单位 ：重庆健茂电子有
限公司， 王老师 ，20016295@qq.com，182904283
66。环评单位 ：重庆市久久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
司 ，夏工 ，271342723@qq.com，18983263610。 3.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 可能受到项目影响的所
有公众 ， 及对项目建设或环评结论有意见和建
议的公众 。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可通
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并按要求填写后发
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 ， 或电话
实名反馈相关意见 。 5.公众提出意见的公示起
止时间 ：2019年4月15日至2019年4月26日。

重庆瑞森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农用塑料薄膜
回收加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拟建项目位于重庆市綦江区古南街道金
福二路6号， 重庆市旺利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厂区内， 项目利用农用塑料薄膜进行造粒 ，年
生产规模为5500t/a。 目前环评编制工作已基
本完成 ，现向项目所在地公众 、法人和其他组
织及关心该项目的所有社会人等公开征求意
见。 报告书及意见表下载网址：http://www.eia
bbs.net/forum.php。 纸质报告请至重庆市旺利
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查询。 2019年4月19~28日
期间 ，您可以通过电话或邮箱方式反馈 ，详细
请联系余先生13883577353，614570840@qq.com。

公 告
向明娅：我局于2018年4月8日出具《工伤认定
补正材料通知书》（江人社伤险认补字〔2019〕
第810号 ），要求你向我局提供关于你交通事
故责任划分的相关材料 、上班路线图及居住
证明 、医院入院记录资料等 。 如对此通知不
服，可在60日内向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或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在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 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

重庆市江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4月22日

公 告
重庆震大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我委于2019年2月2日出具《初次鉴定结论
书 》（江北劳初鉴字 [2019]82号 ），确认被鉴定
人魏碧全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 ：伤残玖级 ，
无生活自理障碍。 如对此结论不服 ，可在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重庆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申请再次鉴定 。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 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

重庆市江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9年4月22日

公 告
重庆爱特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

黄小波于2019年 3月25日申报的工伤认
定 ，称其于2018年8月13日受你单位总经理安
排到渝北区同茂大桥桥头材料堆放点清点钢
材数量时 ，被材料砸伤右环指 。 现需要你单位
于15日内举证其受伤是否属于因工受伤的证
明材料。 你单位如不按时提供证据 ，本机关将
依据申请人提供的相关资料作出认定结论 。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

重庆市江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4月22日

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小微企业工业集中区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及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等相关规定 ，现
将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小微企业工业集中区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予以第二次公示 。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电子文
档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重庆市大
足区龙水镇小微企业工业集中区规划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下载链接http://www.
dazu.gov.cn/lszf/publicity/tzgg/218206）。 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大足区龙水镇人民政府。

（二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重庆市大足区
龙水镇小微企业工业集中区规划环境影响范围
内的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等 。请环境影响范
围外的的公民 、 法人和其他组织等提出宝贵意
见和建议 ，我们也将认真参考。

（三 ） 公众意见表 ：（网络下载链接http://
www.dazu.gov.cn/lszf/infopublicity/publicInforma
tion/details?departmentId =138&id =0&subjectcate鄄
goryid =851&ispreview =true&token =lCkqXU25k
U6N412Zfaw6A）

（四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
以通过信函、 传真 、 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等方
式 ， 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
我单位 ， 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和建议。 联系人：周工 电话 ：023-43641100；邮
箱 ：248648140@qq.com

（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年4月
19日~2019年5月3日 。

减资公告：经迷彩梦拓展训练（重庆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35MA60AG6631）
股东会决定 ，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
减少到10万元 。 根据 《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司办理债权债务
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9年4月22日
注销公告：重庆女口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AGE43B），经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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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2019年4月22日

重庆敏瑞玩具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500103666
441945J）遗失广东可儿玩具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
号91440605764908457D) 开具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
票 （发票联 、抵扣联 ），发票代码4400183130发票号码
21822988价税合计64945.2元 ，特此声明

采购公告
重庆两江公 交拟面向 社会公开

询价采购网络设备一批 ，接受电话报
名截止时间 ：2019年4月26日16：00。
联系人：江老师 ，联系电话：6788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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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来我公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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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隆萃鑫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3054284635W）2019年4月20日

减资公告：重庆牧桓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03759293099W）， 经股 东 决
定 ，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510万元减少为100
万元 。 根据 《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
45日内 ， 请债权人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 2019年4月22日
减资公告 ：重庆新聚声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7398369653）， 经股
东决定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1010万元减少为
362万元 。 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请债权人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9年4月22日

●百胜餐饮 (武汉 )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万达集团开具
的履约保证金收据号 :SG0009249，金额 :1000.00，声明作废
●百胜餐饮(武汉)有限公司遗失万达集团开具的履约
保证金收据号:SG0006260，金额1000.00元，声明作废

重庆道奇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税号 91500105671
0389668)遗失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江北区税务局
代开给重庆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 （抵扣联 、 发票联 ）1份 （发票代码500018
3160，号码00022802，价税合计42000元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 经重庆奇策旅游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55M39B）股东
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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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2日

●杨本华不慎遗失重庆市残疾人联合会核
发的残疾证，证件号：033593声明作废 。
●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重庆分公司增值税车险发票 ，
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发票号码27872419声明作废。
●重庆两江新区康庄美地第二小学校遗失
公章一枚，编码:5001141029648，声明作废。
●沙坪坝区永意建材经营部遗失2017年3月3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UCUUJ77作废
●罗飞遗失重庆师范学院新闻学专业专科
毕业证，证号500104001319410，声明作废。
●杨艮燕遗失永川区妇幼保健院曹泽心的医学
出生证明，出生证编号O5002020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冯氏投资置业有
限公司印章刻制 、查询 、缴销证明 ，编
号 ：50010720140620027，声明作废 。
●渝中区胡姐餐饮店遗失2017年11月09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500103MA5YN2AE6L，声明作废
●江北区罗娟娟食品经营部遗失2017.5.17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5MA5UL2F17C作废
●江北区长秦食品经营部遗失2017.5.17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5MA5UL2F257作废
●重庆德澳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道
路运输证(车牌号：渝D8L859)声明作废。
●纳税人余加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 ，
税号44050519751023101302，声明作废
●重庆英诺装饰设计咨询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
南坪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736710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云智投资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112320461762）声明作废
●遗失个体工商户廖强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
渝税字51021419651027261X，声明作废
●重庆天怡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9日遗
失收据一份（编号：1040051）在此声明该收据作费。
●覃欣然南方翻译学院学生证 ,学号1607140106,遗失作废

●遗失渝北区欣发建材经营部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1022419731105166X01）声明作废
●九龙坡区谢家湾鼎融餐饮店遗失通用机打卷式发票15张 ，
发票代码050001700107，票号68009378-68009392声明作废 。
●个体户秦 叙华 ， 统一 社会 信用 代码92500106MA5YRFD
16Q，2018年2月2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两江新区夏小倩餐馆税务登记证副
本 ，税号51222719780204252302，声明作废
●遗失大渡口区百味醉江湖餐厅印
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
●重庆三步走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招商银行较场口支行开户
许可证账号123908123410801核准号J653006571680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武隆区工商局于2012年05月08日核发的
武隆县桂权面馆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32600127950作废
●天津善义善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遗失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 ,证号 （CNG500245-
03043）以及附属电子标签 ，声明作废
●李帅遗失重庆市保险中介从业人员执业证书 ，执
业证编号：02000150000080020181117251，声明作废
●遗失王一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20162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红旗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91500109756243547B)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 、三联 ，发票
代码5000183130号码05878697金额11814元 ，特此声明
●遗失个体工商户何平2009年6月4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 ，注册号500234600146023；税务登记证
正本，渝税字500234198812082443号 ，声明作废
●遗失2016.9.18核发的个体户杨瑶 （渝中区韩汇怡美美容咨
询服务部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3608566396声明作废
●开县陈大姐副食店遗失2015年12月16日核准工商营
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500234606872464，声明作废
●遗失杨彪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32600046607作废
●陆沁雪遗失重庆市万州区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
具的装修保证金收据号 :0000307，金额 :5000.00元 ，声明作废
●南岸区格瑞德商贸行遗失2015年09月02日核发营业
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50010860618183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渝中区黎文广告字牌制作部开户许可证 ，核
准号：J6530009369402,帐号：346100100100009250.作废。

债权转让公告
范兴华 、沈兰 ：范兴华于2016年2月17日在哈尔
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万州支行办理了一
笔个人白领e贷贷款，个人白领e贷贷款借款合
同号 为 （重庆万州 支 ）行 2016年 （个 借 ）字 第
0031号。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于
2018年9月19日将该笔债权（含从权利 ）一并转
让给洋浦华仪商贸有限公司 。 该转让行为自
本公告之日起对该笔债权的债务人和担保人
产生效力，请借款人(含担保人 ）自转让行为生
效后向新债权人履行债务 。 特此公告。
转让方：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受让方：洋浦华仪商贸有限公司
公告日期：2019年04月15日

债权转让公告
刘方琼、陈勇 ：刘方琼于2014年4月15日在哈尔滨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开县支行办理了一笔个
人经营贷款 ，个人经营性贷款借款合同号为 （重
庆分 ）行2014年 （开县个经贷 ）字第0003号 ，由刘
方琼 ，陈勇提供房产抵押担保 ，同时由陈勇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行于2018年9月19日将该笔债权 （含从权
利）一并转让给洋浦华仪商贸有限公司。 该转让
行为自本公告之日起对该笔债权的债务人和担
保人产生效力，请借款人(含担保人 ）自转让行为
生效后向新债权人履行债务。 特此公告。
转让方：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受让方：洋浦华仪商贸有限公司
公告日期：2019年04月1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景天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注
册号 ：50010321127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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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金投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注
册号：50010321124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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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2日

注销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
注册号为500105007423526的重庆拓地建
材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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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拓地建材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2日

今遗失重庆游宜惠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公 章 一 枚 （统一社 会 代 码 ：
91500103MA5U8A4N8R) 公 章 编
号：5001038052542特此声明作废！

近年来，瑜伽这项运动越来越受到市民喜
爱，与此同时，相关从业人员和创业者人数也
在不断增多，市场上大多数人对健身瑜伽的概
念、培训、考证规范并不了解。基于此，19日
上午，2019年重庆市第一期健身瑜伽教练员
暨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在重庆市瑜伽协会
培训基地举行。届时，通过培训考试合格的学
员将获得受国家认可、政府平台支持的资质证
书，同时具备执教资格。

开班现场记者看到，28岁的胡功顺是这
次55名学员中的唯一男性，他称，自己在健身
房练了两年瑜伽，教练觉得他底子和悟性不
错，就推荐他进一步深造，同时考取相关证书，

“以后也想从事瑜伽教练工作，至于能不能创

业开馆，以后再看。”记者了解到，本次来培训
班的很多都是瑜伽教练，他们中大多数都有开
瑜伽馆的打算。

重庆市瑜伽协会副会长龙泽金透露，目前
重庆的瑜伽馆大概有1000多家，相关从业人
员 2000-3000人，“两年前，这个数字可能只
有一半。”他说，由此可以看到这两年瑜伽行业
的发展速度。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瑜伽市场规模已
达到 253.6 亿元，同比增长 45.20%。预计到
2020 年，中国瑜伽市场规模将增至 467.6 亿
元。调查显示，女性是当前中国瑜伽行业主要
服务的对象，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占比高达
94.9%；从年龄层面来看，中国瑜伽用户相对
集中在 23-40 岁区间的青年人群，占比为
69.4%，近七成。

瑜伽 市场规模将超400亿 我市从业者逾两千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谈书

目前，中国户外游市场正处于由快速增长
期进入稳定增长期阶段，同时，随着移动互联
网的深入发展，户外游新的玩法不断涌现。消
费者也越玩越专业，极地、火山探险等走入大
众视野。数据显示，在户外旅游产品价格上，
国内游的人均旅游产品消费在5000元/人左
右，出境游人均旅游产品消费在 10000-
20000 元/人。与普通的观光旅游产品相比，
户外游产品价格整体略高。

徒步、骑行等主题最热门

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压力下，越来越多的
人想逃离城市的钢筋水泥，享受返朴归真的生
活状态，户外游的兴起正好迎合了人们的现实
需求。

途牛旅游网近一年户外游大数据显示，徒
步、骑行、潜水、摄影、登山、滑雪、体育赛事、
自然探索、人文探秘、越野自驾等户外游主题
跻身热门榜单。其中，5公里左右的徒步、骑
行等轻户外运动因参与门槛低尤其受到欢
迎。与此同时，随着消费者户外意识和专业度
的提高以及更多年轻客群的加入，滑雪、滑翔
伞、冲浪、无人区探险等具有一定或较强专业
性的运动也快速融入户外游中，户外游越玩越
专业成为趋势。

户外旅游人均最低5000元

从年龄来看，26-35 岁为户外游主要客
群，占到户外游总人次的36%；36-45岁客群
紧随其后，占31%。上海、北京、南京、广州、
深圳、杭州、天津、成都、武汉、重庆等城市消费
者户外游热情较高。

在户外旅游产品价格上，国内游的人均旅
游产品消费在5000元/人左右，出境游人均旅
游产品消费在10000-20000元/人。与普通的
观光旅游产品相比，户外游产品价格整体略高。

目的地热度西部居首

大数据显示，青海、甘肃、宁夏、四川、云
南、新疆、西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出游
热度位列户外游国内目的地前十名。这些目
的地更多集中在西部地区，平原、山地、森林、
沙漠、雪山、湖泊等多彩的地形地貌构成了独
特而别具魅力的奇观美景，常年吸引户外游爱
好者前往。

就具体目的地的出游情况看，1-2月为北
方雪季，黑龙江、吉林等东北地区滑雪类户外游
广受欢迎；4至6月，随着气候转暖户外旅游需
求递增，四川、云南、新疆、西藏等地进入户外游
高峰期，赏花、徒步等主题人气攀升；7-8月的
夏季，西北迎来旅游旺季，青海、甘肃、宁夏等地
户外游产品热销。以青海为例，青海湖骑行、茶
卡盐湖摄影、祁连山草原徒步、门源花海漫步、
金沙湾沙漠滑沙等均为热门户外出游主题。

极地、火山探险等受热捧

出境户外游更注重探索体验，引导游客由
传统出游方式向探索式深度游转变。与此同
时，户外深度游的特点使得人们对旅游品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质量的行程设计、专业的
向导和教练以及服务团队等成为出境户外游
客人重点关注的内容。

从出境户外游消费情况来看，日本、德国、
瑞士、俄罗斯、尼泊尔、阿根廷、智利、美国、加
拿大、新西兰等目的地较为热门，包含火山探
险、极地探险、冰川徒步、海钓、飞行、跳伞等在
内的产品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宠爱。

在具体线路选择上，不少户外游爱好者选
择“尼泊尔布恩山徒步机票+当地7晚8日半自
由游”等徒步线路，以及“诺唯真之勇号中东非7
国26日”、“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秘鲁-智利
24日游”等连线游线路出游。与此同时，“飞跃
南极阳光之旅+海洋诺娃号+智利15日游”、“夸
克邮轮南极风情之旅+世界探索号+南极半岛
16日游”等极地户外游也获得了较多关注。

“五一”假期越来越近了，为期四天的小长
假怎么玩？4月 20日，记者从美心红酒小镇

“世界地球日”公益活动现场获悉，该景区内的
鹦鹉园、户外自助烧烤基地、古玩街等项目将
于“五一节”正式对外开放，为广大市民添新耍
事。

世界地球日（Earth Day）即每年的 4月
22日，是一个专为世界环境保护而设立的节
日。今年4月22日是第50个世界地球日，确
定主题为“珍爱美丽地球，守护自然资源”。

4月20日，美心红酒小镇“珍爱地球呵护
家园”活动举行。“我们一直坚持‘绿色环保’发
展理念，除了景区打造顺应地势、最大程度保
护自然资源外，在管理方面，景区也推出了商
户门前‘三包’原则，并定期对商户进行环保经
营培训，目前，景区还设置了垃圾分类处置示
范点，将垃圾分为废纸、过期药品、金属类、茶
叶渣、果皮菜类、烟头等八类进行处理。”美心
红酒小镇相关负责人表示，绿色环保经营也带
动了该景区发展，目前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近
万人次。

据悉，随着景区建设的日臻完善，美心红酒
小镇“五一节”也将添新耍事。包括鹦鹉园、户
外自助烧烤基地、古玩街等将正式对外开放。

其中，鹦鹉园项目占地400多平方米，内

有三十多种、一千多只鸟类。
户外自助烧烤基地占地 3000 平方米左

右，可同时接待五百人进行烧烤。游客可现场
购买食材、租赁烧烤器具，也可自带前往。

此外，红酒小镇的古玩街也将在“五一节”
对外开放，并同期举办2019年涪陵区首届古
玩艺术品床交会暨集市交流会。

“目前我们已经有彩色S型体验路、极速
风车、激流勇进、空中索道等近40个游乐项目
正式对外开放。”红酒小镇上述负责人介绍，随
着景区建设推进，后期还有项目陆续开放，例
如游客可以在“六一节”期间体验冰雪世界，同
时，景区2万平米的水上乐园也将在六月份开
放。

重庆商报讯 4 月 21日上午 8：30，2019
派森百·三峡橘乡田园马拉松在重庆忠县三峡
橘乡田园综合体闻香起跑。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0名跑步爱好者，以奔跑的姿态共同感受
了三峡橘乡的魅力，领略了田园综合体“一镇
三廊四区”的绝美田园风光。

记者获悉，这些报名参赛的跑友还能免费

畅游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世界八大奇异建
筑之一石宝寨，与洛阳香山“白园”齐名的白公
祠等长江三峡著名景点。

田园马的成功举办不仅带动了全民健身，
也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知名度提升。忠县
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发展赛事经济与宣传忠
县文化旅游形成互动，成功带动了县域旅游、
餐饮、酒店、民宿等服务行业的消费增长，将文
化、体育、旅游产业进一步深度融合。

马拉松 忠县“田园马”带动全民健身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谈书

休闲游 想户外自助烧烤“五一”去红酒小镇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美心红酒小镇

探险走入大众视野 人均消费上万元

户外游
游客在巫山当阳大峡谷徒步旅行 记者 邹飞 摄（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