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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万色城的上市梦破了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万色城最初于2009年

成立于青岛，主要从事电商业务，创始人为朱海
滨，后将所有业务从青岛搬至杭州。2014年，
其主要营运实体杭州万色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在杭州注册成立，至今万色城已经发展成为
S2B2C社交电商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显示，
截止到2018年 11月 26日，万色城共进行4轮
融资，总融资额约4716万美元。

一位曾参与到万色城销售的电商人士透
露，万色城发展早期主要依靠微信等社交网络
来推广和销售其产品。万色城建立了“客户-
实习店主-网商”的层级式管理模式。每一个
在万色商城APP下单的人都是客户，一次性批
量购买超过1万元则可以成为实习店主。只有
每6个月购买合计达到3万元，或者持续批量购
买超过1万元的实习店主才可以继续维持实习
店主身份。而实习店主通过支付一笔一次性的
创业费，就可以成为网商。网商可以得到万色
城平台提供的营销培训服务、仓储及物流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等。

在万色城的招股书显示，目前万色城拥有
20000 个正式网商和 15000 个潜在实习店主。
不同的层级也意味着不同的佣金提取比例。实
习店主购买万色城自有品牌产品可以获得采购
金额40%的电子返利优惠券，网商购买万色城
自有品牌产品可以获得采购金额45%-50%的
电子返利优惠券，优惠券可于未来购买时使
用。截至2018年上半年，万色城网店实现收入
2.13亿元，占总收入2.76亿元的77.17%。

对于此次万色城 IPO失败，记者昨日致电
万色城相关负责人，但电话无人接听。

万色城

S2B2C社交电商万
色城2018年12月10日
向港交所递交的招股书
已满 6 个月，目前已失
效，这表明万色城首次
赴港上市失败。同为杭
州滨江区发展起来的社
交电商云集现已上市。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
发展，近年来快速发展
的社交电商发展迅速，
处于“冰火两重天”，一
方面社交电商拼多多、
云集、蘑菇街等头部社
交电商平台纷纷成功上
市，好衣库、贝店、闲来
优品、爱库存、鲸灵等诸
多社交电商也获得不菲
融资；另一方面云集微
店、达人店、花生日记先
后被爆出收到监管部门
罚单，更有云集品因网
络传销被警方端掉。被
称为电商新蓝海的社交
电商缘何造成如此大的
差异发展？

近似传销模式引争议
黄伟进一步表示，相较于万色城，早

先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云集，因2017年被
处罚，已经整改了直接收取平台服务费
的模式，采用了现阶段的“礼包销售制”，
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收取入门费的风险。
同时云集商品销售的占比也高于万色
城，从模式的可持续性上来看，云集是优
于万色城的，这从二者的会员数量增长
速度上也可以反应出来，整个2018年万
色城的新注册网商数量仅增长 124名，
增速远远低于云集。

方超强认为，从万色城的业务模式
来看，需要大额购货和一笔不菲的创业
费才能获得优惠购物的资格，这种模式
非常近似于“拉人头”的传销模式。

对此，网经社法律权益部分析师姚
建芳认为，传销的构成三大要素为拉人
头+入门费+团队计酬。2016年 3月 23
日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新型传销活动
风险预警提示》中明确：根据禁止传销的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管传销组织如何
变换手法伪装自己，只要同时具备以下
三点就可以断定涉嫌传销：一是交纳或
变相交纳入门费，即交钱加入后才可获
得计提报酬和发展下线的“资格”；二是
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即拉人加入，并按
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三是上线从直接
或间接发展的下线的销售业绩中计提报
酬，或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
依据计提报酬或者返利。

姚建芳认为，只要“同时”具备“交入
门费”、“拉人头”、“组成层级团队计酬”
的特征，就可认定为涉嫌传销。从万色
城目前的模式来看，其存在入门费和层
级式管理，但拉人头和团队计酬的特征
并不明显，因此不能就此定性其为“传
销”。

姚建芳表示，近年来社交电商火爆
发展，然而多级分销、拉人头等涉嫌传销
的质疑从未中断，成为多方关注的焦
点。除万色城外，根据电子商务消费纠
纷调解平台不完全统计，目前云集、环球
捕手、贝店、花生日记、达令家、大V店、
甩甩宝宝、全球时刻、达人店、楚楚推、洋
葱海外仓、有好东西、好衣库、闺秘mall、
蜜芽、小黑鱼APP、素店、优可生活、红人
装等社交电商均被传出“涉嫌传销”的质
疑声。

一位法律从业人士透露，国家监管
部门目前正在进行社交电商法律规范与
监管的课题研究，将尽快明确社交电商
平台、商家和技术提供者的责任边界，通
过监管、法律手段解决其传销、刷屏、侵
害个人隐私等问题。

合规性和稳定性受质疑
对于万色城“败走麦城”，网经社-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
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方超强律师认
为，万色城业务的合规性、稳定性和发
展预期是IPO失败的主因。

方超强律师表示，无论是在中国
香港上市还是在内地上市，IPO的失
败原因可能都是多方面的，毕竟上市
有着严格的条件，包括企业主营业务、
盈利水平、管理层稳定性等诸多方面
都有相应的要求。目前尚不清楚万色
城此次 IPO失败的具体原因，但猜测
其业务的合规性、稳定性和发展预期
可能是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所在。

方超强进一步表示，首先，从万色
城的业务模式来看，其需要大额购货
和一笔不菲的创业费才能获得优惠购
物的资格，这种模式非常近似于“拉人
头”的传销模式；其次，以自营品牌保
健品、化妆品为主，第三方品牌商品较
少的商品结构构成，也与传统传销所
售商品类型类似；最后，在市场份额远
低于同业其他平台的情况下，毛利润
不低反高。以上三点，不免会引发审
批机构对其业务合规性的疑虑。

另外，方超强认为万色城畸小的
市场份额，也会使审批机构对其平台
竞争能力、能否在行业巨头夹击下获
得持续生存和发展产生较大顾虑。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黄伟认为，商品销售的导向过低，
可能是万色城模式无法成功上市的原
因之一。

黄伟表示，据现有的万色城招股
说明书披露，其2015年-2018年前三
季度，公司服务板块的毛利率均为
97%以上，而商品销售板块的毛利率
为30%-50%不等。从这个角度来看，
万色城虽然称自己是国内第四大
S2B2C的电商，但是其销售商品的毛
利占比是非常低的。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认
为，万色城在发展之路上面临诸多风
险。万色城最为突出的风险就是过于
依赖有限的供应商为自有品牌业务供

应产品，这个风险早在2015年万
色城与当时最畅销的产品系列之
一的万色水母系列主要供应商终
止合作关系时便已应验。

IPO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 重庆市潼南区健能中小
企业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523049
56984H）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组 。 请债权人自2019年 6月
13日起45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 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标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副本 ，税号50010506825177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重庆
标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0500019
42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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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标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3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景渝汇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MA5UNK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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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 重庆景渝汇房地产
营销策划有限公司2019年6月13日

注销公告 ：重庆重报智合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000MA6064Q15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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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13日
李绍鼎遗失御龙天峰6幢5102号收据，
编号YLTFK0015448金额372571元
编号YLTFK0011432金额11295.2元
编号YLTFK0003190金额37262.12元
编号YLTFK0015782金额869333元
声明作废。

廖苏婕 （身份证号 500103198402255946）于
2019年6月11日遗失身份证 ，自遗失当日起 ，
任何以此身份证 ，作身份证明或抵押 、签署
之具法律效力之文件均非本人授意或签署 ，
若非本人持证，由此张身份证引起的一切法
律责任，本人一概不予承担负责。 特此声明

公 告
刘小红 （女 ，身份证号 ：512928197004******）请
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3日内回公司办理病假手
续，未及时办理的，公司将解除与你的劳动关系。
重庆超奇农产品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3日

李侠峰遗失重庆凯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购买的合景誉峰项目-住宅一期（F14-
2地块 ）-3号楼-1901购房收据 ， 收据号 :
0000754，金额 :1921519元 。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仁心学生托管服务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33155367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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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阿古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59923335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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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玫瑰香镇美容服务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A43LX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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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

重庆市大渡口区宏通套装门加工厂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1045656483732，核 准
日期：2018年5月14日 ，声明作废

沙坪坝区鑫胜名车维修中心遗失税务登记证
副本 （税号 50010719861030751501）；遗失通用
手工发票三联百元版（发票代码150001620531，
发票号码01501776-01501825）声明作废。

胡鑫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的中国海南海花岛收据一份 ，楼盘名称中国
海南海花岛 ，2号岛282栋609号房 ，收据编号重
庆hhd4000558，金额：53702元，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尚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车辆
渝AM556M营运证：500108032921，
渝AZ877F 营运证：500108035943，
渝AX037R营运证：500108036723，
渝A005FR营运证：500108037712，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重庆仟绘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
册 号 ：500901000362780）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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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此公告 。 2019年6月13日

声明：九龙坡区九龙园区锦和医疗设备维修
服务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7MA5U
MK825Y）遗失公 章 （编 号 5001078159165）；
财 务专用章 （编 号 5001078159166）；发票 专
用章；法人章 （刘继芳）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冯建平 ，收到平安人寿保险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重 庆 分 公 司 开 具 的 P18020000
0924255保单2017年续期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
发票代码为5000161320，发票号为11069901。该
发票已遗失 ，现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
注销公告：重庆添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000582828843K）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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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6月13日

遗失声明 ：本人陈超 ，认购恒大中央广场物
业 2 -1507， 收 据 编 号 为 ：zygck0008907
（69414.80元 ）、zygck0008908 （17586.40元 ）、
zygcl0015064（694098元），已丢失，现登报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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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市渝中区和瑞千翔营销
顾问有限公司（渝中注册号5001032104907）

注销公告： 经重庆帆诚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23507880894X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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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重庆市万州区久吃香食用蛙养殖
股份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010801
91061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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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重庆市万州区乐甜香食用蛙养殖
股 份 合 作 社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350010130
5157009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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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
号为5001052102341的重庆祥云科技开 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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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祥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6月13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
号为5001052101182的重庆道展网络资 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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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道展网络资讯有限公司2019年6月13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方平 ：按照 （2018）渝0108民初1971号民事判
决书 ，我对你享有借款权利 ，现已将上述判
决书确定的所有债权及相应的权利转让给
冯宇，特此公告方式通知你。 特此通知。

高华平 2019年6月13日

注销公告 ：重庆同歌健身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8584291728L，成立
日期：2011年10月18日 ）因故解散，请债权 、
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 司清
算债权 、债务 ，清算完毕后将向工商部门
办理注销登记 。 特此公告 。 2019年6月13日

重庆 锡祉福 企 业 营 销 策 划 中 心
（ 税 号 91500114MA5YMJ199J） 遗
失已开增值税普 通发票 10份 ，发
票代码 ：050001900105，起止号码 ：
00909946-00909955，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重庆辉弘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0830602002，经股
东会决议 ， 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
10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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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6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燕源广告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0306825781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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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勤之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60036D0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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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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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MA5YP30525的重庆
恩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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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恩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赛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5905367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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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博尊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70KR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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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洛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U6AUG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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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省之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3277901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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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

重庆春凯沥青科技有限公司由于财务人
员保管不善 ， 导致招商银行南岸支行开
户许可证遗失 （账号 ：123907720510909，
核准号 ：J6530062982901）现声明作废 ，由
此引起的经济纠纷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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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市山姆佳林建材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902000010949）2019年6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漫之谷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4B4C9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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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澳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 代码 9150011205482163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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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

注销公告：重庆励娇水产品养殖专业合作社 （统
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3500109MA5YYMC5XQ）经
成员大会决议，本合作社拟将注销 。请各债权人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 特此
公告 2019年6月13日

重庆晟旭建筑设计工作室遗失 ：2016年6月1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20824198914）、
大连银行重庆分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454101209007707核
准号 J6530044858001）、公章 （编号5002421004256）、财务专
用章 （编号5002421004257）、发票专用章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民

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 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学校章程的规定 ， 重庆民族艺术学校因
举办者变更所需 ， 请有关债权人在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向我校申报债权 （截止2019年5月31
日 ），逾期不申报视为弃权 。 特此公告 !

重庆民族艺术学校 2019年06月13日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7号附1号

减资公告： 经重庆云时轻奢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股东会议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
减少为10万元。 根据《公司法》规定，自公告之
日起45日内 ， 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2019年6月13日
我公司不慎将重庆重客隆超市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开具的长生桥连锁店履约保证
金收据壹仟元整遗失，现声明作废。

重庆潼南蔬菜批发物流市场有限公司
●遗失重庆市粮食储运公司东方红国家粮
食储备库2001年06月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 ，注册号：5000001906681，声明作废
●重庆市粮食储运公司东方红国家粮
食储备库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奉节县渝川杨梅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3500236563480650M） 经决定注销本
合作社，根据 《公司法》相关规定请债权人 、债务人持
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来合作社办理相关
手续，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2019年6月12日

领克大药房装饰工程告示
由重庆昌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领

克大药房装饰工程已于2019年5月30日竣工 ，
已于2019年7月2日在项目所在地进行项目施
工的劳务班组及相关人员 、材料供应商 、机械
设备等实际实施人员清算支付公告 ， 该项目
对外债务已清算支付完毕 。 特此告示
施工单位：重庆昌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工程部联系电话：023-67115927

2019年6月13日

公 告
“国美北滨路项目 (原鹏润·国际公寓D区 )”

建设项目位于江北区北滨一路399号。 建设单位
是重庆中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现建设单位
申请对原重庆市规划局江北区分局批准的国美
北滨路项目 (原鹏润·国际公寓D区 )小区公共区
域增设两部景观电梯 ， 重庆市江北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将于2019年6月12日-6月 19日国美北
滨路项目 (原鹏润·国 际公寓D区 )”建设项目现
场对小区公共 区域增设两部景观电 梯进行公
示，告知听证权利。 具体内容请到国美北滨路项
目(原鹏润·国际公寓D区 )建设项目现场查看。

联系人:宋先生 联系电话：023-67706180
重庆市江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6月12日

公 告
“财信·赖特与山（原铁山坪项目 ）三期一批

次 41# ～43#、43A#、52# ～53#、53A#、55# ～57#
楼 ”建设项目位于重庆市江北区铁山坪松缘路 。
建设单位是重庆财信恒力置业有限公司 。 现建
设单位申请对该项目三期一批次南出入口处室
外部分停车位位置进行调整。 重庆市江北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6月14日－6月20日在
“财信·赖特与山 （原铁山坪项目 ）三期一批次 ”
建设项目现场对调整情况进行公示 、 告知听证
权利。 具体内容请到 “财信·赖特与山（原铁山坪
项目）三期一批次”建设项目现场查看。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67706180
重庆市江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6月11日

大 生 活
15023163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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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正勇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正副本 ，
注册号500222605237044，声明作废 。
●遗失深圳市陆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
司公章一枚，编号50010510623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2014
年9月在广东省陆河县税务局办理的临时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441523740338242，声明作废。
●本人蓝应波购买时代都汇住宅A06-2-14-6，现
遗失代收费收据一张金额21616元，声明作废。
●本人杨佳豪购买重庆市北碚区中南玖宸一号楼9-3，遗
失首付款发票和契税收据 ，特此申明该遗失票据作废。
●遗失世纪金源集团收据一张编号0145505声明作废
●凤冠医疗美容诊所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登记号
PDY95275850010317D2162有效期至2021.8.22，声明作废
●遗失夏国军营业执照副本500237600160169作废
●遗失重庆徽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渝北分公司车
辆渝AX015N营运证：500112017178，声明作废
●重庆渝中群山老年大学遗失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
发票发票代码150001720230发票号码02993874、02993885作废
●重庆西伯乐斯楼宇工程有限公司消防设施工程设计
专项乙级证书编号A250000857-6/4遗失特此登报
●遗失恒韵通物流有限公司加州分部营业执照正本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339543688B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流阳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印章备
案回执（编号：50010720140512063）声明作废 。
●遗失陈梓淇重庆第五人民医院 《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Q500053825声明作废
●遗失郑友记者证，编号B50000455000032声明作废
●遗失李先全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6611222931作废
●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街道乖乖幼儿园遗失
公章一枚（编号5003827025574），声明作废
●江北区鑫吃餐馆遗失2016年12月19日核发营业执照正 、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5MA5U9KXB7U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谢黎莎 ，遗失工程技术专业助理工
程师证书，证书编号：011101202504，声明作废 。
●渝中区铁哑铃建材经营部遗失2017年12月8日核发营业执照
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5YP7MK64声明作废
●张恒遗失出租车从业资格证500221199002043111声明作废
●遗失蔡远均出租车从业资格证510521198507024075作废
●遗失倪元兵出租车从业资格证510218197502212916作废
●遗失米艳霞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3600032540作废

品牌婚介
●美的缘11年68067355也可侨和外

公告遗失

●遗失重庆欣润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
BK1005车营运证，证号：500115037873.声明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任娟 （身份证号510203197212040824）遗失网
约车道路运输许可证（车牌照：渝DDR18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绿盾安防设备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壹枚（编号500103803399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上筑活动房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 ，税号50010469657932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卡蓝汽车美容服务中心税务登
记证正本 （税号500107339574695）声明作废。
●遗失 ：重庆檀香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 、
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
●遗失重庆市创普实业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 （编号5002278024886） 声明作废
●遗失周鹏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980020171001193作废
●遗失王燕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980020170701935作废
●陈红遗失二级建造师资格证书编号：0056530，建筑专业
●遗失重庆常霖科技有限公司印章证明。
●重庆市九龙坡区兴亭清洁服务队遗失2018.6.14核 发营 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5XWNPC00作废
●遗失武隆县长征中药材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
正副本 ，注册号500232NA000040X声明作废
●遗失许光绪营业执照正本50023060013808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君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091224527L声明作废
●遗失吴志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500905607932745，声明作废。
●遗失荣昌区昌元街道正联机电经营部蒋华营业执照正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6MA5UDCMW95作废
●郭嘉 （513523198311150032）不慎遗失助 理工
程师证 ，证号011301204012，特此声明作废。
●奉节县刘登桔干货店 （税号92500236MA5UNTP318）
遗失税控盘，编号66170875535，声明作废
●重庆群旺机车配件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杨家
坪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16577904,声明作废
●遗失奉节县黄旭私房菜酒楼营业执照正
本 ，注册号500236200011783声明作废
●重庆大有表面技术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
专用发票 3份 ，发票代码 5000183130，发票
号码00732325-00732327，声明作废 。
●遗失重庆立购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印
章刻制、查询 、缴销证明 ，声明作废 。

●遗失重庆冶金轧材制品厂钢材经销部 (注
册号：98497944)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冶金轧材制品厂销售部 (注册
号：98509063)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冶金轧材制品厂钢城经营部 (注
册号：90299550)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通 知
李明芳的继承人 ： 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庹家
坳10-18号房屋位于大渡口区庹家坳重钢六
厂家属区片区旧城改建项目征收范围内 ，需
依法征收。 该房屋产权人为李明芳，李明芳于
2007年12月22日去世 。 现通知李明芳的继承
人在本通知发布之日起7日内到该项目征收
实施单位大渡口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或九宫
庙街道办事处办理房屋签约事宜 。
大渡口区征收服务中心：地址大渡口区松青路88号，
电话68086399。
九宫庙街道办事处：地址大渡口区钢花路744号，
电话68909197。

大渡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9年6月12日

●重庆便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失2019.3.27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UFFT06）声明作废
●重庆便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 银行 重庆 三
峡广场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76121703）声明作废
●重庆便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财务
章 ，以及法人印鉴章（法人 ：周长啸 ）声明作废

遗失齐洋荣保险执业证02004250000080002013009946作废
遗失陈立碧保险执业证02000750000080020170806088作废
遗失王 凤保险执业证02000750000080020170902340作废

●潼南县崇龛镇桥头农机经营部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 ：税号51022719731201685701,声明作废
●重庆市潼南区丰悦柠檬股份合作社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00223593675125，声明作废
●重庆市潼南区丰悦柠檬股份合作社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00223068286703，声明作废
●潼南县太极古镇停车场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1022719731201685702，声明作废
●声明 ： 纳税人薛红东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10227197312016857，声明作废
●潼南县崇龛镇农机专业合作社遗失
2013.05.13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
号500223NA000776X，声明作废
●重庆市潼南区丰悦柠檬股份合作社遗
失2016.11.22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3593675125J作废
个人计算机用内部功能性器件生产项目
（二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个人计算机用内部功能性器件生产项目
（二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目前已初步编制完
成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的有关规
定，登报向公众公开环境保护信息，具体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个人计算机用内部
功能性器件生产项目（二期）。 建设单位 ：重庆安
洁电子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重庆市璧山区璧泉
街道璧青北路990号， 位于重庆市璧山工业园区
璧城片区。 项目投资：总投资15000万元 ，其中环
保投资45万元，占比0.375%。 建设性质 ：改扩建 。
建设规模：硅胶制品（硅胶脚垫）600万件/年 ，玻璃
盖板264万件/年 ， 金属制品 （笔记本电脑外壳 ）
240万件/年 。

二 、联系方式 ：公众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报
告全文，提交意见。 建设单位 ：重庆安洁电子有限
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张总15086899616。 评价单位：
重庆两江源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 。 联系电话 ：
15123370521。 邮箱：871784699@qq.com。

三 、 报告全文 及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 链接 ：
http://www.eiabbs.net/forum.php?mod =viewthread
&tid=174813&fromuid=102559

四、公示时间 ：2019.6.11~6.17，共5个工作日

重庆韩泰轮胎自修复轮胎车间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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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令 第
4号 ）等相关规定 ，现将 《重庆韩泰轮胎自修复
轮胎车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
见稿 ）的有关信息予以公告 。 现征求周边公众
对环评相关意见建议 。 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
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Nn9duzysf1
mf7hpmcSGg4A提取码 :56hf。 可前往重庆韩泰
轮胎公司查阅纸质报告书。 公众可通过电话 、
传真 、邮件等多种方式提出意见。 公众提出意
见自2019年6月10日至6月14日 。请公众在发表
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细的联系方式 ， 以便
我们及时反馈相关信息。 建设单位 ：重庆韩泰
轮胎有限公司 ，联系人 ：联系人 ：张杰 ，电话 ：
13102370117。评价单位 ：云南湖柏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联系人 ：陈华，电话：13983005953

重庆韩泰轮胎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1日

渝中区文化宫地下通道内第4号门面、渝中区
文化宫地下通道内第5号门面、渝中区文化宫
地下通道内第6号门面处房屋招租挂牌公告

受重庆市渝中区财政局委托 ，我中心将对
渝中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中心 （重庆市渝中区
水文监测站 ）的以下房屋以互联网竞价方式按
现状公开招租 。1、渝中区文化宫地下通道内第
4号门面， 面积10.2㎡， 竞价最低限价2856元/
月 ，竞价保证金额0.86万元 ，拟定租期3年 ，竞
价开始时间2019年6月27日11：00。 2、渝中区文
化宫地下通道内第5号门面 ，面积10.2㎡ ，竞价
最低限价2856元/月 ， 竞价保证金额0.86万元 ，
拟定租期3年 ， 竞价开始时间 2019年6月27日
11：00。 3、 渝中区文化宫地下通道内第6号门
面 ，面积10.2㎡，竞价最低限价2856元/月 ，竞价
保证金额0.86万元 ，拟定租期3年 ，竞价开始时
间2019年6月27日11：00。 一、竞价人要求：意向
竞价人可为境内外企业法人 、其他组织和自然
人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获取竞价资格 ：
1、满足要求的意向竞价人 ,在渝中区公共资源
交 易 网 （http://www.cqyz.gov.cn/ggzy）的 产 权
交易栏中获取 《渝中区文化宫地下通道内第4
号门面、渝中区文化宫地下通道内第5号门面 、
渝中区文化宫地下通道内第6号门面处房屋招
租挂牌公告 》相关信息 ，在产权交易会员登录
栏进行网上会员注册并完成网上报名 （自行网
上报名和到配置中心由工作人员指导下报名
均可）。具体操作详见《重庆市渝中区产权交易
系统操作手册-会员篇 》。 2、 竞价保证金到账
截止时间为竞价开始前两小时，意向竞价人须
将竞价保证金由竞价人注册的本人银行账户
足额缴纳到指定账户（指定账户详见会员页面
“我的报名 ”处 ），竞价人应自行考虑汇入时间
风险 ，如同城汇入、异地汇入 、跨行汇入的时间
要求等 。若未在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内到达指
定账户而未取得竞价资格的，责任自负 。 竞价
保证金等具体事项详见 《互联网竞价承诺书 》。
三 、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竞价公告在 《重庆商
报 》、渝中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cqyz.
gov.cn/ggzy）上同时发布 。 四、联系方式 ：
出租方：渝中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中心

（重庆市渝中区水文监测站）
联系人：胡老师 电话：63317581
招租机构：重庆市渝中区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中心
联系人：余老师 电话：68726501

2019年6月13日

重庆海泰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 （发
票代码 ：5000184130发票号码 ：
02957816、02957815、02957814）
声明作废 。
重庆海嘉饮食文化有限公司
遗失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3份
（发票代码 ：050001800104发票
号 码 ：20810649、31905623， 发
票代码 ：5000162320发票号码 ：
31171111）声明作废 。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致员工：戚辉文 （身份证号65220119721129****）

我公司与你于2014年11月5日签订了劳动合
同，因您长期旷工且经公司书面通知限期返回仍
不返回， 我公司依据规章制度于2019年2月18日
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由于你本人或家人未签收邮
寄通知书的快递，特此公告 。 办理离职手续请与
我公司人力王彬联系 ，电话023-67153222-8177。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重庆菲铭机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07774875951G）经股东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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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陈章灵 （身份证编号:513029197302103265）
于2018年10月 23日购 买重庆鲁 能英 大置 业有
限公司 : 鲁能领秀城1街区14栋1407号房屋 ，现
由于本人不慎，将本套房屋开具的收据2张 （首
付款收据编号 :01006441、金 额 :553002元 ；代收
代缴收据编号 :01006440、金额 :11111元 ）遗失 ，
现本人特此声明原收据作废 。
重庆市涪陵区屈培茂蔬菜专业合作社

解散公告
根据重庆市涪陵区屈培茂蔬菜专业合作社 (以下
简称 “本专业合作社 ”)2019年6月13日全体成员
决定，本专业合作社决定解散 。 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四十三条之规定 ，请
债权人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
专业合作社申报债权 ， 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
保事宜 。联系人 ：屈培茂 联系电话：13658428598

2019年6月13日

声明 ：重庆煌晤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14MA5YTF890F）遗
失公章（编号5002391063979）；发票专用
章 （编号5002391063981）； 财务专用章
（编号5002391063980）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太平洋森活辉太置地有限
公司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副本 （编
号 ：50011921712050101） №0012048，
施工许可证副本及附件声明作废 。

重庆市万州万博实业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州分行白岩路第二分理
处开户许可证，账号 ：50001304200050201978，
核准号：J66700004687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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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00105MA5YY46A3W的重庆
市黑土情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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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黑土情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柯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4MA5U96156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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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 2019年6月13日

重庆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嘉许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本会受理的申请
人重庆渝邻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重
庆嘉许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关于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 ， 已于2019年1月14日审理终结 。 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 渝仲字第7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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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6月5日

重庆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嘉许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的申请
人重庆渝邻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重
庆嘉许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关于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 ，已于2018年12月28日审理终结 。 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 渝仲字第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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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6月5日

声 明 ： 纳 税 人 王 彬 （ 税 号 925001
03MA60C9CC2F）重庆增值税普通发
票100份 ：发票代码050001800107发票
号码14182201-141823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中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YU3G78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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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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