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款去年卖1800多元，今年卖3000多元

羽绒服价格噌噌上涨
渝企为何少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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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绒服从上世纪80年代初逐渐进入大众消费品市
场，如今已经几乎成为人们过冬必备单品。并且全球羽
绒服市场正在迈入一个新的增长期。

据中国服装协会羽绒及皮革皮草服装专业委员会的数
据显示，2018年中国羽绒服市场规模超过1000亿元，增长率
超过10%；预计到2022年中国羽绒服市场将达到1621亿元，
平均增长率在10%以上，高于服装整体增速，羽绒服市场的总
需求量十分可观。

与此同时，观研天下发布的《2019年中国羽绒服行业分析报
告》也显示，在普及率方面，欧美国家中，羽绒服的普及率在
30％～70％之间；而我国目前羽绒服的普及率只有10％左右，未
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随着国内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的服装市场的消
费能力不断提升。未来，随着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长，用
于消费品的支出将不断增加，羽绒服行业有望在个人消费浪潮中
得到发展，预计到2025年其市场规模有望达到2000亿元左右。

瞿伦川介绍，从今年的市场来看，羽绒服销售比棉服更“受
宠”，但今年天气冷得较晚，真正的羽绒服销售才刚开始，到春节
前的销售期较短，预计明年市场会更好。

在重庆的服装生产市场，羽绒
服生产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创建于1952年的老鸭服饰，
是重庆最早的羽绒服企，在上世
纪80年代末推出的“老鸭”品牌，
一直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在国
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曾先后荣获
商务部、国家技术监督局等7部委
颁布的“全国最畅销国产商品金桥
奖”，连续多年被国内贸易部推荐
为“全国市场名优商品”。

除了老鸭服饰外，在上世纪90
年代初，还有华羽、叶森等品牌也
具有相当知名度。重庆曾是西部
地区最大的女装和羽绒服生产基
地，大大小小的羽绒服生产厂家一
度多达几百家。

但在2010年后，由于服装市场
大环境、气温变化、劳动力成本、资
金成本等影响，以及缺乏品牌和创
新等，重庆羽绒服生产市场逐渐走
弱，到目前只有少部分企业还在坚
持零零散散的生产。

记者采访中也发现，在羽绒服
市场价格整体提升的情况下，重庆
的羽绒服厂商也并未“水涨船高”
迎来快速发展，反而不少品牌都在
缩减市场。

“在如今的竞争格局下，小品牌
在成本控制、品牌溢价等方面都不
占优势。”华羽服装有限公司总经
理陈敬凌坦言，重庆服装有基础，
但是缺乏大品牌带动，放在全国
市场来看，仍然缺乏叫得响的品
牌，要在竞争中站稳脚跟，还
需要从品牌塑造上发力。

重庆市纺织服装联合
会相关人员则表示，虽然
近年来服装市场进入深度
调整，但从羽绒服市场来
看，只要能适应个性化、
差异化、品质化的新消费
趋势，仍有巨大的发展
空间，波司登、加拿大
鹅等品牌的快速发展
就是很好的例子，渝
企也需要从这些方
面发力，而不仅仅
是瞄准传统的批
发市场。

天 气 转
冷，又到了穿
羽绒服的季
节了。不过，
今年有不少
消费者反映，
羽绒服价格
又噌噌上涨
了 ，市 场 上
1000元以内
的羽绒服难
得一见。从
原材料鸭毛、
鹅毛，再到服
装厂生产，究
竟是哪些环
节异动导致
了羽绒服价
格上涨？重
庆企业为何
并未“水涨船
高”？记者连
日来对市场
进行了走访。

“去年曾看中一件羽绒服，1800多元没舍得买。今
年去看，同样款式都要3000多元了，更舍不得买了。”
最近，家住南坪的严女士在逛商场时看中了一款羽绒
服，但3000多元的价格却让她抱憾而去。

与严女士有着相同感受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记
者看到，在微博上，“羽绒服涨价”成了热点话题，不
少网友留言调侃“今冬买不起羽绒服了”。

记者近日走访市场发现，在新世纪、远东百货等
商场的品牌服装中，羽绒服大多标价都在千元以上，
不少品牌的羽绒服标价动辄就是两三千元。以CO-
COON(可可尼)为例，一短款羽绒服标价3699元，同
类型中长款标价达4999元；曼娅奴的一款短款羽绒
服标价2798元；重庆本土品牌的羽绒服，如安秀等
品牌，有不少也是标价3000元以上。

记者选取了H&M、only、vero moda等快时
尚，地素等设计师品牌以及部分轻奢品牌走访发
现，整体来看，今年零售市场的羽绒服价格均有
所提升，一向以物美价廉著称的快时尚品牌，今
年羽绒服的主流价格带都集中在 1000 元以上，
部分轻薄款在千元以内。而设计师品牌 1500~
3000 元价位居多，一些稍微高端的品牌，则高达
5000元左右。

网销产品同样在上涨，据天猫和苏宁的羽绒服
销售数据显示，以波司登为例，去年秋季其销售的
羽绒服均价为700元～800元，但今年的均价却达
到了1100元～1200元。

“羽绒服最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一定涨幅，但今
年的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一品牌柜台销售人员介绍。

实际上，羽绒服并非今年才出现涨价状况。根据全
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的全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羽绒服销
售单价变化数据，2014年、2015年羽绒服销售平均单价
下降，但从2016年开始出现上升，至2017年时，羽绒服销
售平均单价为534元，2018年增至645元，增幅为20.8%。

“羽绒服普遍涨价的原因主要还是羽绒价格的提
升。”渝中区个协渝派服饰协会会长瞿伦川向记者介绍，
羽绒的价格从2016年9月份到今年上半年一直在涨价。

据了解，在羽绒服成本中，羽绒的占比大约在20%~
30%，一件羽绒服大概需要填充150克鸭绒。受国内羽绒
服市场回暖以及禽类养殖产量下降等因素影响，羽绒的价
格从2016年9月一直上涨到今年上半年。

“以主流的含绒量90％的白鸭绒为例，2016年9月初
的市场价格约为每吨19万元，而今年上半年最高达到了
40多万元。目前价格稍有回落，但也在30多万元一吨。”
瞿伦川介绍，从批发环节来看，目前羽绒服价格变化不
大，渝派服饰中带毛领的中长款羽绒服批发价400多一
件都可以拿货，但经过零售转手后，价格上千元也比较
正常。并且商场中的零售类品牌服饰一般都是提前采
购生产，不像渝派服饰现产现销的“短平快”模式，因此
在上半年采购羽绒的成本价相对较高，加上品牌溢
价，价格自然较高。

在重庆华羽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敬凌看来，
除了羽绒的涨价，还有面料、毛领、人工成本等上涨
也助推了羽绒服价格走高。

陈敬凌说，随着人们消费意识提升，羽绒服除
了保暖，还要讲究款式、舒适度等，服装设
计、面料等也随之升级增加了成本。

在业内人士看来，近年来，随着加拿大鹅(Canada Goose)、
盟可睐(Moncler)等国际羽绒服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羽绒服高端
消费需求被激活，国内羽绒服价格的天花板被打破，也成为推动
国内羽绒服价格上涨的一大原因。

以加拿大鹅为例，近两年来在国内颇受欢迎，其热销款式价格
基本在 8000 元～10000 元左右。11 月 13 日，加拿大鹅公布的
2020财年第二季度的财务数据显示，其在中国市场整体表现依旧
出色，销售额增长近一倍。

盟可睐(Moncler)2019上半年财报也显示，报告期内，营收同比
增长16%，中国市场增速领跑全球，已经成为该品牌的第一大市场。

在国外品牌争抢国内高端市场份额的同时，国内羽绒服厂商也
不甘示弱。10月30日，波司登推出了7款登峰系列羽绒服，分别以
全世界知名的七座山峰命名，其中最便宜的款式售价为5800元，而
售价最高的为 11800 元。波司登财务总监朱高峰之前曾公开表
示，其羽绒服的售价在2018年就平均提高了20％～30％，未来还
将继续提价，将主力产品价格定为1500元～2000元，提升高端产
品占比。

“服饰厂商每年推出一些高价位产品，不仅可以抢占到高端
市场，也是提升品牌的一项战略。”陈敬凌说。

市场调查
标价1000元内成“稀有品”

厂商答疑
多重因素导致价格上涨

品牌比武
群雄逐鹿抢占高端市场

行业前景
6年后中国羽绒服市场超20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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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2010年6月11日核发的重钢
集团运输 有限责任公 司长风客
运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
号500104300007171)，声明作废 。

清算公告 ：重庆市万州区普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01MJP569429W) 于2019年11
月12日经理事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根
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由清算小组负责注
销前的清算工作 。请有关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天内向清算组书面申报债权。 逾期不申报 ，视为放
弃权利 ，特此公告 。 联系人 :廖丹 电话 :18983591339
重庆市万州区普惠社会工作服务中心2019年11月26日

迁坟公告
经渝府地 〔2019〕1498号文件批准征收

重庆市巴南区一品街道永益村2社部分集体
土地合计8.4851公顷 ， 用于一品幸福田园小
镇一期项目建设 。 现已开始清理补偿 ，凡在
一品街道永益村2社征地范围内的坟主 ，限
于2019年12月09日前 ，到一品街道办事处征
地办公室办理迁坟补偿有关手续并自行搬
迁坟墓 。 逾期不搬迁的，按无坟主处理。

重庆市巴南区一品街道办事处
2019年11月25日

比选公告：重庆市凤筑科技有限公司将对漫
游重庆支付宝小程序技术开发进行竞争性
比选，有意者请于2019年11月27日下午五点
之前报名，联系人：陈老师023-63022986

注销公告 ： 经重庆巴讯计算机通信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0321052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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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

●遗失2014年7月29日核发的铜梁县恒远融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00224000574414声明作废
●遗失铜梁县恒远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 （税 号 500224304801480），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30480148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 重庆弟兄汽车代驾服务有限公司 ，
注册号 ：50010400004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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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11月26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琪诚模具材料有限公司 （注
册号500112000142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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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爱琪家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7YHN0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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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

重庆舰创科技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55
65628743L）遗失 ：金税盘 （盘号 ：499916
685210）、增值税普通发票1份（发票代码
5000174320，号码15878196）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 经重庆眺望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 一 社会信 用 代 码 91500000MA5U41307R）
股东会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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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
减资公告 ：经重庆壹新壹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6F8R9K）股东决定 ，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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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蓝海世纪一号文化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
00032781765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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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26

注销公告 ：重庆普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14059873498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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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卡罗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316226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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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利腾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遗失中国 工 商银行 骑
龙支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为3100252609000033559,声明作废
●重庆利腾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重庆
骑龙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8963001,声明作废

重庆市万州区必富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公告
重庆市万州区必富食用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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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重庆市万州区必富食用菌
专业合作社申报债权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重庆市万州区必富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重庆市万州区必富食用菌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江劳人仲公字（2019）128号

重庆驰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兰丽娟你单
位因确认劳动关系、计时、计件工资、二倍工资差额 、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等劳动争议一案 ， 因采取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渝江劳
人仲案字﹝2019﹞1591号仲裁通知书 、申请书副本 、
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 。 提出答辩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 。 并定
于2020年2月11日下午14：30分在本委仲裁二庭 （重
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22号4楼4-38室 ） 开庭审理 ，请
你单位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仲裁。 特此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江劳人仲公字（2020）1号

重庆市米敢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陈小红你
单位因计时 、计件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 ，因采
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渝江劳人仲案字 ﹝2020﹞17号仲裁通知书 、
申请书副本 、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举证通
知书等法律文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 。 并定于2020年2月11
日上午9：30分在本委仲裁二庭（重庆市江北区
建新东路22号4楼4-38室 ）开庭审理，请你单位
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仲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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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李婷婷遗失重庆北碚万达广场统
一收据1份 ，收据号码2353906，声明作废 。
●遗失重庆钦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1087025370，声明作废
●重庆渝之旅兰馨大道门市遗失出境
合同一份 ：号码00115908声明作废
●重庆冰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 ：500103803547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璧山区璧泉三之三秀苑幼儿园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证书正本，编号52500120MJP5770318声明作废
●重庆景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二级建造师何定远注册证
书 （证号00432913），印章 （渝205101013897）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中旅九龙坡区中新城门市部遗失出境合同一份CJ00
35264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任何纠纷与中国旅行社集团无关
●江北区味趣食品经营部遗失食品流通许可
证正副本 （证号JY150010500540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重庆浙毅机电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7000051457)声明作废
●遗失荣昌县清江养猪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
正本 ，注册号500226NA000260X声明作废
●遗失杨芳2015年3月11日核发个体营业执
照正本 ,注册号500383600602703,声明作废
●遗失奉节县虞垚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公章壹枚 ，编号500236980212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木木夕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编号5001127169935）声明作废
●袁玲遗失军队转业干部证，证号(2004)自字第1992304，作废
●重庆市凤天花木园艺场不慎遗失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南
岸茶园支行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1742801，作废
●遗失熊贵兵（身份证510224196805197277）爆破
人员作业许可证，编号5000000112303，声明作废
●遗失段正勤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0119422作废
●遗失杨人杰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1010179作废
●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区支公司
增值税车险发票: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发票号15815338作废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CS85 COUPE生产
线搬迁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 ）》
（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现已由中煤科工集团重
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我公司征求意
见 稿 及 公 众 意 见 表 已 在 我 公 司 网 站 （https://
www.changan.com.cn/commonweal-hjxx.shtml）环
境信息公开栏进行了公示 ， 各位公众可前往下
载， 征求意见起止时间为2019年11月21日~2019
年11月27日 ，公众意见反馈电话：023-67592362。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
市 沙 坪 坝 区 分 公 司 陈 家 桥 营 业 厅 遗 失
2012年7月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
注册号：500106300034504，声明作废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
市沙坪坝区分公司歌乐山广场营业厅遗
失2012年 7月 30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 副
本，注册号：500106300034512，声明作废

公 告
重庆米凡科技有限公司 ： 本委已依法受理刘于
平 、许未琼、谢唐芹、程可诉你单位因劳动报酬劳
动争议一案 （渝两江劳仲案字 〔2019〕第1748号 、
1887号、2097号、2098号）,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
系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 、申请
书副本及出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60日视为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
日内到本委应诉。 本委定于2020年2月17日上午9
时在本委仲裁庭（重庆渝北区金渝大道68号新科
国际A栋2楼仲裁庭 ） 开庭审理 。 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11月26日

公 告
重庆米果儿传媒有限公司：本委已依法受理韩舒
湘诉你单位因劳动报酬劳动争议一案 （渝两江劳
仲案字 〔2019〕第1531号 ）,因无法与你 单位取得
联系，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 、申
请书副本及出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60日视为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送达之日起
10日内到本委应诉。 本委定于2020年2月14日上
午9时在本委仲裁庭 （重庆渝北区金渝大道68号
新科国际A栋2楼仲裁庭）开庭审理。 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11月26日

●个体工商户刘浩遗失2015年07月02日核发营业执照副
本，渝中菜园坝所注册号：500103605855845，声明作废
●重庆中乾通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
08MA5U38MNXE)遗失印章刻制 、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
●遗失高芬保险执业证02000050000080020190200284作废
●遗失王雪保险执业证01000250010780020170100137作废
●遗失重庆晟合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公章一枚5002
211027631，财务专用章一枚500221102763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分公司
渝A4T611营运证，编号500100039912，声明作废
●重庆吉利优行科技有限公司车辆渝AD85261车道路运
输证号:渝交运管渝字500103047446号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比特广告有限公司石桥铺分公司注册号 ：500901190
0890遗失2008年11月1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潘帕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编号50010
87130064)、财务专用章壹枚 (编号5001087130065)声明作废
●遗失2018.3.7核发的个体户陈承治(南岸区佳福珠宝店 )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5YRRD43P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远正印务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2
联、第3联)1份，发票代码5000192130，号码00114930，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茂林商旅服务有限公司 （税号 915001
083315936649）报税盘，盘号662504554202，声明作废
●遗失2017.6.16核发的重庆市星汉生态环境治理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N4843Y作废
●遗失重庆喜美佳商贸有限公司西永分公
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6819249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黔江区幕祥生猪养殖场公
章壹枚（编号5002391013198）声明作废
●重庆海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证 （证号 :50010
3046575，渝A035SX）(证号 :500103043130，渝AS737K)声明作废
●重庆苏宁小店销售有限公司遗失景阳路29
号附1-2号的装修收据007164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汉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 （编号500103503268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玖舆博泓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000MA5UHT507E）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整减资至600万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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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

注销公告:重庆巨一盛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00114MA6036633W），股东决定 ，拟将注销本公
司 ，根据 《公司法 》规定 ，请各债权人债务人在登报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鼎好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601ULX94）股东决定 ，本公 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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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蓝海世纪二号文化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 合伙 企 业 (有限 合伙 ) (统一 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
0003278178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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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26

重 庆 宏 汇 金 属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915000005828041391）遗 失 ：金 税 盘 (盘
号661554238713)、2008版增值税普通发
票 （二联 ）5份 （发票代码 5000134620，起
止号码01644592-01644596）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重庆市奔友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05645671XX）股东会决
议 ，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 减少到
10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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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路捷公路养护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号5000002101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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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

周蝶 , 女 ,24岁 , 身 份 证 号 :500242
199512290042遗失中南大学网络教
育学院护理专业毕业证书 , 证号 ：
105337201905001991,声明作废 。

杨峰不慎将车辆购置税发票遗失 ，纳税人识
别 号 ：500241199109234714， 金 额 ：9523.40
元，车辆识别代号：LEFYEDG21KHN62482，
车牌号：渝A5QJ69,特此声明。
声明：黎光举遗失重庆开乾投资 (集团 )有限公司赵
家乾 惠雅 居租 户 (6-25-6) 保 证 金 收 据 , 票 号 ：
6803528,金额:2000元 ；遗失装修保证金收据 ，票号 ：
6803530， 金额 ：1000元 ； 遗失垃圾清运费收据 ，票
号 ：6803531，金额 ：400元 ，时间:2018年9月29日 ,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慧康裕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5UNK6G29）
股东会决议 ，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80万元
减少到108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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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

重庆瑞玉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北部新区支
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6530078707301
账号112600000011980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遗失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共69份，票据号为：9802010173、9802010368、
9802010907、9814251353、9814251732、9814251871、
9814252268、9814252495、9835871148、9835872546、
9875521046、9875521126、9875521177、9875521302、
9875521636、9875522575-9875522591、9875522663、
9875525020、9875526277、9875528950-9875528969、
9875529339、7751650963、7751651405-7751651472、
7751651480、7751651501-775165151X、7751651528-
7751651536、7751651616、7751653267、7751653494、
7751655182、7751655211、7751655350、7751656740-
7751656839、7751656951-775165696X、775165709X、
7751657110、7751657372、7751657719、7751658025、
775166031X-7751660328、7751660352-7751660379、
7751660459-7751660467、7751669840；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收据19本，票据号为：
1775651-1776500、0723501-0723600；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非经营结算统一收据2本 ，票据号为 ：
001969001-001969100；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1本 ，
号码为 ：002001401-002001450；特此声明作废 。

减资公告 ：经 千鼎 （重庆 ）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统一 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000MA5YNB6278）
股东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
少到10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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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

声明 ：遗失重庆渝北区房友地产顾问有限公
司开具给重庆英林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签
署房友保证金收据，收据号码：3010322金额 ：
10000元（壹万元整 ），特此声明作废

百合佳缘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坪
VIP会员服务中心遗失合同三份，合同编号
为 ：百合VIP20180303260、百 合 VIP201803
03264、百合VIP20180303263。 声明作废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团险单证号 ：G01170569256，G01170569212，
G01170569166，G01170569043，G01170569144
已遗失，特登报声明。
减资公告：经重庆五颗小花椒餐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234MA5YPB0P89）股东会研究决定 ，将本公
司原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1000万元现减资至100万元 ，根
据 《公司法 》规定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
内来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 特此公告 。 2019年11月26日

遗失重庆浚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给张
以敏8幢13-4专用票据1张 ， 票据号00029251
金额18169.4元； 开具给耿芜6幢4-3, 票据号
00029246.金额22474.8元。 声明作废！

叶建林不慎将车辆购置税发票遗失 ，纳税人
识别号 ：51292419681105167X，金额 ：3652.55
元，车辆识别代号 ：LVAV2JVB6KE203634，车
牌号 ：渝AK1U79,特此声明。

债权转让告知函
赵忠勇、韩吉芬：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 》以及本人熊开碧与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以下简称 “光大银
行 ”）于2019年11月21日签订的 《债权转让
协议 》， 光大银行已将依据2018渝0103民
初 4448号 、4454号 、4443号 、4451号 、4453
号 、4455号 、4452号7个生效 《民事判决书 》
对你方享有的主债权以及产生的孳息 、担
保、抵押等从权利全部一次性转让给本人
熊开碧，届时光大银行已不再对你享有前
述债权，请你在收到本通知书后立即向本
人熊开碧履行全部还款义务 。

通知人：熊开碧 2019年11月25日

公 告
重庆中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杨永清 （身份 证
51022419630121****） 约定 。 本公司合同专用章
（J）（编号5001087085179），交与杨永清 ，只限用于
工程使用。并约定于2017年10日23日归还，现杨永
清失信至今未归还此印章。 为保护本公司合法权
益 ，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由此印章所产生的一
切经济及法律责任 ，均由杨永清承担。 特此公告

重庆中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转让声明
本人陈路 （身份证号500103198411226215）将
渝中区人民路160号门面使用权转让给李磊
（身份证号500229198409270726）特此声明

遗失重 庆大 渡口汽车运输 公司 营运证 渝BR3869号
500104011490渝BH6056号500104009405 渝B7799挂号
500104003089渝B3756挂号500104007290渝B7556挂号
500104009580渝BN2957号500104010104声明作废
重庆华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开选择合作方的公告
重庆华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彩公司）是重庆化医控股 （集团 ）公司全资子公司

重庆特品化工有限公司控股企业 ，位于重庆市长寿区轻化路原川染厂内，主要从事还原染料生
产及销售。 现因改革发展需要 ，拟以还原染料车间资产作价出资与优势合作者组建合资公司 ，
生产还原橄榄T、绿B等染料。 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 、还原染料车间资产情况 ：华彩公司还原染料车间资产包括土地约65亩 、生产装置及废
水预处理装置 ，资产账面价值为6468万元 。 按照《重庆市长寿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印发<长寿区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1公里范围内化工企业分类处理再整治再提升
工作方案>通知》（长推长办发〔2019〕3号）及 《重庆市长寿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
实推动化工企业搬迁入园工作的通知》（长经信发〔2019〕21号）要求 ，华彩公司需在2020年底前
完成搬迁进入合规园区或依法关闭退出。

二 、合资方案简述：1、合资公司注册资本金9000万元 。 华彩公司以还原染料车间资产评估
作价作出资（其中4590万元作注册资本金，余下作资本公积 ），占股比例为51%；合作方以等比例
现金出资（其中4410万元作注册资本金 ，余下作资本公积 ）。 2、合资公司董事会成员五名 ，华彩
公司委派三名，合作方委派两名，董事长由华彩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总经理由合作方推荐 ，财
务总监由华彩公司提名。 3、合资公司监事会成员三名，华彩公司推荐一人，合作方推荐一人 ，职
工监事一人 ，按程序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由华彩公司推荐 ，监事会选举产生 。4、合资公司为国
有控股企业 ，按照《公司法》及国有企业要求规范运营。

三 、意向合作方基本要求：1、资金实力 ：合作方为国内注册企业 ，注册资本金不低于5000万
元，同意在合资公司注册后一个月内完成认缴出资 ，无不良资信记录 。 2、行业背景：合作意向方
自身或股东熟悉染料行业，有相关从业背景 ，有染料生产 、销售资源优先 ，能够提供废水升级治
理及新产品技术者优先 。 3、与华彩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后 ，愿意支付1000万元作为履约保证金。

四 、意向合作方比选方式 ：投资者获悉本次公告 、认同本公告合资方案并有意与华彩公司
合作后 ，书面向华彩公司提出投资意向并递交相关资信 、资质等证明 ，华彩公司经过核实后采
取竞争性谈判的方式择优选择合作者 。

五 、报名时限及联系方式：1、报名时间 ：本公告刊发之日起七日内 。
2、联系方式：联系人：黎彬 联系电话：40616889 13658389730

重庆华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1月26日

重庆企业
期待重铸辉煌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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