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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重庆首家创业板上市公司易主。4 月 8
日晚间，重庆莱美药业公告，中恒集团已收
到广西国资委出具的批复，同意其收购莱美
药业方案；同时，中恒集团也已收到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
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对其通过
合同及股份收购方式取得莱美药业控制权
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这样，公司原实控人
邱宇与中恒集团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
已满足生效条件，中恒集团成为公司单一拥
有表决权份额最大的股东，公司实控人变更
为广西国资委。

今年1月20日，莱美药业控股股东邱宇与
中恒集团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邱宇将其
直接持有公司全部股份（约 1.84 亿股，占比
22.71%）所对应的表决权，独家且不可撤销地
委托中恒集团行使。本次《表决权委托协议》
将经有权国资管理机构审核批准且收到反垄
断主管部门就经营者集中作出不进一步审查
或不予禁止的通知之日起生效。

目 前 ，中 恒 集 团 直 接 持 有 莱 美 药 业
3631.50万股（二级市场买入），占比4.47%；上
述《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后，中恒集团拥有表
决 权 的 股 份 数 量 合 计 约 2.21 亿 股 ，占 比
27.19%。

天眼查数据显示，广西投资集团持有中恒
集团26%的股权，广西政府授权广西国资委对
中恒集团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广西国资委为
中恒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莱美药业今年 3月推出的非公开发行预
案中，中恒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恒同德、广
投国宏拟合计出资约 10.97 亿元，认购全部
2.44亿股定增股份，并锁定36个月。届时，中
恒集团控股比例将进一步提升。

莱美药业有关负责人表示，引入中恒集团
作为国有战略股东，将有利于公司经营稳定和
持续增长，后续中恒集团和公司将通过产业协
同合作、金融资源支持等方式，促进公司在生
物医药产业领域内进一步做精做强。中恒集
团则表示，通过取得莱美药业控制权，在生物
医药产业领域与其进行深度合作，将莱美药业
作为中恒集团体系内的创新生物医药技术和
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平台。

渝股动态

莱美药业正式易主广西国企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闫涵

周四上证指数波澜不惊，但正是这种困乏
的走势，一不小心就创下了“10个月最小振幅
纪录”。那么，这个位置出现 10 个月最小振
幅，究竟有着怎样的涵义呢？对此记者采访了
几位证券人士为投资者指点迷津。

说明观望情绪浓厚

“10个月最小振幅说明市场观望情绪浓
厚。”银河证券江南大道总经理唐贺文指出，

“由于市场早已对周五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形
成了很差的共识，因而在经济数据公布后，管
理层会否出台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促进实体
经济尽快恢复常态的政策红利，则是大资金更
加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说在经济数据公布与
实质性政策红利进一步出台前，大资金除了愿
意在局部新经济题材上做文章外，整体以观望
为主。所以，沪指创出10个月最小振幅纪录，
反映出市场观望情绪较为浓厚。预计后市将
进入重心慢慢上移但易跌难涨的格局。”

昭示短线振幅加剧

“创10个月最小振幅纪录后，短线震荡会
加剧。”华龙证券新华路总经理邓丹认为，“清
明前后总有一波上涨行情的原因在于一季度
结账期结束使得资金面有所改善，但从过往数
据来看，到了4月中旬，这种资金面相对宽裕

的局面又面临着较大的变
数。反映到技术面，这颗 10 个
月最小振幅的十字星便是明证。通常
情况下，上涨行情中振幅突然缩小到阶段记
录，意味着后面会在剧烈震荡中继续前进，只
是上涨时间和空间都进入了瓶颈区域。所以，
这个位置突然出现10个月最小振幅，很可能
是主力有些忌惮2850点一线的阻力位。不过
就当下而言，出现暴跌的可能性顶多是盘中行
为，而不会出现单日长阴，原则上2850点还是
会在本月见到的。”

应把握好低吸机会

“创10个月最小振幅纪录后，低吸的机会又
将来临。”申万宏源高级投顾何武表示，“其实从
两市的量能来看，并没有因振幅大大缩小而明显
萎缩，创业板甚至还比周三放量了，看来资金的
活跃度还是比较高的。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创业板市场，两个指数都逼近了30天线与60天
线。短期固然存在一定的阻力，但这里只要出现
急速下跌，无疑会对下方的支撑起到夯实的作
用。前期创业板综先于创业板指刷新调整低点，
创业板指的双底量度升幅在2100点缺口位置。
所以，短线不排除大幅洗盘的可能，而这将提供
一个稍纵即逝的抄底机会。当然，那些近期爆炒
的品种和存在退市风险的个股，一定要避而远
之，继续关注石油板块的战略性投资机会。”

投顾观点

沪市进入易跌难涨阶段

在外盘的普涨声中，周四A股艰难攀行，其中沪市创出了10
个月最小振幅纪录。截至终盘：上证指数收报2825.90点，微涨
10.53 点，涨幅 0.37%；深证成指收报 10463.05 点，小涨 76.50
点，涨幅0.74%；中小板综小涨0.75%；创业板综上涨1.34%。
两市成交金额合计6530.59亿元，比周三萎缩4%。

市场人士认为，沪市面临的阻力已相当明显，股民可抛售近
期爆炒的品种。

通达信统计数据显示两市涨跌个股比例
是2301:1249，涨停的非ST股93只，涨幅大于
5%的股票149家，跌停的非ST股8只，跌幅大
于5%的股票32家。盘面看，RCS（融合通信）
板块连续第 3 个交易日大幅飙升，板块从 12
只股扩容至 16 只股，且涨停股票占了 14 家。
受此激励，一些新经济题材冲到了涨幅榜前

列，在线教育、数据中心、远程办公、知识产权
板块大涨逾 2%。此外，医疗类板块如智能医
疗、免疫治疗、民营医院、仿制药、抗癌等板块
也大涨了2%以上。不过，近期爆炒的品种，以
及公布业绩不及预期的股票，自清明开始以来
连续3个交易日暴挫，显示出结构性风险愈演
愈烈的客观事实。

RCS带动新兴产业走俏

周三上证指数受美股暴涨的影响高开10个
点，随后多头每一次向上进攻都遭到了空头的回
击，但指数却始终没有翻绿，全日维持在2832.40-
2820.43点这个狭窄的区间内反复震荡，仿佛在画

“心电图”，最终收盘价只比开盘价高0.06点。值得
注意的是，沪指0.43%的单日振幅，创出了2019年
8月13日以来的单日最小振幅纪录。创业板市场
则继续领涨大势逼近30天线大关。

沪市振幅10个月最小

隔夜美国三大指数高开高走，终盘涨幅均
达到了3%以上。

在美国股市全线大涨和新华 A50 由弱变
强的提振下，周四亚太市场近乎全线走高。
截至北京时间 18 点，除了中国台湾加权指
数、日本日经 225 指数和新西兰 50 指数微跌
外，其余不同程度上涨，其中印度股市暴涨
4.12%，巴基斯坦股市大涨 2.67%，新加坡海
峡时报、越南胡志明、韩国成分与中国香港恒

生指数涨幅均大于1%。
开盘不久的欧洲股市涨跌参半，法国、瑞

士、荷兰、西班牙股市小幅下挫，幅度均在1%以
内；其余的不同程度上涨，但涨幅也在 1%以
内。商品期货市场涨多跌少，伦铜小跌0.74%，
黄金白银分别劲升1.17%、1.72%，美国大豆微
涨0.35%，而纽约原油则飙升6%。美国三大指
数期货徘徊于红绿之间。美元指数跌破了100
点大关。

美股期指夜盘走高

底部底部

辞职声明： 重庆顺庆典当有限公司于2016年1
月停业至今 ， 并于2019年3月15日被市金融监
管局 、市商务委取消经营资格 。 从即日起本人
罗 方 斌 （51222219540720005X）登 报 声 明 辞 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一切职务 。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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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号

重庆来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你单位
与胡青青 、张菊因计时计件工资 、二倍工资差
额劳动争议案，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渝江劳人仲案字 （2019）第
1334号、（2019）第1335号仲裁裁决书 。 限你公
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前述裁决
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 如不服前述裁决 ，可于
前述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重庆市江
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逾期不起诉，前述裁
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
一方当事人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萌臣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银行开户许可
证遗失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江南大道支行，账号310002770900004
9740，核准号：J653002199570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重庆星佳锐传动技术有限 公司 (统一 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60NLD62Q)股东会决定 ,现将
原注册资本由300万元减少至5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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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04月10日

重庆市大足区精神卫生中心遗失重庆市门
诊医药费专用收据 （无碳复写纸 ）2张 ，编号
036509826、036517711， 重庆市住院医药 费
专用收据1张，编号006544012，声明作废

公 告
重庆精恒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南岸分公司 ：
刘光全于 2019年12月2日向我局提交的刘光全
工伤认定申请 ， 我局经调查核实于2020年2月4
日作出南岸人社伤险认字 〔2020〕143号 《认定工
伤决定书》，认定刘光全受伤属于工伤 。 因无法
向你单位送达该 《认定工伤决定书 》，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经过60
日 ，即视为送达 。 如你单位对本决定不服 ，可自
收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南岸区人民政府或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 ，
或者6个月内向南岸区人民法院申请行政诉讼。
重庆市南岸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4月10日

通知 ：周密 （身份证 号 ：51020219660406****）因 你
一直未与单位联系 ，无法进行工作安排 。 请你于
登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回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
相关手续 ，逾期不予办理 ，视为自动辞职 。
重庆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4月10日

●遗失重庆路格维特企业管理中心公章 （编号500
2391044128）财务章 （编号500239104412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慧广利众商务咨询中心公章 （编号500
2391044125）财务章 （编号5002391044126）声明作废

重庆古瑞广告有限公司 （账
号 ：111635030692） 遗失中 行
高新支行开户许可证 ， 核准
号：J6530042697002，声明作废

公 告
秦慧 ，身份证 ：422129197707220366，于2019年3月
9日交接工作 ， 从重庆小蓝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MA5UCTYL63）离
职 ，不再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职务 ，该公司的债权债务和法律纠纷和本人无关 。

减资公告
经重庆渝中新浩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00000MA5U976R01）
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公司注册资金由378600万
元减少为256312.342057万元 。 根据 《公司法 》
规定 ，自公告之日 （即2020年4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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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此公告 2020年4月10日

接房通知
尊敬的金科城业主 ：

金科城项目M55区 （金科城嘉陵江上 ）所
有楼栋住宅及附属商业 （楼栋均为派出所编
号 ）经竣工验收 ，已符合交房条件 。 请以上物
业的业主于 2020年4月14日-2020年 4月 15日
到金科城物业管理处办理接房手续 ， 接房时
请按 《接房通知书 》要求带齐全部资料以及购
房合同 、按揭合同 、按揭贷款上账通知单 、房
款缴费依据 、代收费 （契税等 ）缴费依据及产
权人身份证等接房和办理产权的相关资料。

接房电话 ：023-63226287。
特此通知 ！

重庆金科汇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日

询价结果公告
项目名称 ：维保体系标准化管理咨询采购项目 ；
成交单位 ：重庆新益为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成交价 ：455000元 。

刊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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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市巴南区双河口市场服务所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重庆乐媒乐广告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八一路支行开
户许可证,账号114434170807核准号 J65300417625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健享晨康商贸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朵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编号5001038
098018)、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3809801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昱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编号500105
7059075)、财务专用章壹枚 (编号5001057059076)声明作废
●遗失2002年12月25日核发的重庆夏歌通讯设备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8210268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新鸿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陈进建造
师印章，编号：渝219101013573（07）声明作废。
●遗失重定义 （重庆 ）科技有限公司 （税号91500000M
A60EYFW41）税控盘，盘号661925085163，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保险增值税
专用发票:发票代码5000184130号码00382474声明作废
●重庆迅霆企业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遗失2018.6.20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YYKPL8N作废

●遗失九龙坡区重佳机械厂财务专用
章（编号：5001078089090）声明作废
●重庆逸汇印务有限公司遗失2018-01-30核发营业执照
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YR2800C作废
●声明 ： 重庆汉海海洋生物科普有限公司
遗失原法人章（李晓青）一枚,声明作废 。
●重庆 (香港 )中原营销策划顾问有限公司遗失
租赁合同一份0020768一式三联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五铢易铖商贸有限公司
公章5002391048305声明作废。
●黄文彬不 慎 遗 失 医 师 资 格 证 ， 证 号 20005011051022
5681229617；遗失执业证，证号110500381000410声明作废
●上海适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重庆万达广场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开收据5437045物管保证金8572.8元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高创万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 ，声明作废
●周新学遗失位于石桥铺老街 （I期 ）项
目九征（2012）石字第185号，声明作废。
●重庆烁森机电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5001078159602,声明作废
●重庆工商大学蒋靓三方协议编号20200004429遗失作废
●向芬于2020-4-9遗失身份证500241199003036525作废
●遗失重庆恒纳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03801350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淘润餐饮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
及公章壹枚 (编号500105102789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鼎轩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未经公安机关备
案自行刻制的公章壹枚(编号2007247661)声明作废 。
●遗失刘柯馨出生证,证号:R500228531,声明作废
●遗失江北区邦允农副产品经营部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重庆广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遗失邱军
造价员印章，证书号 ：50100713364，声明作废

公 告
重庆市挚爱礼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本委受理的
申请人江洁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 。
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渝两江劳仲案字 〔2019〕第
1131号仲裁裁决书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裁
决结果如下 ： 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五
日内支付申请人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 3月31日
工资24000元 。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
送达。 如不服本裁决，可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期满不起诉的 ，本裁
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一方拒不履行的 ，另一方可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4月10日

公告：重庆市挚爱礼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的王大兰 、 胡淼诉你单位的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
结 。 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渝两江劳仲案字 〔2019〕第
1130、1133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 裁决结果
如下：一 、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五日内支
付申请人王大兰2019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工资
7850元 ；二 、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 5日内
支付申请人胡淼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工资
6900元 。 限被申请人自收到本裁决之日起5日内付
讫。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本裁决
为终局裁决 ，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不
服本裁决 ， 可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 《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 第49条规定情形
之一的 ， 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 30日 内向本
委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一方当事人逾
期不起诉或不申请撤销又不履行的， 另一方当事人
可申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4月10日

公 告
重庆巴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申请人
朱文希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 。 因
无法向你单位送达 渝两江劳仲 案字 〔2019〕第
1030号仲裁裁决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裁
决结果如下 ： 驳回申请人朱文希全部仲裁请求 。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 如不
服本裁决 ，可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期满不起诉的 ，本裁决书即
发生法律效力。 一方拒不履行的， 另一方可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 特此公告 。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4月10日

重庆金亭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医疗废物处理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 》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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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q.cq.gov.cn/news/news/2020 -
4/10_133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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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金亭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联
系人 ： 陈先生 ， 电话 ：13883088999； 邮箱 ：8120
96688@qq.com。 环评单位：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联系人 ：王工 ，电话 ：13637820623；邮箱 ：
26620723@qq.com。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
受到本项目影响的所有公众及对本项目建设或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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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电话向建设单位或
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 5.公众提出
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4月3日至4月10日 。
建设单位：重庆金亭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4月8日

USUM Investment Limited渝商投资有限公司
(the "Company")

Notice of Appointment of Liquidator
Under Section 204 of the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NOTICE is hereby given pursuant to Section 204,
subsection (1)(b) of the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that the Company is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The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menced on 13 Mar
2020. The liquidator is TANG, Lu of Room 3204,
32/F., Block 2, YuNeng International, No. 51 XueFu
Avenue, Nan'An District, Chongqing, China.
TANG, Lu
Liquidator
USUM Investment Limited渝商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
清盘人委任通知书

根据2004年英属维尔京群岛商业公司法第204条
兹根据2004年《英属维尔京群岛商业公司法 》

第204条第（1）（b）小节发出通知，公司处于自愿清
算状态。 自愿清算于2020年3月13日开始 。 清算人
为中国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51号渝能国际 2座
32层3204室的唐璐。
唐璐
清算人

拟中选结果公示表

第一中选候选人 北京市中冠水利工程监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第二中选候选人 四川瑞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第三中选候选人 四川精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拟中选人 � � � � � � � � � � � � � � � � � � � �中选金额 2.39%（费率）

重庆市北碚 区
柳三金 高山地
区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 工
程监理

项目名称 重庆市北碚区柳三金高山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监理
比 选 人 重庆市碚江水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张老师 023-60306353

北京市中冠水利工程监
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投诉受理部门 重庆市碚江水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3-60306353
重庆缙融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3-68207762

(公示期：2020年4月10日-2020年4月14日 )
拟中选结果公示表

第一中选候选人 重庆亨伟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第二中选候选人 重庆市建功盛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选候选人 重庆中正同创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拟中选人 � � � � � � � � � � � � � � � � � � � �中选金额 107900.00

重庆市北碚 区
柳三金 高山地
区农 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 工
程跟踪审计

项目名称 重庆市北碚区柳三金高山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跟踪审计
比 选 人 重庆市碚江水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张老师 023-60306353

重庆亨伟建设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

投诉受理部门 重庆市碚江水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3-60306353
重庆缙融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3- 68207762

（公示期：2020年4月10日-2020年4月14日 ）

●遗失2012年07月31日核发的重庆瑾瑜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50010300016459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瑾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 （税号500103597973103），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59797310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速迪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注 册号
5001060001527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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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速迪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世尔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6CWTX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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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10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成禄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26MA5UF7DM7Q）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3000万元减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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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10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砼硕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 码91500108MA5YTTHG3W）股东会 决议 ，本公 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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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10日

●遗失2018年04月26日核发的重庆乐轩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092403324C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乐轩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编号50010870
06962）、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87006963），声明作废

施工公告
高新区S547线杨松路 （原S107线 ）白市驿（枣子桥 ）至龙家居山陵园进行病害维修处
置，需对部分路段进行半封闭施工 ，具体通告如下 ：
一：半封闭时间：2020年4月16至2020年6月6日。 半封闭期间限制大型载货（10T）行驶 。
二：半封闭段落：白市驿枣子桥至龙家居山陵园 ，每次设置的封闭施工段落长度约
为200米左右 。
三：半封闭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按照交通指挥和交通指示标志通行 ，或者
及时选择其他路线绕行 。 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解与支持！ 特此公告 ！

重庆市公路养护管理段
2020年4月10日

●遗失声明 ： 董建军遗失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 ，
执业机构 ：铜梁县平滩镇珠玉村十五社卫生点 。 执
业证编码 ：XC10+41500151000006，特此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高尚华遗失执业医师执业证书，
执业机构：铜梁县平滩镇团宝村卫生室 。 执
业证编码：242500224000043，特此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 张登文遗失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
书，执业机构：铜梁县平滩镇玉龙村卫生室。执业
证编码：XC10+41500151000013，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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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渔宸建材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8053206301F）2020年4月10日

重庆至优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账号 ：111602944832） 遗失中
行高新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6530019102304，声明作废

国耀圣康 （重庆 ）医药有限公司遗失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2018
年8月22日核发 ，备案编号：渝九食药
监械经营备20180200号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江北刘晓伟长良医疗美容诊所 (统
一社会信 用代码 ：92500105MA5UTBWF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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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胡 刚保险执业证02000750000080020181115269作废
遗失吕施璋保险执业证02003450000080020181201127作废
遗失庹立兵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1400002019001276作废
遗失王天贵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1400002019001292作废
遗失刘 欢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1400002019001410作废
遗失任长安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1400002019001516作废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与嘉兴湖岸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编号为【信渝
B-2020-003】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已将其对附件《转让清单》中债务人及
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及其他附属权益（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
利息债权及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依法转让给嘉兴湖岸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与嘉兴湖岸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其承继人、担保
人及其承继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

嘉兴湖岸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承继人、担保人及其承
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嘉兴湖岸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义务及生效的法律
文书确定的全部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嘉兴湖岸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0年4月10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联系人：何丽红 联系电话：023－63419277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67号信达国际1幢21楼
嘉兴湖岸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系人：梁迪恩 联系电话：13908351981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3号汇美大厦1201A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2019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嘉兴湖岸三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算

主体、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附：转让清单>>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与嘉兴湖岸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
号借款人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 担保合同编号

截至2019年6月30日
债权本金余额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判决书编号

（2018）渝0105民
初27948号

24,059,259.32

保证合同：兴银渝洋保证字2016004号、抵
押合同：兴银渝洋抵字2016001号、保证合
同：兴银渝洋保证字2016003号、保证合
同：兴银渝洋保证字2016001号、保证合
同：兴银渝洋保证字2016002号

重庆大鑫行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重庆通汇煤炭
洗选有限责任公司、重庆
和信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杨正、吕小亮、王海滨

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兴银渝洋贷
字2016001号

重庆扬正商
贸有限公司

1

商报图形
秦刚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