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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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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专业法律服务
15735648468

合同纠纷、法律顾问
人身损害赔偿、刑事辩护

遗失声明
原有重庆市壁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2277560203481F，法定代表人叶太梅，营
业期限2002年12月19日至2052年12月30日遗失其
公章、财务专用章、原法人私章各一枚，公章编码（5002
272100397）财务章专用章编码（5002272100397），
原法人叶秀私章壹枚，现申请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债权转让通知书
重庆七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蒋君承、李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的
规定，以及我本人与王发明达成的债权转让协
议，现将我本人对重庆七阳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蒋君承、李静的50万元债权及利息等，依法
转让给王发明，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
也一并转让。请重庆七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蒋君承、李静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应向
王发明 履行全部义务。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
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特此通知!

通知人:刘翔 2020年11月24日

●（父：秦云，母：向光平）秦嘉楷遗失出生医学
证明，出生证编号：P50024049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硕凯电气有限公司公章（500107000095505）作废●遗失唐建秀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开具富力
城天禧A1-15-8装修保证金收据2000元,编号0035363,作废●张凤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510211196503310623，特此声明。●刘志远2014年10月身份证被盗510223196303158191作废●周婷婷2014年遗失身份证500381198706226845作废●张菡月遗失位于沙坪坝区天梨路200号附2号20-2的重
庆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编号沙小字第30650号，声明作废。●遗失中共重庆市大渡口区卫生计生
监督执法局支部委员会印章证明●渝中区仁涛茶具经营部遗失公章（编号：500103814
0488），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038140489）声明作废●个体工商户王劲(纳税人识别号429005197404278
27X01)金税盘(编号661554222851)遗失，特此声明。●遗失中华橱柜有限公司2012年10月26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8600261476，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通知
陈元：

本人蒋欣已于2020年 7月 2日将
（2019）渝0112民初22161号判决书中
所载明的对你享有的全部债权转让给广
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请
你直接向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履行债务清偿义务。

特此通知。
原债务人：蒋欣

2020年11月24日

重庆淼洁实业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8
MA5U3H5D4X），遗失已开增值税普通
发票1张，发票代码050001900104，发
票号码37945458，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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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垫规资告〔2020〕79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要求，经垫江县人民政府批准，经垫江县人
民政府批准，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对位于垫江工业园区澄溪组团内的F10-1/02地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的名称和地址：出让人：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地址：桂阳街道桂西大道南阳内转盘 联系电话:74684675、74684677、74501155
二、挂牌地块概况

三、竞投者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
四、挂牌期限、地点及竞价方式：凡愿参加竞投者，可于即日起至2020年12月20日下午5时（节假

日除外）到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下载挂牌交易文件和垫江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地产服务中心索取，
定于2020年12月21日上午10时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桂西大道南阳公园机关办公中心2号楼2楼举
行现场竞买揭牌会，本次挂牌采取现场报名方式，有意竞买者在2020年12月21日上午9时前汇入指
定的竞买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账号、户名等信息详见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垫江县）（https://
www.cqggzy.com/ dianjiangweb）“土地交易”栏目，本地块招标（出让）公告页面底端的《本项目投
标保证金指定收取账户信息》。以到银行账上时间为准，否则不予受理报名），并凭银行到账凭据进入
揭牌会场，要求竞买人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委托书、营业执照附本、资质证明书、承
诺书、竞买申请人签署意见的《竞买须知》2份、居民身份证及印鉴，填写竞买申请，经审查合格后方取得
竞买资格。该地块每次增价不得少于5万元人民币，价高者得。

五、其他约定条件（见须知、中国土地市场网和垫江县人民政府网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板块）：竞买者
报名前，需先由垫江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出具符合产业政策的证明材料。竞买者参加竞买时需提交土地
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有支付土地价款的资金的承诺书。

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11月18日

＞0.7
＜1.5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30

重庆嘉峰物流有限公司，营运证号503810
32992车牌号渝DU7896营运证遗失作废
重庆中康运输有限公司，营运证号503810
25999车牌号渝D32998营运证遗失作废

致歉声明
2020年5月8日-2020年9

月期间，我公司在“天雄挖掘机维
修”网站持续发布了多篇标题为

“某某县成工重工装载机维修电
动机不正常”等类似标题的不实
信息和文章。上述文章内容与事
实不符，对成工重工机械有限公
司的商业信誉及名誉造成了非常
恶劣的影响。我公司深表歉意，
现我公司已删除了网站中的不实
信息和文章并向成工重工机械有
限公司赔礼道歉，特此声明。

九龙坡区天雄工程机械修理厂
2020年11月23日

遗失声明：重庆斯穆碧根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4A897T）因保管不善，
将业务编号为：45500000201611083344的《境内机
构外债签约情况表》以及业务登记凭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市中国旅行社(集团)有限公
司綦江区门市遗失国内合同一份，合同号
GN0118328，特登报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
任何合同纠纷与重庆中旅集团总部无关。

遗失重庆融联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收据一张，
收据编号：P1022-00000478，流水号：10000493。
款项内容：融创金开融府-融联盛三期住宅3-13-1-
1-3定金，金额：1881211.67元。特此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汤师傅秘厨禾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TACY3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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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汤师傅秘厨禾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ML8K5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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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

恩施市超群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遗
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九龙坡支行老顶坡分理
处开户许可证，账号0416010120010006551，
核准号J6530069102301，声明作废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采购公告
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拟进行一次性使用医用
口罩采购（第十批），诚邀具备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生产/销售资格的公司参与询价，有意者请于2020
年11月30日前联系王老师，电话63205012。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涪陵区洪高榨菜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02MA602Y7B67）成员大
会决议，本社拟将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
专业合作社法》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之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比选公告
重庆巴驿公共交通站场管理有

限公司就重庆北站北广场公交枢纽
站LED信息发布设备采购项目进行
比选，欢迎各单位前来参加。报名截
止时间2020年11月30日17:00。
联 系 人：陈老师023-67647796
报名地址：渝北区红旗河沟理想大厦

A栋25楼科技信息部

11 月 21日，渝股太阳能（000591）
推出上市后首份股权激励计划，拟向共
计 133 名公司领导班子人员及高中级
管理人员和核心管理/技术人员，授予
总计3006.32 万份股权期权，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约0.9997%，行权价格为4.76
元/股，计划有效期10年，等待期2年。
11月 20日，太阳能报收4.76 元/股，换
手率1.95%。

太阳能表示，推出股权激励计划的
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公司建立、健
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领导班
子人员及高管、中干及核心管理人员、
技术骨干人员的积极性。根据草案，上
述股权激励计划主要业绩解锁条件为：
2021年～2023年每年的总资产报酬率
分别不低于5.5%、5.6%和5.7%，且均不
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以2019年营

业收入为基数，2021 年～2023 年营业
收入的复合增长率分别不低于7%、8%
和9%。

太阳能同时决定，由下属全资子公
司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下属控
股子公司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公司），正式投资
年产6.5GW高效太阳能电池和1.5GW
高效组件智能制造项目。项目投资总
额约 29.63 亿元，建设周期预计 12 个
月。

为解决项目建设资金问题，除使
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外，镇江公司
还拟引入投资者进行增资扩股，并同
步实施员工跟投方案，除太阳能科技
和员工跟投平台外，引入不超过 5 名
（含）投资者。通过设立有限合伙企业
跟投平台，以与投资者同样的价格和
交易方式，实施员工跟投，员工跟投后
持股比例约为增资扩股后镇江公司总
股本的6%。

渝股太阳能推3006万股期权激励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
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杨宝川

11 月 23 日晚间，渝三峡 A（000565)发布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成都渝三峡油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成都渝三峡）100%股权结果的公
告，截至2020年 11月 20日，该股权公开挂牌
期满，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重庆联交所已对
该项目予以撤牌处理。

据了解，虽然项目撤牌，但渝三峡A通过
没收意向方成都银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成都银诚）保证金，赚了1000万元。

渝三峡A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在重庆联
交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成都
渝三峡 100%股权,公开挂牌价格为 24546 万
元。之后，2020 年 10 月 22 日，以转让底价
22116 万 元（前 期 公 开 挂 牌 转 让 底 价 的
90.10%），重新在重庆联交所进行信息披露。

11月23日，接到重庆联交所的《项目撤牌
告知函》：因该项目至2020年 11月 20日未征
集到意向受让方，根据相关规定，重庆联交所
对上述项目予以撤牌处理。

据介绍，渝三峡A于 2019 年 5月 22日与
成都银诚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书》，但成都银

诚在上述信息披露公告期内（2019年 11月 21
日至2020年11月18日）未参与本次竞买。今
年11月 18日，渝三峡A收到成都银诚关于中
止履行《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函件，对方称不参
与本次公开挂牌转让成都渝三峡100%股权项
目的竞买。公司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意
向书》的约定，若成都银诚不参与竞买，则成都
银诚所交保证金，公司不予退还。预计此事项
将为公司本年度营业外收入增加 1000万元，
公司本年度利润总额将增加1000万元。

按照渝三峡 A 去年 9 月对成都渝三峡
100%股权挂牌公告，曾提示风险，表示成都渝

三峡在土地使用权性质变更为出让住宅、住宅
兼商业用地且自主改造假设条件下，股东全部
权益的测算价值为人民币24545.30 万元。该
价值是在上述假设条件下进行的最大利用价
值测算。由于土地使用权能否按委托人要求
变更性质及变更性质后的规划条件等存在不
确定性，故能否实现该测算价值存在不确定
性，才提请全体投资者及竞买人应充分关注。

1000万保证金打水漂，成都银诚为何不再竞
买成都渝三峡股权？业内人士认为，应该是当时该
公司考虑欠周全，即便渝三峡A对转让价格进行
了小幅下调，也依旧难以获利，最终不得不放弃。

渝三峡A卖成都公司100%股权无果撤牌 意外赚千万元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
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孙丹

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人民银行高度重视重
庆的金融发展，将从三方面支持重庆改革和金融发展。

在金融供给侧改革方面，陈雨露表示，人民银行积极
制定有利于重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规划方案，充
分发挥重庆的产业、体制、生态优势，优化重庆金融营商
环境和法制环境，在重庆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科
技、金融产品、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开放市场和金融生态
体系。

在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对标国际高水平扩大金融

业准入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支持重庆在中国金融业高
水平开放中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要深化与包括新加坡
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资金融通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将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理念，坚持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互利共赢的原
则，完善开放市场导向的投融资体系和金融风险审慎管
理体系，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重庆在这些
方面有很好的基础，一定能够在构建内陆开放新体系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陈雨露说。

人民银行
为金融开放
提供新动力

11月23日下午，2020中新金融峰会在重庆和新加坡会场开幕。两地同步举行了重点项目“云签约”，共同签署项目46个、合同
金额774亿元。其中，园区、平台及机构建设类项目13个、金额227亿元；海外发债、国际商业贷款等金融服务类项目33个、金额
547亿元。

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上述项目覆盖金融科技、绿色金融、跨境融资等领域，具有较强的示范性、带动性，将进一步提升中新
金融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助力重庆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声 音

“一行两会一局”：支持重庆在内陆金融开放中发挥更大作用

11 月 23 日，
在 2020 中新金融峰会

上，“一行两会一局”有关
负责人及代表齐聚重庆，发
布在重庆的最新金融支持政
策，推动更高水平的金融领
域开放，在内陆金融开放
中发挥更大作用。 “刚刚举行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描绘了未来中国

发展的新蓝图，为深化中新合作提供了广泛空间。”
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表示，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作
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纽带，其功能将更加丰富，
作用更为突出，将有助于重庆进一步整合西部地区
资源要素，进一步发挥内陆开放高地的辐射作用，融
合国内国际双循环，助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更大的
发展。

黄洪说，银保监会继续加强中国与东盟金融服务互

联互通，携手开辟金融业高水平双向开放新局面，进一
步深化合作、扩大开放，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建设方面，银保监会积极支持
互联互通项下航空、交通物流和信息通信等重点领域，
提升跨境服务能力，创新贸易融资产品。同时，支持金
融机构依托互联互通项目的渠道和成本优势，在服务重
庆本地的同时，逐步辐射四川、陕西、青海、贵州等西部
省份，不断扩大中新合作金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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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焦津洪介绍，中
新跨境投融资、证券期货金融机构互设和金融人才交流
的步伐在不断加快，新加坡也成为中国证券期货经营机
构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步伐，没有因为疫情的因素放
缓，反而在不断地加快。“今年初，我们提前取消了证券
公司、基金公司和期货公司的外资持股比限制。”焦津洪
谈到，这进一步降低了国际投资者的准入门槛，扩大了

投资标的范围。他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开放，将
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多便利的投资渠道和日益丰富的
投资及避险工具，促进中新两国资本市场的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证监会也将全力支持和积极配合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和陆海新通道建设，着力构建国内国际
新格局，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放宽投资
范围；深化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完善互通机制，深入推进
证券期货行业开放，并研究推出中新ETF互通的可行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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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宣昌能表示，近三年来，重
庆陆续实施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资本项目收入支付
便利化、企业外债登记便利化等 20 多项外汇政策创新
试点，金融外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不断提升。

“外汇管理部门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重庆开放创
新，支持中新金融合作拓展深化。”宣昌能介绍道，促
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外汇管理部门将推动外汇管
理方式，从事前审查全面转向事后核查。支持进口与

出口、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协
调发展，便利重庆的市场主体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同时，以中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助
推资本项目稳步开放。外汇管理部门将以金融市场
高水平双向开放为重点，积极支持重庆金融创新发
展，探索开展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探索
开展两地基金互认试点，支持重庆地区高质量引进来
和高水平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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