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小微企业 这些贷款可延期至3月31日

我市工商业户暂缓执行水费“加价制度”

近日，市发展改革委印发了《中心城区非
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以下简称

“加价制度”），为方便相关单位和社会公众更
加全面了解政策内容，该委对“加价制度”进
行了详细解读。

为何出台“加价制度”？市发改委表示，这
是为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水资源配置中的调
节作用，提高社会节水意识，促进水资源节约
和高效利用，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
方式。此前在国务院印发的《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和《国家节水行动方案》，要求 2020
年底前全面推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
制度。结合重庆实际，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
城市管理局、市经济信息委、市水利局等部
门，通过专题座谈、征求意见等方式，反复讨
论修改，并报市政府同意，形成“加价制度”，

近期由市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
“加价制度”适用范围有哪些？中心城区

城市公共供水管网非居民用水户适用本“加
价制度”，非居民用水户主要包含机关事业单
位、工商业以及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学
校、社会福利场所等。居民生活用水执行阶
梯水价制度，不执行本“加价制度”。

按照现行价格管理权限规定，中心城区乡
镇以及中心城区外公共供水管网非居民用水
超定额累进加价进度，由当地政府按规定建
立。

“加价制度”的执行时间是自2021年1月
1日起实际发生的用水量按照本“加价制度”
执行。鉴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为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工商业用户暂缓执行，具体执
行时间另行通知。

市发改委还就此次“加价制度”的内容，包
括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计费周期和超定额

水量核定等进行了解读。
首先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按照国家有关

要求，结合重庆市水资源禀赋情况以及社会
承受能力，参考北京、上海、成都、贵阳等地执
行情况，将中心城区非居民用水量分为三档，
只对超定额部分的水量加价，定额内的水量仍
按照价格主管部门公布的分类用水综合水价
（目前包括基准供水价格、水资源费和污水处
理费三部分）执行。超定额部分的水量加价标
准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限标准执行，仅在基准
供水价格基础上上浮0.5倍至1.5倍不等。

其次是计费周期，考虑到我市非居民用水
存在季节性差异，参照居民阶梯水价制度，以
年度为一个计费周期。

最后是超定额水量核定，按照部门职能分
工，由各区城市供水主管部门会同行业主管
部门、供水企业核定，具体核定办法等配套政
策由市城市管理局另行制定。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瑜

生育生活津贴可网上申领了!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欣欣 实习生 谢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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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日，记者从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了
解到，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
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政策均延期至
2021年3月31日。

具体安排如下：对于2021年 1月 1日至 3
月31日期间到期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包括单
户授信 10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个
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按市场

化原则“应延尽延”，由银行和企业自主协商确
定，继续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人民银行
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对地方法人银行办理的延
期期限不少于6个月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按
照延期贷款本金的 1%给予地方法人银行激
励。

同时，为鼓励银行继续发放普惠小微企业
信用贷款（单户授信 10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
企业信用贷款，以及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
的信用经营性贷款），人民银行通过货币政策

工具，对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2021年1月
1日至 3月 31日期间新发放的、期限不少于6
个月的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按照信用贷款
本金的40%给予地方法人银行优惠资金支持。

据了解，除了人民银行将向符合条件的地
方法人银行提供资金激励以外，还有三方面配
套措施：一是人民银行将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
策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二是
对于实施延期还本付息的贷款，银行应坚持实
质性风险判断，不因疫情因素下调贷款风险分

类，不影响企业征信记录。三是各级财政部门
在考核国有控股和参股的银行2021年经营绩
效时，应充分考虑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的
影响，给予合理调整和评价。

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相关人士介绍，如果
市民有办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
或信用贷款的需求，可联系银行客户经理或咨
询各银行牵头部门。如有问题建议，可拨打人
民 银 行 重 庆 营 业 管 理 部 政 策 咨 询 电 话 ：
67677526。

去年我市累计补助区县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58.8亿元

家住江北的张成文（化名），妻子患病，大
儿子残疾，小儿子在校读书，家庭收入单靠张
成文打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上个月，经审
批公示，江北区将张成文一家纳入低保，当月
领到了低保金2480元。

“现在政策好，有了低保金，我们家的负担
减轻了，平常的基本生活不用愁了。”说这话
时，张成文满脸带着笑意。

2020年，重庆所有像张成文一样的困难
群众的基本生活，都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对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中的低保等困难群众，按
低保标准2倍发放临时救助，直到出院为止；

将低收入家庭中的重残等特殊困难人员纳入
低保；对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岗复工、连续三个
月无收入来源，未纳入低保、生活困难且未参
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工，经本人申请，可发放一
次性临时救助金……

除此之外，从9月份起，重庆还提高了城
乡低保、特困供养等社会救助保障标准，目前
城乡低保标准提高至每月620元、496元，城
乡特困人员保障标准提高到每月806元，将集
中供养和散居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分别提
高到每年1456元、1256元……

值得一提的是，为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水平不因物价的上涨而降低，重庆2020年一
共启动了9个月社会救助保障标准与物价上

涨联动机制，累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6.7 亿
元，月均惠及城乡低保对象、优抚对象、特困
供养人员、孤儿，以及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
约130万人。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重
庆特意提高了补贴标准，不同的群众补贴标
准不同，不同的物价指数补贴额度不同，最高
的月份，有的困难群众能够领到114元。

市财政局负责人介绍，2020年疫情冲击
叠加经济行下，重庆在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
生活上，可以说用心更多、用情更深、用力更
大，新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获得感更强的救
助新政，全年累计补助区县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救助资金58.8亿元。

癌症免费筛查，今年又来了！来自重庆
市肿瘤防治办公室消息，2021年度城市癌症
早诊早治项目已经启动。即日起，我市符合
条件的居民可以进行肺癌、乳腺癌、结直肠
癌、上消化道癌（食管癌和胃癌）、肝癌五种常
见癌症的免费筛查。

自2012年起，重庆市每年都会启动城市
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该项目由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牵头，是国家重大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2012-2020年重庆城市癌
症早诊早治项目人群主要来自沙坪坝区、南
岸区、渝中区、九龙坡区、北碚区、渝北区和巴
南区，年龄为40-74岁的中心城区人口，项目
共筛查出2689例疑似癌症或癌前病变，筛查
确诊36例。

重庆市肿瘤防治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何美
介绍，今年该项目将进行5万人的防癌风险

评估问卷调查，并对1万人次的高危人群进
行免费临床筛查。项目还将对项目历年筛查
出的阳性人群进行随访和复查。此次项目覆
盖范围为南川区、江津区和梁平区，新增长寿
区、丰都县、石柱县和云阳县。

今年筛查对象为年龄45-74岁（以身份证
上的出生日期为准），城市户籍常住人口，未参
加过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未被确诊为癌症
或严重心、脑、肺疾病或肾功能障碍的居民。

凡符合条件且自愿参加的居民，可前往以
上七个区县辖区内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危
险因素调查和三项生物学检测。生物学检测包
括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检测（HBsAg）、粪便隐血
检测（FOB）和幽门螺旋杆菌检测（Hp）。

若被评估为癌症高危人群者，工作人
员将高危评估结果告知居民，并为高危者
预约指定的公立医院进行免费临床筛查，
筛查医院将选派具有相应资质的人员承担
筛查任务。

马上要生娃了，听说生育保险申领很麻
烦？那是从前！记者从市医保局获悉，从现
在起生育生活津贴可通过网上申领，不用再
多跑路了。

根据我市医保的相关政策，参加了职工
生育保险的用人单位女职工，符合条件的，除
了报销生育费用，还能领取生育生活津贴。
以前要去医保经办机构办，现在线上就可以
申请。只要各项资料准确齐全、真实有效，经
审核通过后，会定期将生育生活津贴发放到
个人的银行卡上。

近日，重庆高新区与重庆高速集团进行项
目签约，双方在“技术+资金”方面展开多层次
多领域合作，助力西部（重庆）科学城发展建设。

按照合作内容，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拟投
资 30 亿元，在科学城设立巨能路桥西区总
部，重点打造覆盖川渝地区，集结算、研发为
一体的区域性功能总部。

巨能建设集团路桥有限公司则整体搬迁
至科学城。目前已完成工商注册变更，将临
时选址金凤园区新材料产业园，并以此为基
础成立西区总部。

记者了解到，该西区总部包含研发中心、
结算中心及其相关配套服务功能，将建立工
程实验室、装配式建筑基地，供应商集采平
台、设备租赁加工公司。建成后，将利用自身
优势，引进上下游合作方或供应链相关企业
落户科学城，实现生产、供应、销售、使用一条
龙服务。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瑜

巨能路桥西区总部落户科学城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欣欣

1月 10日，记者从两江新区（自贸区）法
院了解到，近日，该法院与市工商联联合推出
针对民营企业的诉调对接机制，推动商事纠
纷的快速化解。

据介绍，这一机制主要针对当事双方均
为企业，且住所地在江北、沙坪坝、北碚、渝
北、渝中、九龙坡、南岸等七个行政区内的商
事案件，由市工商联推荐，法院择优选择具有
较高法律素养和社会威望的调解员组建调解
员库。

两江新区（自贸区）法院综合审判庭副庭
长乔小勇表示：“当事人可以分别选择自己辖
区工商联推荐的调解员一名，再由人民法院指
定一名第三方调解员，此举能够充分保证调解
的中立性和公正性，更快地化解矛盾纠纷。”

此次特别引入“互联网+多元化解”纠纷
化解模式，真正做到全程留痕、动态管理。所
有调解案件将一律纳入“易解”平台在线进
行，充分发挥诉调对接机制“风险防范站”功
能，集中归纳、整理、研判自贸区民营企业商
事纠纷呈现的新态势，向民营企业发布《法律
风险提示书》，增强民营企业风险防范能力。

两江新区法院推出
跨区域诉调对接机制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严薇

2021年度重庆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启动

7区县符合条件居民可免费筛查五种常见癌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瑜

重庆润山东方百货有限公司
关于自行清算及债权申报的公告
重庆润山东方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

山百货公司”）拟进行清算注销。润山百货公司现
已成立清算组，开始进入清算程序。

请润山百货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刊载之日
起45日内，向润山百货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所
需提交债权申报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明材
料、载明债权人名称、地址等具体内容的债权申报
书；债权凭证；支付凭证；担保文件等。

请债权人按如下联系方式方式提交上述文
件，如债权人逾期未申报债权，产生不利法律后
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申报地点：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世纪英皇
北塔14-1海川公司；联系人：龙小燕；联系电话：
13752856270。

注：申报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至十
一点，下午两点半至五点半。

重庆润山东方百货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O二一年一月六日

重庆润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自行清算及债权申报的公告
重庆润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

山商管公司”）拟进行清算注销。润山商管公司现
已成立清算组，开始进入清算程序。

请润山商管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刊载之日
起45日内，向润山商管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所
需提交债权申报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明材
料、载明债权人名称、地址等具体内容的债权申报
书；债权凭证；支付凭证；担保文件等。

请债权人按如下联系方式方式提交上述文
件，如债权人逾期未申报债权，产生不利法律后
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申报地点：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世纪英皇
北塔14-1海川公司；联系人：龙小燕；联系电话：
13752856270。

注：申报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至十
一点，下午两点半至五点半。

重庆润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O二一年一月六日

重庆润山东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自行清算及债权申报的公告
重庆润山东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润山餐饮公司”）拟进行清算注销。润山餐饮公
司现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程序。

请润山餐饮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刊载之日起
45日内，向润山餐饮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所需提
交债权申报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明材料、载
明债权人名称、地址等具体内容的债权申报书；债
权凭证；支付凭证；担保文件等。

请债权人按如下联系方式方式提交上述文
件，如债权人逾期未申报债权，产生不利法律后
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申报地点：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世纪英皇
北塔14-1海川公司；联系人：龙小燕；联系电话：
13752856270。

注：申报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至十一
点，下午两点半至五点半。

重庆润山东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O二一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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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重庆珠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我
公司拟将所持有的重庆建兴机械制造有限责任
公司100%股权（含重庆建兴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无偿划转至我公司的母公司重庆建设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并已将本次股权划转事项上报上
级主管部门，待上级主管部门批复同意后，本次
股权划转事项将正式生效实施。本次股权划转
事项正式实施后，我公司仍将持续开展生产经营
活动，不影响我公司对债权的偿付。特此公告。
重庆珠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1日

关于《云阳张飞庙旅游专用码头（基础设施二期建设工程）》
本次工程款支付前民工工资及材料欠款提前登记的通知

云阳张飞庙旅游专用码头项目（基础设施二期
建设工程），工程合同造价:1745.9255万元，经结算
审定后工程造价:2519.970017万元，截止2020年
1月，建设单位已累计拨付工程款:1396.740408万
元，本次项目部申请拨付工程款：997.231009万
元。该项目已全面进行了工程竣工验收，项目部早
已撤场。为确保本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及材料商
资金到位落实，请与本项目有关的所有债权债务相
关单位及人员，按照与项目部的结算对账双方确认
签字手续，在2021年1月16日前联系本公司完成
相关登记手续，逾期未登记的视为自行放弃相关权
利，以后本公司概不负责。从即日起，一切以该项
目名义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及法律纠纷与本公司
无关，一切盖有本公司公章、项目部公章以及资料
专用章的经济类合同行为，只要不是您本人在重庆
分公司办公室亲自办理用印手续登记的，均不属于
本公司行为，本公司也不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任何经
济纠纷及法律责任。请大家相互转告！特此通知
中建鑫宏鼎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1日

联系人：代老师 电话：15223178246

沙坪坝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关于
处理逾期暂扣物品的公告

2017年至2019年，在大学城轻轨站、微电
园轻轨站、大学城北路、大学城中路、盛德路等
路段大量共享单车在人行道乱停放，严重影响
市容市貌，重庆市沙坪坝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依法暂扣了3750辆共享单车。由于
当事人（共享单车运营商）逾期未到指定地点
接受处理，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请上述暂
扣物品的所有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月
内到重庆市沙坪坝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六大队（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街
道陈南路38号，联系电话：65152821）接受处
理，逾期不接受调查处理的，相关行政执法部
门将依法对上述暂扣物品按照无主认领物品
进行报废处理。特此公告。

沙坪坝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2020年 10月 18日

归还借款本息公告
周晓辉、丁昭荣先生：你们于2014年6月24
日和我签订《借款合同》并向我借款人民币
壹佰万元整（小写：1000000.00 元），截止
2021年1月23日止，你们已欠我本息合计柒
拾玖万壹仟元整（￥791000.00元）未支付（其
中：借款本金30万元，利息49.1万元）。请你
们在本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予以支付。同
时我将保留按《借款合同》的约定追究你们
逾期归还借款及逾期支付利息的法律责任。

出借人：阳树忠 2021年1月7日

偿还借款本息公告
马瞬如、刘丽霞、顾瑞辰、顾瑞瑞、顾瑞祥：借款
人马庸持于2012年12月7日向我司借款人民
币150.00万元，并于2014年8月8日向我司
提交的还款计划。截止2020年 10月 31日
止，借款人马庸持已欠我司本息合计￥：
458.25万元 。其中本金：150.00万元；利息：
308.25万元）。马庸持因故去世，你们作为其
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应当在继承的马庸持的遗
产范围内偿还我公司前述借款本息。请在本
公告之日起三日内归还我公司前述借款本息。
出借人：重庆亘鑫投资有限公司2020年10月10日

偿还借款本息公告
马瞬如、刘丽霞、顾瑞辰、顾瑞瑞、顾瑞祥：借款人马庸
持于2012年9月3日向我借款人民币100.00万元，
于2012年11月9日向我借款人民币250.00万元，两
次借款350.00万元。同时，借款人马庸持于2014年
8月8日向我提交还款计划。截止2020年10月31日
止，借款人马庸持已欠我本息合计1463.15万元。其
中本金：350万元；利息：1113.15万元未支付。马庸
持因故去世，你们作为其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应当在
继承的马庸持的遗产范围内偿还我前述借款本息。
请在公告之日起三日内归还我前述借款本息。

出借人：阳树忠 2020年10月10日

履行还款义务公告
顾宪女士：借款人马庸持于2012年12月7日向
我司借款人民币150万元，马庸持借前述款项
时，您与马庸持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您是共同
借款人和担保人。截止2020年10月31日止你
和马庸持已欠我司本息合计458.25万元（其中
本金150万元，利息308.25万元）未支付。请你
在公告之日起三日内履行还款付息义务。同时
我保留按《借款合同》的约定追究您的责任。

出借人：重庆亘鑫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0日

履行还款义务公告
顾宪女士：借款人马庸持于2012年9月3日、
2012年11月9日向我共计借款人民币叁佰伍
拾万元整（小写：3500000.00元）。马庸持借前
述款项时，您与马庸持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
你是共同借款人和担保人。截止2020年10月
31日止你和马庸持已欠我本息1463.15万元（其
中本金350万元，利息1113.15万元）未支付。请
你在公告之日起三日内履行还款付息义务。同
时我保留按《借款合同》的约定追究您的责任。

出借人：阳树忠 2020年10月10日

履行担保义务公告
顾宪女士：马庸持于2012年9月3日与我司负责人阳树忠
签订的《建筑项目合作协议》，您作为担保人在该协议上签
字。马庸持于2014年8月8日向我司做出的关于交纳管理
费的担保承诺，您作为担保人在该承诺上签字。但马庸持
未按照承诺交纳管理费，截至2020年10月31日止，马庸持
应向我司交纳管理费人民币640.00万元）请在本公告之日
起三日内立即履行担保义务，支付我公司款项。同时我司
保留按《建筑合作协议》的约定追究您的担保责任的权利。

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天科分公司
2020年10月10日

交纳管理费通公告
马瞬如、刘丽霞、顾瑞辰、顾瑞瑞、顾瑞祥：马庸持于2012年
9月 3日与我司负责人阳树忠签订的《建筑项目合作协
议》。2014年8月8日，马庸持向我司做出的关于交纳管理费
的承诺。截至2020年10月3日止，马庸持应向我司交纳
管理费人民币陆佰肆拾万元整（小写：6400000.00元）（仅
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止。）马庸持因故去世，你们作为
其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应当在继承的马庸持的遗产范围内
交纳我公司前述管理费。请在接到本通知后立即交纳。

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天科分公司
2020年10月10日

重庆市武隆区火炉镇猫洞正邦生猪养殖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fUOx2zoN8M
WHFvglvyebw（提取码：8v4d）。
2、查阅纸质报告及公众意见反馈联系电话：18580
302260（宋经理）；023-61160859（黄工）。
3、征求意见起止时间：2021年1月8日至2020年1月21日。

遗 失 重 庆 赐 未 教 育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000
MA5UT33GX7 ，声 明 作 废 。
•遗失重庆元玺福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YNACA8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元玺福商贸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编号:50011
27117408，财务章一枚编号:5001127117409,声明作废

公告
重庆海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刘宗枫
（重庆市梁平区柏家镇龙江村9组 28
号，身份证：511223198210217113）于
2018年11月1日签订《材料采购合同》
未履行合同协议，双方协商合同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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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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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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将对垫江工业园区县城组团内的M01-10/03地块（二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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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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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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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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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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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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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竞得土地后需成立新公司作为竞得人的，应在参与竞买前提交书面申请。

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1月8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万州第二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1207961263J)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1000万
元，即将注册资本由1500万元减少到500万元。按《公司法》规定，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人:谭
炜 电话: 13628201666 重庆市万州第二运输有限公司 2021.1.11

•重庆鼎腾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许
可证正副本,编号：500222007222，声明作废

通 知
我公司由于近年来没有任何经营项目,
经股东大会讨论一致同意注销公司(或
变更法人代表人),凡是购买我公司的
房地产的用户,请于2021年2月28日
前按规定办理完房地产过户手续,逾期
未办理的将责任自负。

重庆市巴南区接龙食品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0日

周家祥遗失位于重庆恒大林溪郡项目-二期-三
组团-高层-4号楼21-1房间收据3张；房款收据
2张，编号：IXjn0281983，金额：83672.00，编号：
IXjn0301288，金额126172.00；契税收据1张，
编号:IXjn0301289，金额20695.32，声明作废。

公 告
重庆中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委员会已于2020
年10月27日发布公告，告知债权人向本公司清算委
员会申报债权。在清算委员会对公司进行清算期间，
公司及下属关联企业、负责人不得私自处理公司资
产，否则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特此公告！
重庆中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清算委员会 2020年12月8日

遗失重庆欧兰美科美容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编号5001001178647)、财务专用章壹枚
(编号5001001178648)、常立霞法人名章
壹枚 ( 编号 5001001178649)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赐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编号:500114
1152878，财务章一枚编号:500114115287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玮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 5003834025590 一枚，作废。

•杨海遗失重庆金地佳誉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定金
收据，收据号JY0001702，金额2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达昂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作废

免费筛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