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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宗县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取消车辆第二批拍卖会公告

受师宗县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委托，师宗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举行师宗县党
政机关公务用车取消车辆第二批拍卖会。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本次拍卖的公务用车共70辆，详见
《师宗县党政
机关公务用车取消车辆第二批拍卖车辆信息登记
表
（70辆
）》，拍卖车辆不含车辆号牌。
二、竞买条件
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经济组织，按要求交纳竞买保证金、并持相关
证件报名后均可参加竞买。本次拍卖会不收取拍
卖佣金。
三、拍卖时间、场次及地点
（一
）拍卖时间、场次。本次拍卖分2场进行：
第一场：2017年9月26日上午9：00开拍，拟
拍卖30辆。
第二场：2017年9月26日下午15：00开拍，拟

拍卖40辆。
局财务科确认到账后方可报名。
（二
）拍卖地点：师宗县洋和汽车城
（四
）竞买保证金缴纳账户
四、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
收款单位：师宗县政务服务管理局
2017年9月12至25日，拍卖标的在师宗县 开户银行：农业银行师宗支行
洋和汽车城停车场集中展示，有意向的客户在展 账 号：24049301040013976
示时间段的上午9：00至下午4：00到师宗县洋和 用 途：公务用车取消车辆竞买保证金
汽车城停车场查看车辆，但不提供发动机启动及 （五
）报名需提交的资料。个人参加竞买的，提
试驾服务。
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本人名下银行卡复印
五、报名有关事项
件1分
（用于退保证金）；单位参加竞买的，提供
（一
） 报名时间。2017年9月12日至9月2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或
《组织机构代码证
》复印
日
（节假日除外
），共8天。报名处上班时间：上午 件1份；委托他人报名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和
8：30至11：30、下午2：30至5：30。
双方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
（二
）报名地点。师宗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 （六
）其他。凡是参与本次拍卖会的竞买人，均
地
（矿业
）权交易科
（政务中心三楼
）
可参与上午、下午两场拍卖会的70个标的竞买；
（三
）保证金交纳方式。每竞买1个标的交纳1 每个保证金对应一块号牌，报名时，凭竞买保证金
万元保证金，以此类推；竞买人在农业银行师宗支 缴款凭证，按先到先报顺序办理报名手续，不分场
行缴存现金或通过各个银行转账到指定账户，凭 次不限名额。
现金缴存凭证或转账凭证到师宗县政务服务管理 六、竞买须知

曲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举行
曲靖市中心城区公交票价调整听证会的公告

公告

（第1号
）
为推进曲靖市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产生；其他代表由曲靖市住建局委托相关部门或组织推荐产生。
价格法
》、《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
》、《云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云 （二
）旁听人员共5名，采取自愿报名、随机选取方式产生。
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部分交通运输价格定价权限有关事项的通 （三
）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由曲靖市住建局邀请参加。
知
》以及曲靖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曲靖市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六、消费者代表、旁听人员报名条件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曲政发
（2015）30号
）等有关规定和要求，
凡曲靖中心城区
（麒麟区、沾益区、马龙县、经开区
）居住或者
曲靖市住建局根据市政府批示，拟于近期组织举行曲靖市中心城 工作且年满18周岁的公民持身份证均可报名申请听证会参加人
区城市公交票价调整听证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或旁听人。
一、听证会的时间、地点
七、报名办法
听证会拟定于2017年10月下旬举行，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 （一
）报名时间：2017年9月19日至9月21日（上午9：00—
知。
12：00，下午14：30—17：00）。
二、听证人
（二
）报名方式：现场报名。
本次听证会听证人由市住建局、市发改委工作人员组成。
（三
）报名内容：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居住地址、联系电话、
三、听证会参加人
工作单位。
本次听证会确定听证会参加人25人，其中：消费者代表13 （四
）报名地点：曲靖市文体公园凤苑路市住建局105号办公
人，企业代表2人，市人大、市政协代表各1人，政府有关部门代 室
（曲靖市市政公用局公交管理科
）。
表5人
（市政府法制办，市财政局，市交通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五
）联系电话：0874—3214112，联系人：刘志明。
市老龄委各一人
），市消费者协会1人，专家、学者代表2人。
七、其他事项
四、旁听人员
公告结束后，我局将于听证会召开15日前，向社会公告听证
本次听证会设旁听人员5人。
会参加人名单，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听证会参加人。
五、听证会参加人、旁听人员产生办法
特此公告
（一
）听证会参加人共25人，其中消费者代表采取自愿报名、
曲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随机选取方式产生；企业代表由中心城区公交行业主管部门推荐
2017年9月13日

注销公告

曲靖市麒麟区静双葡萄种植园决
定注销，注册号：530302200119910。现
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请
债权人向投资人申报其债权，逾期不
申报视为放弃。
联系人：陈艳飞
联系电话：18869880036
曲靖市麒麟区静双葡萄种植园
2017年9月13日

注销公告

编号：2017（23）
黄丽娟拥有坐落于陆良县城高速公路入口处A幢3-1-1的不动产，现
因遗失下列证件，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现公告作废。如对次项不动产有争议者，请于1个月内到我中心申报，逾期
即换发新证。
权利人 证件类型
证号
宗地号
备注

用
（2007）第 A-49-34-1- 土地证书编号：
黄丽娟 土地使用权证陆国
1596号
FA-24 NO：011502923
陆良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9月13日

通 知

李影：你于2014年10月1日与我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用我公司三江
国际曲靖车立方市场C8—1—1.2.3.4，C—1.2号商铺，你欠我公司房租、水
电等费用466414.00元，逾期未交且多次催缴无果。现登报通知你15日内
回来办理相关手续及将所欠费用付清。逾期不来办理，我公司将按照合同
法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通知
曲靖创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3日

寻找弃婴
（弃儿
）生父母公告

2017年3月3日14时在陆良县三岔河镇赵家
曲靖市麒麟区成舟计算机工作室
沟桥旁捡拾女性弃婴一名，姓名：朱鑫鑫，出生日期：
决定注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017年2月26日，身体健康。随身携带物品有一张
91530302MA6K3RTP5X。现
予
以
公
告
，
出生日期字条、一个奶瓶、一包奶粉、一个背篼。
自
公
告
之
日
起45日
内
，请
债
权
人
向
投
资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人
申
报
其
债
权
，逾
期
不
申
报
视
为
放
弃
。
与朱智林联系，联系电话：13577485818，联系地址：
联系人：周飞
陆良县中枢镇窑上社区四组11号卢家坡子村。即日
联系电话：13988910298
曲靖市麒麟区成舟计算机工作室 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2017年9月13日
2017年9月13日

登
报
作
废

登
报
作
废

登
报
作
废

会泽俊昆机械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遗失01604696—01604700号
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五联无金额
限制版
），发票代码：5300161350。
会泽县兴诚科技经营部遗失
云国税字530326198511024611号税
务登记证副本。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海寨林场
白沙坡采石场遗失云国税字
530302L42292446号税务登记证正
本。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海寨林场
白沙坡采石场遗失云地税字
532201198001065121号税务登记证
正本。
曲靖市麒麟区珠街海寨林场
白沙坡采石场遗失云地税字
532201198001065121号税务登记证
副本。
陈飞遗失532201197509271239
号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
张丽遗失532201197810100340
号身份证。
曲靖市麒麟区茨营如意商店
遗失530302600319913号营业执照
正本。
曲靖市麒麟区茨营如意商店
遗失530302600319913号营业执照
副本。
富源县中安镇晨双服饰遗失
530325600196859号营业执照正本。
富源县中安镇晨双服饰遗失
530325600196859号营业执照副本。

晏军遗失532224197903090510
号身份证。
谭贵明遗失530302000348号
道路运输证。
张 映 孝 遗 失
53222719700808033144 号残疾人
证。
曲靖市麒麟千色格百货店遗
失云国税字532201630917274号税
务登记证正本。
曲靖市麒麟千色格百货店遗
失云国税字532201630917274号税
务登记证副本。
曲靖市麒麟千色格百货店遗
失530302600085098号营业执照正
本。
曲靖市麒麟千色格百货店遗
失530302600085098号营业执照副
本。
曲靖开发区茶语奶茶店遗失
530300600113279号营业执照正本。
姚国福遗失毕业于曲靖师范
专科学校的870135号毕业证书。
张猛遗失毕业于曲靖市麒麟
职教中心护理学校的
20153653000024301971 号毕业证
书。
沾益县田园新型环保砖厂遗
失G1053032800021830U号机构信
用代码证。
曲靖市麒麟区夕思花艺花店
遗失530302600313623号营业执照
正本。

曲靖市麒麟区夕思花艺花店
遗失530302600313623号营业执照
副本。
麒麟区顺民商店遗失云地税
字53220119660606186101号税务登
记证副本。
费 鸿 燕 遗 失
530381198706291546号身份证。
曲靖开发区古城烧烤遗失云
地税字532201194001300314号税务
登记证正本。
曲靖开发区古城烧烤遗失
530300600017028号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本。
罗平县鲁布革乡麻拢丫口石
料厂遗失云国税字
532226195710290712号税务登记证
正本。
罗平县鲁布革乡麻笼丫口石
料厂遗失云地税字
532226571029071号税务登记证正
本。
宣威市鑫鑫电器有限公司遗
失在曲靖市商业银行预留的印鉴
卡。
曲靖木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30302MA6K6G9XX4。
曲靖木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30302MA6K6G9XX4。
曲靖木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J7360002817001号银行开户许
可证。

《师宗县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取消车辆第二批
拍卖会竞买须知
》作为本公告附件，竞买人在报名
前应当仔细阅读，当办理完成报名手续后，拍卖方
将视竞买人已经知悉并认同竞买须知有关内容。
七、本公告发布媒体
本公告通过以下媒体公开发布：
（一
）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
网址：http：// www.ynggzyxx.gov.cn/
（二
）师宗县人民政府门户网
网址：http：// www.ynsz.gov.cn/
（三
）师宗电视台
（四
）曲靖日报
有竞买意向的客户，可登录上述网站查阅
《竞
买须知
》和本次拍卖标的详细情况。
联系人：徐林光 李翠萍
联系电话：0874-5755251
师宗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7年9月13日

寻找弃
婴
（弃儿
）生父母公告
2013年7月21日12时在陆良县三岔河镇小

白岩捡拾女性弃婴一名，姓名：刘柯辰，估计年
龄：3个月，身体先天性心脏病。无随身携带物
品。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
件与谢江连联系，联系电话：15187869934，联系地
址：曲靖市陆良县三岔河白岩12社。即日起60
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2017年9月13日

登
报
作
废
曲靖木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G1053030200281700B号机构
信用代码证。
曲靖木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税控盘一个， 盘号：
499934784924。
曲靖木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14597973-14597977号云南增
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代码：
5300171320。
曲靖市麒麟区三宝装饰材料
店遗失00378104-00378108号云南
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
代码：153001513038。
李琴遗失与沾益远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卓越明郡
2-1403号商品房购销合同。
曲靖市马龙县蓝江酒家遗失
21781501-21781550号云南省国家
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
（存根联
）。
王 学 英 遗 失
53222519710308135644 号残疾人
证。
赵小良遗失530322005197号
道路运输证。
陈祖祥中医科诊所遗失
L5361315-353030117D2122号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沾益龙华恒烨租车行遗失
530328600174293号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副本。
顾晨煜遗失毕业于曲靖市第
一中学的103020010433号毕业证
书。

登
报
作
废
曲靖市麒麟区金钻养生会所
遗失云地税字512225197501301437
号税务登记的发票领购簿。
曲靖市麒麟区姐妹服装店遗
失云国税字532201790315122号税
务登记证正本。
曲靖市麒麟区姐妹服装店遗
失云国税字532201790315122号税
务登记证副本。
曲靖市麒麟区姐妹服装店遗
失5303023025576号营业执照正
本。
曲靖市麒麟区姐妹服装店遗
失5303023025576号营业执照副
本。
张奎遗失522225197404050350
号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
沾益麦嘟唱吧遗失
530328160079号文化娱乐经营许可
证正本。
沾益麦嘟唱吧遗失
530328160079号文化娱乐经营许可
证副本。
云南省宣威市地方税务局遗
失Z7363000092201号开户许可证，
开户银行：曲靖市商业银行宣威支
行。
云南省宣威市地方税务局遗
失Z7363000035002号开户许可证，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宣威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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