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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整的范围为全省营运高
速公路，包括高速公路命名编号调
整与里程桩号调整两方面主要内
容，主要涉及高速公路（出）入口、命
名编号、方向确认、里程桩号等相关
标志。

天府早报记者了解到，本次工
作将调整各类标志12000余块，其中
编号标志1746块，出口角标1718块，
里程牌7693块，方向确认标志903
块。由于调整工作涉及范围广，内
容多，为尽量减少对社会公众出行

的影响，决定采取提前准备、集中现
场施工的方式。目前，各项准备工
作已基本就绪，计划于4月中旬启
动现场施工，5月底前实施到位，施
工时间约为45天。

现场作业需占用应急车道或主
车道进行施工，相关部门将对部分
路段临时管制。提请广大司乘人员
在途经施工路段时，谨慎慢行，切勿
超速违规驾驶。标志牌更换期间，
可能存在前后路段编号不一致的情
况，请以相关地名标识为准。

4月10日，记者从成都市公交集团获悉，日
月大道快速公交K5线拟于2019年4月12日试运
行。目前，成都公交集团已开通快速公交 K1
(K1A)线、K2(K2A)线、K3 线、K11 线，日均班次约
1750班，日均客流约30万人次。

K5线起讫点为金沙公交站—文兴南路站；
出收车时间：6:30-21:30；普通车一元、高档车二
元。日月大道快速公交K5线的开通，将进一步
方便文家场社区、盐井小区、青羊工业总部基地、
青羊模具产业园、成都市妇女儿童医院、青羊万
达广场等区域乘客公交出行。同时，K5线在金
沙公交场站内可换乘K1(K1A)线、K2(K2A)线、K11
线快速到达二环路各区域及高新南区各区域。

快速公交K5线采用路中式站厅与地面站台
混合运行模式，其中苏坡立交桥西站、武青路口
站、光华北三路口站、同诚路口站、导航路口站、
文家路口站为路中式站厅，其余站台均为常规地
面站台。此外，快速公交K5线将根据客流情况
考虑延伸至温江区域。

记者了解到，同时，成都公交集团将依托二
环高架快速公交专用道及公交专用匝道继续开
行二环快速公交支线。成渝快速路改造项目及
沙西线快速路改造项目目前正在积极建设中，待
项目完工后成都公交集团将开行成渝路快速公
交及沙西线快速公交。届时成都市将形成相对
完善的快速公交体系。 （张明海)

四川一大批高速公路命名编号将调整

成都绕城、二绕、三绕都改了
日月大道快速公交K5线
4月12日试运行

■ 天府早报记者 周琴

成都绕城高速编号将由原G4201调整
为 G4202，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将由原
G4202调整为SA2，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
（三绕）将由原G4203调整为SA3……4月
10日，天府早报记者从四川省交通运输厅
高速公路管理局获悉，全省高速公路网命名
编号及里程桩号调整工作将于4月15日开
始正式铺开，预计将于今年5月底实施到
位，届时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地图导航类
软件也将及时更新。

怎么调?
将调整各类标志12000余块

怎么换?
仅涉及命名编号的调整

记者了解到，部分已被公众熟悉
的路段将做较大调整，比如：成都绕城
高速将由原G4201调整为G4202，成
都第二绕城高速将由原G4202调整
为SA2，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三绕)将
由原G4203调整为SA3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此次调整
仅涉及命名编号的调整，指路地名
信息均未发生变化，公众使用的电

子导航暂未修改，导航和高速公路
标志上的地名信息依旧可以使
用。为避免为公众出行造成不便，
有关部门将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广
泛宣传，切实提高公众知晓率。同
时，与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进行
密切对接，实时更新网络地图数
据，及时为公众出行提供更加准确
的线路信息。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9年3月6

日6时在郫都四中
外路段菜地边拾
到女性弃婴一名，
出 生 日 期 ：
2019.3.3，随身携
带物品有抱被。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持有效证件与成都市郫县
民政局联系，联系电话（028）
87932020，即日起60日内无人
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成都市郫县民政局
2019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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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提示：本刊仅为供需双方
提供信息平台，所有信息均为刊
登者自行提供。客户交易前请查
验相关手续和证照。本刊不对所
刊登信息及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信息快递广告
合作机构：成都锦环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成都森丰电子有限公司（注册
号：5101042007596）决定解散
本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前往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成都鼎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5101059
932678），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市新都(县〉区三利物资
贸易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5101254900006243 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太岳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MA61WKLE6H）遗失
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绿源时代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
6DETL681）决定解散本公司，
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往我
公司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成都五联盟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 公章编码：5101069900317
遗失作废
●陈瑞金持有个体工商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码 ：
510122620381604）遗失作废
●四川格林景观园艺有限责
任公司营业执照正本1本副本
3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
000749615605M）均损毁作废
●成都噢叶商贸有限公司（税
号：91510104679660610K）遗
失已经使用的通用手工版发
票存根（百元版）25张（发票存
根代码：151011472001，发票
存根号码：02693676-0269370
0），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崇州巨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经 2019年 2月 22日股东会决
议成立清算组，请债权债务人
在本公告见报 45 日内到公司
清算组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将
按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黄共民（曾用名：黄贡明、
身份证号 5129291970052
72116）持执业药师资格证
书（编号 0112378、专业：中
药学、批准日期 2005 年 12
月 19 日）遗失
●江西省瑞华国土勘测规划工
程有限公司九寨沟分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3225MA64XWQL6W）均
遗失，声明作废
●核工业华东二六三工程勘察
院九寨沟分院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3225
MA65A6AB7P）均遗失作废
●双流县宁东建材经营部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510122600
238422）遗失作废。
●大邑县森牧发展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510129200042
2遗失作废

●上东一号 C地块 1-2-1304
开具给胡江的定金收据（编号：
0146953800,金额：11736.71）
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励勤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5100133140，票号06936304-
06936305）遗失作废
●华安保险自贡中支商业保单
170001086252、保险卡170000
514369，成华支公司保险卡
170000814851遗失作废
●成都普光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7000101307）国税
和地税登记证及公章和财务
章，声明作废。
●成都星皓光源科技有限公司
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1
0198681843539）遗失作废
●成都德士顿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紫荆分公司的国税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1019859726
8025）遗失作废
●更正：成都市豪强玻璃制品
有限公司 2018年 1月 18日刊
在本栏目遗失公告中，成都豪强
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更正为：成都
市豪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成都星川个人形象设计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
104MA61RRYX64）经公司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成华区奕后美容院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
0108MA681WCQ7G遗失作废
●绵阳市游仙区大叔冒菜馆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10704MA654CW3
5G声明作废。
●成都东晋天源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15MA61TH4N78） 开
户许可证（开户许可核准号：
J6510075444401）遗失，声明
作废。
●成都市彭人木雕工艺厂（纳税
人识别号915101825535821
94H）遗失通用手工版发票（仟
元版）25份，发票代码：151011
471001，发票起止号码：006568
26-006568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成都汇思特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证号:0012919 车牌号：川
A45M2Z）

减资公告
四川东荣惠凯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
22MA6C60DW69）经公司股东
会决定，注册资本由捌仟万元
减少到肆仟玖佰捌拾万元，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于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前往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
●川AF3758营运证0265289失
●川AW6556营运证0459028失

● 通知:永海公司 01139（川
ATT987）车袁飞同志，你不假离
职，拖欠公司营收款，多条交通
违法未处理，限你3日内到公司
完清欠款，办理相关手续，否则
公司将按合同相关条款处理。
●注销公告：四川洪华建设有限
公司注册号510124000034551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
●都江堰市乐思凡鞋店，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51018160016
5157）遗失作废。
●都江堰市四海置业顾问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
10181665306776W）营业执照
副本；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
810009528）；发票专用章（编
号 5101815015899）；通用手
工发票25份（发票号码 0217
8976-02179000）；在工行都江
堰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10019892202，账号 44
02224009100233673）均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初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45089398）遗
失，声明作废。
●新津太平新桥玻璃店持有
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510132600004841
遗失作废。
●杨大林持崇州市崇阳镇西桥
13组土地使用证[崇集用（2010）
第15918号]遗失
● 川 AM7996 道 路 运 输 证
（0309630）遗失
●崇州市三郎付惠君日用品门
市营业执照（51018460012630
2）正副本遗失
●戚玉萍持崇州市大划镇崇镇
村2组21号房产证（权00613
46监证 0236540共有人：许素
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
号050102031）均遗失
●四川淳邦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遗失：车辆（车牌号：川L66598
）的道路运输证，证号：0056325
；技术档案本，声明作废。

●（经营者：徐冬秀）营业执照正
副本：510129600061225遗失
●大邑县晋原镇黄师房产信
息咨询服务部营业执照副本：92
510129MA6CNLBR2W遗失
●李小华二代身份证（编号：
510112198405081521）于20
19年3月19日不慎遗失，即日
起任何非本人使用该身份证
与本人无关，特此公告。
●龙泉驿区大面街办奇点美容
馆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510112MA6CN7R727遗
失作废。
●龙泉驿区柏合镇途翼汽车美
容店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10112MA6CU7G
F6F遗失作废。
●成都鼎中味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10112MA6DEC0F1A
遗失作废
●龙泉驿区大面街办高记鲜卤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10112MA68HPNA4
2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翔思力图文设计中心（有
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CFPFE9F）经合
伙决议注销本企业，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 45 日
内到本企业清偿债权债务，特
此公告。
●张忠伦遗失成都乘风出租
汽车公司 2014年 2月 27日开
具的押金收据（编号6113756
、金额20000元），声明作废。
●成华区开拓创展服装经营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510108MA6C
B07972）、公 章 、财 务 专 用
章、郭祖珍法人章遗失，特此
声明遗失作废。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李明
远就业报到证遗失，就业报到证
编号：成工职院毕字第2018145
14300362，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纸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宁净之法人章编号：510100910
6170）遗失作废

●陈兴建二代身份证（证号：51
3425198511030219）于 2019
年4月8日遗失，即日起非本人
使用造成的后果与本人无关。

遗失声明
成都万客隆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注册号:510108000
120844）正副本；国地税税
务登记证(纳税人识别号:91
5101085800044025)正副
本；发票领购簿；组织机构代
码证 (代码:58000440-2)正
副本；本公司公章、财务专用
章、王方法人私章均遗失作
废，公司成立日期:2011 年
07月 26，经营地址:成都市成
华区桃蹊路 166 号 4-3 幢 1
楼 1号，现登报申请注销。
●四川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遗
失四川观堂建筑工程设计股份
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联)1份,代码51001713
20,号码21660349,已盖发票专
用章，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市启智星心智障碍儿童
关爱中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证书（法人）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510100MJQ218372
W）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四川微尔奇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100
64991201）遗失作废，开户行：
工商银行成都外北支行，账号：
4402214009100142271。
●邓兴发伤残军人证(证书编号:
川军A000993，流水号:005596
98)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华区雨晨保洁服务中心不
慎遗失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1张
（发票代码5100174320发票号
码08399811）特此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册
号:510124600026798) 正副本
遗失作废，经营者姓名:胡小
芳，特此声明。
●傅金全位于成都市武侯区大
华街8号1栋1楼D-5号房屋产
权证(证号:权0921140)遗失，特
此声明
●张杰不慎将成都市温江区万
春镇红旗村第一农业经济合作
社承包土地经营权土地承包合
同编号51011510526501062遗
失，特此声明

●成都创业人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101
082006236）遗失作废

遗失公告
四川衡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
有杨宗亭私章一枚编号511802
5004228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市富林蓉济堂大药房有
限公司药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
本（证号：川DA0283934(13)，负
责人：王慧，有效期：2014年11
月17日至2019年11月16
日）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关于拟办理郫都区三道堰“堰上
小区一期”房屋不动产登记相关

事项的公告
“堰上小区一期”项目位于

成都市郫都区三道堰街道水源
巷18号，由成都新雄宇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现该公
司处于非正常经营状态，经核
查，1-7栋共计65套房屋未予办
理不动产登记。为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的正当权益，妥善处理社
会矛盾，请购买上述7栋房屋的
65户业主及利害关系人于公告
之日起15日内持购房合同、购
房人身份证、相关购房款支付凭
证及入住证明文件等到郫都区
三道堰街道办事处城建办，做好
办理上述房屋不动产登记前期
资料收集及核实登记工作或提
出相关异议；逾期未办理者相关
责任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成都市郫都区三道堰街道办事处
成都市郫都区三道堰堰上小区

第二届业主委员会
2019年4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