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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重 庆 晚 报
讯 （记者 王渝
凤 摄影报道）昨
起，索道公司推出
长江索道观光巴
士（如图）。

据了解，作
为重庆最网红景

区的长江索道，近年来红遍大江南北
甚至红到国外。为了方便不熟悉重庆
的游客一次性打卡浏览重庆主城网红
景点，从昨日开始，索道公司推出长江
索道观光巴士，带游客穿越重庆最美
风景线，观赏重庆最美地标景致两江
汇和重庆最美滨江大道南滨路，领略
山水都市·美丽重庆的独特魅力。

在很多外地游客看来，重庆长江索
道之所以壮美，是因为通过长江与嘉陵
江交汇水域上方，可看朝天门两江汇
流，看涡旋翻卷，睹清浊争流，听声势浩
大，观雄浑壮观，这也是主城最具山水
都市自然特质和核心气质的标志性美
景之一。南滨路北临长江，背依南山，
与渝中半岛隔江相望，巴渝文化、开埠
文化、大禹文化、抗战文化遍布沿线。
凭借丰富历史文化遗址和优美滨江风
光胜景，赢得了重庆外滩的美赞。

长江索道观光巴士运营线路为：
长江索道南站-南滨路-两江汇观景
台，每日09：30-20：30循环发班，实行
套票销售（长江索道/往返+观光车/往
返），票价40元/人。

40元
索道观光巴士带你欣赏两江风景

第六代托玛琳腰椎护腰带免费体验开始了

腰腿有问题 快来免费领
千真万确，你没有看错！
为了推广第六代托玛琳

腰椎护腰带，让这一融合了数
位科研人员创新成果的健康
产品尽早走进千家万户，特在
全国推出免费试用活动。

上了年龄，提菜上楼就腰疼，搬东西半天直
不起腰，进厂开车、长期坐办公室落下坐骨神经
痛、腰椎间盘突出……别犹豫，赶紧拨打 400-
696-5958，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第6代托玛琳腰
椎护腰带。

第6代托玛琳腰椎护腰带采用全新透气防水
材料精制而成，试用柔软舒适，经久耐用。戴在

腰上热乎乎、暖融融，有效保
护腰部，利于腰椎间盘突出、
坐骨神经痛、腰椎骨质增生、
关节炎等问题康复。

由于第6代托玛琳腰椎
护腰带成本高昂，每天仅免
费发放100条，仅限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
腰椎骨质增生、髋关节炎等腰部不适人群。先到
先得，送完为止！

全国免费领取热线

400-696-5958
特别提示：每人仅限免费领取1条，不得重复领取！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注销公告：经重庆普迪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6W249J）股东决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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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9日

遗失2007年7月9日核发的重庆斌浩饮食文化服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400000007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斌浩饮食文化服务有限公司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及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90476887395X)声明作废

广告

电
话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m2，有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综 合 服 务

遗 失 公 告

迁坟启事
根据《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关

于开展南彭等镇街村社集体土地先行
清理工作的通知》（巴南府〔2017〕45
号）文件，拟征用重庆市巴南区接龙镇
塘边、石磅、碑垭、桂兴、柴坝、桥边、铁
矿等7个村28个合作社部分集体土
地。凡是征地拆迁范围内的坟主，限
于2018年3月20日前自行搬迁坟墓，
逾期不搬迁的，按无主坟处理。

重庆市巴南区接龙镇人民政府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合川区联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5U8EF27N）股
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请
相关债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18年1月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合川区中创普世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5U8E048N）股东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请相
关债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18年1月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合川区金联普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5U8C106K）股东决
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请相关债权
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2018年1月9日

重庆市璧山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撤销《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通知书

重庆坤源橡胶有限公司：我局对你单位非法占
用大路街道龙泉村3组集体土地3699平方米修建厂
房的行为，于2016年5月31日向你作出了《行政处
罚告知书》（璧国土房管处罚告知〔2016〕第70号）；
于2016年9月6日向你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璧国土房管处罚决定〔2016〕第70号）。现发现该
《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存在瑕疵。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
第二款规定，我局决定撤销《行政处罚告知书》（璧国
土房管处罚告知〔2016〕第70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璧国土房管处罚决定〔2016〕第70号）。特此通知。
重庆市璧山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17年1月11日

施工公告
广大驾乘人员：

G50沪渝高速公路石忠段忠州长江大桥特
殊变形监测施工，定于2018年1月10日-1月12
日期间，晚上22点至次日凌晨6点实行双向断道
监测施工，请过往车辆择道行驶，因施工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重庆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第五、六大队
重庆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旗举商贸有限公司（老税号500107577972066，
新税号91500107577972066N）遗失重庆增值税专
用发票（中文三联版）20份（空白未开），发票代码
5000122140,发票号码00214891～00214910，以上
发票声明作废。

迁坟公告
经渝府地〔2014〕1203号、渝府地

〔2015〕204号文件和九府征公〔2017〕
49号、九府征公〔2017〕50号征地公告
批准，征收九龙坡区石板镇青龙村1
社、2社、9社部分集体土地，用于九龙
坡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请被征收土
地范围内的坟主于2018年1月30日
前将坟自行迁出。逾期未迁将作无主
坟处理。

特此公告
重庆高新区征地服务中心

2018年1月9日
遗失彭世波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注册编
号：渝207141547804），建筑施工企业项
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
渝建安B（2014）205866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合川区福益民农业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7MA5U6NLH14）成员
大会研究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
社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
社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7年1月9日

公 告
兹有坐落于荣昌区昌元街道人民路144号1幢6单元6-1（原荣昌县昌元镇

南门桥145号）房屋，建筑面积为127.78平方米，权利人为阳庭润，《房屋所有权
证》证号为荣县字第0786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荣昌元国用（1998）字第
8791-80号，土地使用权人为阳庭润。根据《婚姻档案证明》与《离婚证》，戴传德
与阳庭润在1986年10月18日至2002年11月28日期间为夫妻。上述房屋为戴
传德与阳庭润的夫妻共同财产。阳庭润于2006 年4月20日在重庆市荣昌区死
亡。上述财产权益的一半系阳庭润的遗产。

根据亲属关系证明书、《婚姻档案证明》与《离婚证》，阳庭润的配偶戴传德，
阳庭润的生母邱德章，阳庭润的生父阳本光，阳庭润的女儿戴小汶、戴小沂，阳庭
润的养女谢东芳是遗产的法定继承人。阳庭润的生母邱德章，生父阳本光已故，
阳庭润的配偶戴传德放弃上述荣昌区昌元街道人民路144号1幢6单元6-1房
屋继承权。现阳庭润的女儿戴小汶、戴小沂，阳庭润的养女谢东芳向荣昌区不动
产登记中心申请继承上述阳庭润的遗产。按照《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1.8.6规
定：“继承、受遗赠的不动产登记……对拟登记的不动产登记事项在不动产登记
机构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将申请
登记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现公告询异。若认为询异事项有蒙混、侵占、
损害他人权益等行为，应在本公告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出书面异议，
如到期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我局将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确权登记。 特此公告。

重庆市荣昌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18年1月2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春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陈林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
案字〔2018〕第219号。因工伤保险待遇争议一案，根据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18年3月12日
下午14时00分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206室，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二号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
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月9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劳人仲公字（2018）82-86号

重庆百仓汇贸易有限公司：
本委于2017年12月20日受理的夏浪、扶琴、李春

蓉、杨杰、刘启琴诉你司计时计件工资争议一案，因无法
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开庭通知
书、仲裁通知书及申请书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8年3月13日下午14点在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一庭203室
（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桂馥大道10号）开庭审理此
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月9日

遗失2017年04月01日发重庆乐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230056464250K、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丰都支行
新建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94000553502，账
号2707020120440000123作废

遗失2016年06月20日发重庆伟联建设有限公司营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2357116580791、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357116580791 20-10-10作废

遗失2012年 11月 15日发潼南县家
福房屋健康服务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500223200030220、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500223056476892作废
注销公告：经潼南县家福房屋健康服务部
（注册号500223200030220）投资人决定拟
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有关规定,
请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市合川区兴韵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2000004140，核
发时间2012-10-11；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771791189；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500382771797789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亮露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6597973760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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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潼南县古溪香桂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500223NA000542X）股东决定，本公司拟
将注销，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请相关债权人于本
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2018年1月9日
减资公告：重庆市溢美 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9MA5UHFQY0B)经股东会研究决定
注册资金由500万元减至5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
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
宜，特此公告2018年1月9日

经营者重庆兴旺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物
业管理分公司遗失2016年7月28日
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
915001097935470567声明作废

重庆市远邦运输有限公司渝CK3288营运证遗失。遗失重庆准钇贸易有限
公司渝BE9707营运证遗失补办。重庆拓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J6678
营运证遗失注销。遗失穗明公司渝BR1551营运证500222054939作
废。和诚物流公司渝BS1510营运证500110044029渝BV0322营运证
500110032157遗失。国运公司渝A063E1营运证遗失作废。金永租赁公
司渝D07Z55营运证500108025780遗失作废。为平公司渝A90873营
运证500110044233作废。高宇公司渝A83N75营运证遗失。旺博公司
渝A687E2营运证遗失补办。大财綦江分公司渝BJ8760营运证遗失作
废。汇金公司渝D0J925营运证500115042025遗失作废。伟联公司渝
DY5090营运证500110052049遗失。渝平长寿分公司渝BP8228营运
证500115042938遗失作废。重庆万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BH5623营
运证500110027405渝BL8182营运证500110040458遗失作废。遗失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重庆市江北支公司交强险邝小君保单，保单号
805072017500105012199，单证号1710058498声明作废。卡乐公司
渝BQ0057营运证500110003999遗失。君睿达公司渝B3A059营运证
500110068112渝BZ7553营运证500110067548渝BZ9772营运证
500110065862渝BZ8523营运证500110067552遗失。重庆华旭物流
有限公司渝 BU8079 营运证 500110027681 渝 BS1775 营运证
500110019352遗失作废。重庆驰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渝BJ7596营
运证500110031331遗失作废。重庆连庆物流有限公司渝BV8373营运
证500110056969渝BV1052营运证500110034682遗失作废。沛华公
司渝BL8738营运证500110041261遗失。遗失2017年7月27日核发重庆
运华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915001100656733455
声明作废。明序公司渝BT1326营运证500103011102遗失。

公 告
本人张长均 男 身份证：510231197811046318于，

2017 年 10 月 15 日 与 谢 明 芳（ 女 ，身 份 证
51152119998135126）非婚生育一子，拟按照无户口人员为
孩子申请在两江新区天宫殿派出所申报户口，孩子母亲2018
年1月24日之前如有异议，请立即联系本人。逾期未联
系视为无异议，本人届时将到天宫殿派出所申报户口。

遗失2006年4月24日发重庆利昂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5001062106876、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500106787467500、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787467500、公章一枚作废

◆张世凤之子王俊熙《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404918遗失，特此声明◆遗失个体户郑先琪成立于2017年1月19日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3609376429）声明作废◆李麦格于2018年1月6号不慎丢失身份证（证
号：370103199412273523）声明原件作废◆刘丰宁（身份证号512324197102010017）遗失
工程师证（道路工程专业），声明作废◆遗失汪德方之女查馨然出生医学证明O500285328作废

◆遗失大渡口建勤摩配加工厂税务登记证副本，渝
税字51021319650324471001作废◆重庆市大足区澳林工具制造有限公司遗失工商
营业执照正、副本，号码:915002250863167504◆遗失重庆市铜梁区兴湖书店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版物经营许可证副本，新出发渝铜字第034号作废◆遗失钟义琴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6600360549作废◆重庆迪卡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7756229905N）遗
失金税盘一个：设备号661511488552，声明作废◆遗失樊波，黎玉兰之子樊俊鑫2012.02.23出生的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219192，声明作废◆李艳红遗失重庆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潼南大同街店发票贰张:
发票代码150001621615发票号01803862,01803863声明作废◆遗失童启兵二级建造师印章，身份证号：512530197802280614,
注册编号：渝207080809933（02）声明作废◆现遗失重庆红瑞颐家健康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副本号2-2（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XE6F20R,核发时间：2017年11月15日），声明作废。◆尹洪银（身份证：51022419501213495X）遗失重庆增值税普
通发票1份，票号：00420654代码：5000161350声明作废◆邓小龙税务登记证副本51022719740218001X遗失◆黎奎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7195606053224遗失◆黄淑凤税务登记证正本51023119661206314501遗失◆张春梅遗失渝A60W19道路运输证副本500115040224作废◆遗失熊中科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1619790118161601作废◆遗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永业机电经营部2010年5月
11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901600104058作废◆遗失刘洪秀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51022519660128266001作废◆白正伟渝A5R757营运证号500381016117遗失作废◆2017年10月遗失郭科岑二级建造师执业
资格证书，证书编号：0060256，特此声明!◆遗失重庆市渝中区学生服装厂在中国银行重庆民权路支行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4415105账号113007546458声明作废◆重庆鸽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遗失中国联通重庆市分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编
号：01833709，0183370，0383642，0319156，0825583，03836427声明作废◆ 遗失张华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680120170904206作废◆潼南县朱荣江湖菜馆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51022719751114371X01遗失◆潼南县麒麟酸汤鱼税务登记证正副本652201198404090521遗失◆潼南县老味道餐厅税务登记证副本500223581478984遗失◆遗失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核发的潘远福质检
员资格证书，编号渝141200306711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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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公益相亲会
美满婚姻家庭服务中心
4001-820-520

◆遗失重庆舶东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038055896）声明作废◆遗失陈静土建质量员资格证书，编号
50161060272024，声明作废◆重庆益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遗失：2015年10月19日核发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06569578XY）声明作废。◆遗失永川区刘召兵门窗加工经营部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1022919730409433X，声明作废◆熊玉华遗失重庆驰程百旺公司6000元保证金收据,声明作废◆轩福物流公司渝BZ7691渝AF682挂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母亲邓非男之女张诺言，于2003年10月23日
在重庆西南医院出生，该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遗失綦江县静明养殖场公章（编号：5002222002451）；财
务章（编号：5002222002452）声明作废◆不慎遗失永川区味中香餐馆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51028119791204507801）声明作废◆重庆千叶眼镜连锁有限公司遗失外汇业务登记凭证特此声明◆重庆市杰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公
章编号:5001122039836），声明作废◆重庆圣宝机械有限公司遗失2016年5月12日发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552023411Y，声明作废◆重庆稳当物流有限公司渝BY2896营运证500110055596遗失作废。◆重庆稳当物流有限公司渝AA832挂营运证500110055604遗失作废◆重庆宁霞装饰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农商行北碚支行金
龙分理处，核准号：J6530022116402，声明作废。◆张印权遗失2016年1月11日核发的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230607021705）声明作废

65岁老人明起可办免费公交卡
申办过程中若有疑问请致电客户服务热线023-95105111咨询

昨日，市交委、市老龄委、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共同发布重庆65—70岁老年人免费乘坐主城公
共交通集中办理公交IC卡指南，请适龄老人办卡时注意相关事宜。

根据重庆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的《重庆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老年
人免费乘坐重庆公共交通（公交车、轨道交通、凯旋路电梯、皇冠扶梯、长江索道等公共交通工具）的
年龄下限，由70岁调整为65岁，3月1日起实施。

重庆晚报首席记者 李琅

主城区公交
使用次数：每年900

次（IC卡仅显示半年450
次）。免费乘坐主城区公
共交通，包括公交车、轨
道交通、凯旋路电梯、皇
冠扶梯、长江索道等公共
交通工具。

年检：为防止冒用等
侵害国家利益行为，老年
IC卡实行年检制度。持
卡人在每年生日所在月
份，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
到重庆通卡公司网点进
行年检，并充入下一年度
使用次数。

提示：公交免费 IC
卡仅限本人使用，不
得转借他人。

2月28日前
此次免费乘坐主城

区公共交通的集中办卡
对象为：2月28日前，年
满65周岁且不满70岁的
重庆行政区域内适龄老
年人。

市交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前，重庆70岁以
上已享受免费乘坐主城
区公共交通待遇的老年
人，今后继续享受该优惠
政策。

一：线上申请
申办时间：1月10日

—2月20日
申办步骤：需要手机

先下载 APP“重庆市民
通”，然后登录，提交办卡
信息（包括身份信息、收
件地址、联系电话）等，在
线支付IC卡押金25元。

建议：采用此方式的
老年人，请在子女陪同下
办理。

二：社区申办
申办时间：1月15日

—2月13日
申办步骤：携带本人

身份证原件到所在社区
（居委会、村委会），填写
办卡信息（包括份信息、
收件地址、联系电话）
等，现场缴纳 IC卡押金
25元。

注意：远郊区县适龄
老人如果申办主城
区IC卡，可以通过互
联网申请或携带身
份证到主城区居住
所在地社区申办。

一、免费邮寄。根
据申办先后顺序，从 2
月22日起，重庆通卡公
司通过邮政公司（同城
快递形式）将IC卡分批
寄出（争取最快在 3月
1日前），送至办卡老年
人手中，请申办人注意
查收。

二、3月1日后仍可
办卡。集中办卡时间结
束后尚未办卡的老年人
以及2018年3月1日后
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
可以前往重庆通卡公司
服务网点申办。

三、客服电话。申
办过程中若 有 疑
问，请致电客户
服务热线023—

95105111 咨
询。

办理时间 办理方式 使用范围 注意事项

1565万元
重庆彩民又中体彩大乐透头奖

重庆晚报讯 继上周一注头奖花
落秀山53009号体彩网点后，昨晚又
一体彩大乐透头奖被丰都市民斩获，
奖金高达1565万元。

当期体彩大乐透开奖号码为前区
04、09、22、28、30，后区01、10，共开
出4注头奖，其中唯一一注追加头奖
花落我市丰都34008 号体彩销售网
点。当期大乐透开奖数据显示，中奖
彩票为一张单式大乐透彩票，购彩者
用15元对5组号码进行追加投注，其
中一注成功命中当期大乐透一等奖。
当期大乐透开奖结束后，大乐透奖池
仍高达44.45亿。 重庆晚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