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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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鸿公司渝D07795营运证 500222063951
遗失。重庆科氏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渝
B8A952营运证500110070603遗失。鑫奥
物流公司渝BV0975营运证遗失作废。九辉
公司渝BT0008营运证500115036884灭失
注销。遗失阅宇公司渝 BZ9791 营运证
500110065546 作废。凯富江津分公司渝
D34190营运证500381020021作废。

综 合 服 务

遗 失 公 告
●遗失2017.5.10核发重庆迪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南岸区分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KFB97J作废● 遗 失 重 庆 市 聚 鑫 粮 油 有 限 公 司 财 务 专 用 章
5001124405716、法人张继会印鉴章，声明作废●罗明辉遗失2017年07月20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7MA5UNFJM0N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收款收据整份
（三联）编号为1252149、125215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沣骥祥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9月11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004662069声明作废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周小平）一大波
事业单位公招来袭！昨日，重庆晚报记者
从市人社局获悉，我市多个事业单位公招，
此次招聘名额多达1744人，教师岗位占多
数，部分岗位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万盛经开区今年上半年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教育事业单位工作人员17名；巴
南区今年二季度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127名；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今年
公开招聘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99名；
武隆区今年面向社会公开考核招聘优秀
紧缺人才18名，另外，武隆区今年第二季
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中小学及幼儿园教
师和财会人员81名；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今年面向社会考核招聘工作人员8名；巴
南区今年上半年公开选聘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6名；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今年第

二季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育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274名；云阳县今年公开招聘教
师204名，此外，云阳县今年上半年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156名；
两江新区今年公开招（选）聘教育事业单
位优秀教师150名；巫山县今年第二季度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中阶段教师21名，
同时巫山县第二季度公招巫山籍村校教
师20名；垫江县今年上半年卫生和其他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84名，此外
垫江县上半年公招教育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 136 名；璧山区公开（考核）招聘教师
17名（其中考核招聘 3名）；梁平区今年
上半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育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 176 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29
名；南川区今年第二季度面向社会考核招
聘11名高层次、紧缺急需专业人才；丰都

县今年考核招聘教育事业单位专业技术
人员共88名；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公开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22名。

我市多个事业单位公招1744人

昨日，重庆晚报记者从渝北区政府获
悉，日前，渝北区政府发布《关于渝北区第
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

渝北区现有学前教育机构（幼儿园、
班）285所，今年将增加到319所。通过新
建、回购等方式，公办园将由44所增加到
97所，到今年底公办园占比30%。

年底前全部完成小区幼儿园清理

意见指出，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和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全面落实城镇小区配套
幼儿园建设管理要求。

小区配套幼儿园建成验收合格后，建
设业主应自竣工验收合格起3个月内将配
套幼儿园以及相关资料移交教育行政部
门，原则上由教育行政部门举办成公办幼
儿园。也可结合实际，以园舍零租金面向
社会公开招标，举办为公办民营普惠性幼
儿园。

记者从意见中了解到，渝北区将全面开
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清理，其中主要包括
3种情况：对出让合同未约定需无偿移交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已建和在建配套幼儿园，

将采取回购等多种方式，统筹设置为公办幼
儿园或以园舍零租金面向社会公开招标举
办公办民营普惠性幼儿园；对以划拨方式供
地、政府建设保障性住房或安置房小区配套
建设的幼儿园，将举办为公办幼儿园或以园
舍零租金面向社会公开招标举办公办民营
普惠性幼儿园；对未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配
建或未按时配建幼儿园、配建幼儿园未达到
相关建设标准以及配建幼儿园改作他用的，
将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到今年年底前，全部完成小区配套幼
儿园清理，并按要求整改到位。

加强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

意见提出了加强幼儿园师资队伍建

设。意见明确，以需求为导向，有计划、分
层次开展幼儿园教师队伍全员培训，提高
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到2020年，基本
实现幼儿园教师全员持证上岗。

此外，公办幼儿园教职工数与幼儿数
的比例控制在1∶8~1∶10，每班原则上应配
备专职教师2~2.5名。

意见指出，完善幼儿园教师工资福利
等社会保障政策，督促幼儿园依法为全体
教职工参加社会保险，按时足额缴纳社会
保险费；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切
实解决公办幼儿园非在编教师工资待遇偏
低问题，逐步实现同工同酬。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指出，完善幼儿园
动态监管机制，严格实施幼儿园年检制度、
等级动态核定制度、学籍信息管理制度、办

园信息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加强幼
儿园经费使用和收费行为监管，严格查处
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收取赞助
费、兴趣班培训费等违规收费行为。

2020年底公办园占比达到50%

记者从意见中了解到，2017年渝北区
公办园44所，公办园占比15.44%，在园幼
儿普惠率43.47%。今年渝北区公办园将发
展到97所，公办园占比30%，在园幼儿普惠
率达到60%。其中，新增公办园主要来源于
划地新建园15所，回收国有房产办园8所，
回购配套园10所，恢复小学办园10所，利
用国有房产办园6所，其他办园4所。

意见提出，到2019年年底，渝北全区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0%以上，公办园
占比达到45%，普惠率达到67%。到2020
年年底，渝北全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91%以上，公办园占比达到50%，普惠率达
到72%。

意见明确，到2020年，使学前教育过
于商业化、家长负担重的局面得到根本扭
转。幼儿园教师配备和工资待遇保障机制
基本建立。 重庆晚报记者 何浩

渝北全面清理
小区配套幼儿园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吴京俣）6月3
日，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工商银行重庆
市分行成功举办以“美丽中国，青春工行在
行动”为主题的公益活动。该活动以“拾荒
慢跑”的形式举行，主会场设在重庆园博
园，渝中、江北、万州、黔江等地设分会场，
范围覆盖了36个区县，共计1500余名青
年员工参与其中。

据了解，该公益活动是工商银行重庆
市分行为响应工商银行总行的要求，深入
贯彻落实重庆市旅游大会精神而开展的一
次大型公益活动。用“快闪”等时下最时尚
的形式践行绿色公益，让参与者在健身的
同时关注环境健康、履行社会责任，并唤起
大众对环保的关注，为建设山水之城、美丽
之都贡献一份力量。

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曹茜表
示，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青年员工，不
仅要在日常工作中认真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把发展绿色金融作为长期战略任务和
社会责任，还要积极投身到各项绿色环保
活动之中，争做生态文明的宣传者、绿色家
园的守护者、环境保护的推动者。

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
成功举办2018年
世界环境日活动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唐中明）尾号5
个8的手机号值多少钱？市场价至少10
万元以上，还不一定能买得到。这个机主
因欠债，近日，合川区法院对该手机号进
行冻结，在冻结期间，未经本院许可，不得
办理变更登记，本次冻结期限为3年。据
了解，尾号5个8的手机号码，网上曾以20
万元成交。

近日，申请人陈某与被申请人余某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陈某将余某告到
了法院。陈某知道余某名下有一手机号
码，尾号是5个8，这个手机号根据社会经
验来判断，应该值钱。

陈某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向合川区法
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法院保全被申请人
余某名下尾号为5个8的手机号码。

在刚接手该案时，对于承办法官与合
川某通讯公司来说，保全手机号码都尚属
首次。

承办法官与合川某通讯公司就如何
保全该手机号码进行沟通后，合川某通讯
公司以系统不支持为由拒绝协助执行。

承办法官通过查询了解到，某省高级
人民法院2017年4月曾成功拍卖尾号为8
个7的手机号码，拍卖成交价近400余万
元。同样是尾号5个8的手机号码，2017

年8月某法院在淘宝司法拍卖平台上挂网
拍卖，拍卖底价为6万元，最终以20万元
成交。

在了解掌握相关司法拍卖信息后，承
办法官立即向合川某通讯公司发出执行
裁定书与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冻结
被申请人余某名下尾号为5个8的手
机号码，在冻结期间，未经本院许
可，不得办理变更登记，本次冻结
期限为3年。如仍拒绝协助执行，
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合川某通讯公司经过请示
上级公司后，通过通讯管理系统
单独对该号码采取了临时限制
措施。

承办法官介绍，这种手机号码相比
于普通号码，因其稀缺性而被赋予了不同
的意义。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一种奢侈
品，国家对通讯号码实行实名登记后，因其
唯一性注定会产生不菲的经济价值。

随着首例手机特殊号码的成功保全，
财保中心对非传统财产保全案件有了进一
步的认识，对未来类似案件的保全执行，积
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同时也为申请人胜
诉后的强制执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8888手机尾号值多少钱
合川区法院在全市率先冻结老赖手机特殊号码

虚拟财产可执行
重庆晚报新闻律师团成员、重庆

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兴权介
绍，自《民法总则》将网络虚拟财产列
入条文后，虚拟财产在生活中已备受
关注。比如：手机号码、车牌号码、域
名，还有近几年风靡的网络数字货币。

徐兴权介绍，虚拟财产的出现给
解决执行难带来了机遇，它打破了法
院一般只查封房产、汽车等实体财产
的传统。但虚拟财产的隐匿性、限制
性、估价难也给执行工作带来了一定
的挑战。

重庆晚报慢新闻
征集老赖线索

老赖，就是专指欠了别人钱迟迟不还
的人。

近来，法院不断加强执行力度，通过
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等措
施，让老赖无处遁形。

如果你或身边的人有类似经历或遭
遇，可以致电13908342634，重庆晚报记者
将联手法院执行，并邀请资深律师，为你
支招维权。

律师说法

余某名下
有一手机号码

尾号

88888
2017 年 8 月

某法院在淘宝司法
拍卖平台上挂网拍

卖尾号5个8的手机号码，

最终以20万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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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第2018147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6月3日

红色球号码
05 16 10 25 20 06

蓝色球号码
1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8063期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1806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9 5 1 5 8 1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814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3 8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814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3 8 9 6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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