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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服 务

串越时空火锅店转让
重庆渝北区红叶路4号附3号
电话：13996069999

遗 失 公 告

朝天门金海洋5158燕子精品
理货员，营业员，月薪3000-3500
电话18623081076

诚
聘

新年吉祥物--毛绒公仔猪
质量好，款式丰富。欢迎单位团
购、个人采购，各地经销商分销.
电话：88368188 / 18580882769
渝中区小什字新重庆小商品4楼4166。

维臣氏 毛绒玩具

关于G65包茂高速彭水西立交
匝道施工交通管制的通告

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良好技术状况，提升行车安全性
和舒适性，经重庆市高速公路管理局批准，近期将对
G65包茂高速彭水西立交匝道进行路面养护处治施工，
现将交通管制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施工时间及路段：（一）第一阶段：12月10
日至12月11日封闭进城方向下彭水西匝道。绕行方
案：进城方向车辆提前在彭水东收费站或前行至黄草收
费站下道，经G319行驶到彭水。（二）第二阶段：12月
12日至12月15日封闭进出城双向下彭水西匝道。绕
行方案：进城方向车辆提前在彭水东收费站或前行至黄
草收费站下道，经G319行驶到彭水；出城方向车辆提
前在黄草收费站或前行至彭水东收费站下道，经G319
行驶到彭水。若遇雨，时间往后顺延。

二、注意事项：施工期间，我们将及时通过可变情报
板、标志标牌及时更新管制信息，可致电023-12122查
询。请过往车辆及驾驶人提前谋划行驶路线，通行交通
管制区域时，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按照现场交通标志
标牌的指示行驶。给你造成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东南营运分公司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第三支队二大队
重庆通力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二0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于近日就外河坪办公楼绿植租

赁项目进行自主非招标竞争性谈判，年度预计费用7.68万元。请
具有相应资质有意参与项目谈判活动的单位，在2018年12月12
日16:00前携营业执照、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等原件并提供盖
鲜章复印件，到重庆市巴南区融汇外河坪公交枢纽站报名。

联系人：方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
报名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316室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12月14日上午10时

在重庆宏鑫拍卖有限公司会议室公开拍卖：1、拍卖标
的：奥迪轿车一辆。2、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公告之日
起。3、拍卖标的展示地点：江北区红黄路20号附 2
号。4、有意竞买者持有效证件，并缴纳2万元保证金到
我公司指定账户，方可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查勘标的物。
报名截止日期：2018年12月13日17时整。
公司地址：江北区红黄路20附2号，联系电话：61882803

重庆市宏鑫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6日

本人李桂花遗失国美电器观音桥大
融城店,夏普电视LCD-55S3A发
票壹张,发票号码00016271,提货
单号 76218190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邱静渝之子何浚豪，于2005年

2月28日在西南医院出生，该《出生医学
证明》声明作废。2018年12月5日
遗失重庆康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在交
通银行重庆分行新牌坊支行的基本存
款 账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530006550601，编号：6530-00052200，（账
号：500111072018001220234），声明作废。
●声明：丰都县百汇通农产品专业合作社遗
失金税盘，税号93500230331544264w，盘
号：44-66172949678，声明作废●遗失丰都县百汇通农产品专业合作社，2017
年7月2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3500230331544264W，声明作废。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于近日就车载CNG钢瓶采购

项目进行自主非招标竞争性谈判，采购型号：279/80L，采购数
量：350支。请具有相应资质有意参与项目谈判活动的单位，在2018
年12月12日16:00前携营业执照、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等原件并
提供盖鲜章复印件，到重庆市巴南区融汇外河坪公交枢纽站报名。

联系人：方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
报名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316室

遗失补办声明
荣昌区黄金坡组团1#征地拆迁安置点：廖

世德等4户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500226201100201号）；李开奎等4户的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500226201100193
号）；彭明德等5户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
第500226201100192号）；王毓良等4户的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500226201100200
号），其建设业主已在2018年12月4日的重庆晚
报上刊登了遗失启事，现向我局申请补办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手续。我
局公告征求利害相关人意见，如有异议者，自登
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我局提交利害关系证明书
面材料。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我局将补发其建设
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手续。

特此声明。
重庆市荣昌区规划局

2018年12月6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贵贵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熊林计时计件工资争议一案，案号为渝
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42号。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
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
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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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
25日上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仲裁一庭203室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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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

注销公告：经忠县贵元红餐饮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3356787477X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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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市万州区明旺物流有限公司渝FA0068营运证500101014030,渝F17398营运证
500101008944渝F19282营运证500101027199作废 。鑫金物流公司渝BS2755营运证
500110019784遗失作废。原荣昌县海燕公司渝CD1572营运证500226008515遗失作
废。万事达公司渝BQ9767 营运证 500110011623 遗失。伟伦公司渝BP8681 营运证
500103033802 遗 失 。 重 庆 科 氏 运 输 有 限 公 司 万 盛 分 公 司 渝 A96199 营 运 证
500110048612遗失作废。鑫奥公司渝BS1728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耀强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以下车辆申请行驶证、牌照遗失作废，取消营运资格，道路运输证遗失作废，特此公告。
渝BG6031渝BH5669渝BH5708渝BN1686渝BN0225渝BH5219渝BJ1110渝BH9701
渝BL0710渝BL2355渝BL1505渝BL2865渝BL8078渝BN0397渝BH8990渝BJ3558。
重庆开隆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车辆（明细附后）与公司失去联系，经多次寻找无果，请车主
见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税费、保险及办理车辆年检，否则公司将向车管所申请灭失、
注销。特此公告。渝BE1318渝BH1601渝BJ3060渝BC8808。恒奥公司渝BV1068营运
证500110088889遗失。骏运公司渝A 95066营运证500115047067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南川区龙渡水力发电站
（普通合伙）（注册号500384200003193）合伙
人研究决定，本企业拟将注销，根据《合伙企业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
本企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声明：重庆夏繁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作废。重庆夏繁商贸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作废。现有重庆夏繁商
贸有限公司编号5001068159929
公章有效启用

注销公告：经重庆洪泽丰汇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T2Y38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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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彭水县天叶居家具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3320368883X）股
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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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万州区琴赢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1MA5U44305W）股东决定，本公司拟注
销。按《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之
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人：李琴 电话：13594783535

重庆市万州区琴赢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6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欣阳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2262100512）经股东会研
究决定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
债权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遗失云阳县石松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235NA000809X声明作废
遗失云阳县石松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公
章壹枚，编号500235100885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云阳县石松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号：
500235NA000809X）成员大会决议，本社拟将注销。
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
之日起45日之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星茸贸易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9007491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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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算公告
丰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所承建的铜梁区人民公园

防火瞭望阁工程已于2016年12月28日全面竣工，现
我公司成立项目清算组，负责处理该工程项目债权债
务（农民工工资.材料款.机械租赁及其他款项）等后续
事宜，请与本项目有债权债务关系的所有人或机构自
公告见报之日起.30日内持相关合同及证件向清算组申
报，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联系人：赵呈伟.联系电话：
13709425678.丰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8-10-18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北碚区元梨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注册号：500109002181818）
股东会决议，拟注销本公司，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登报之日45日内与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丽泽装饰设计有限
公司（注册号：500109001867803）股
东会决议，拟注销本公司，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登报之日45日内与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弘燕装饰设计有限
公司（注册号：500109002181800)股
东会决议，拟注销本公司，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登报之日45日内与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飞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5006561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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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业正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万盛支行青年分理处开户许
可证账号0808010120440001089 核准号J65300456039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业正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编号5001107000788）、财务专
用章（编号500110034685069）、殷承刚私章壹枚（银行印鉴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原武隆县汇集中药材种植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500232NA000419X）拟将注
销。根据《合作社法》规定，请债权人于本公告
登报之日起45日内之内，到本合作社办理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12月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铜梁区巴山石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MA5YMQGMX2)
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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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吉发高频瓷厂
重庆市永川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永川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530000861603作废

遗失重庆市中平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云阳分公司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云阳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676000723001、印鉴章及公章作废
声明：向青遗失重庆和泓四季E区
1栋14-21认购协议书及收据两
张（定金金额20000元，票据编号：
0007603；首期款金额312774元，
票据编号：000756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欣依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2681470779W）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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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首玺娱乐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305155695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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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财艺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2018年12月4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解散，
按照《公司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刘琼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好伙伴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2018年12月4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解
散，按照《公司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
权，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刘琼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乾途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2018年12月4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解散，
按照《公司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刘琼

遗失重庆市欣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2262100512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 50022675624809X、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75624809-X及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綦 江 区 根 据 地 火 锅 店（ 税 号
92500222MA5UNXYR6J）遗失税务机
关代开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46份（发票
代 码 150001720230，起 止 号 码
02127774-02127819）声明作废

遗失作废声明
严明霞不慎将2014年6月18日汇入重庆双

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的 08b-024 号摊位
保证金票据遗失，收款收据票号为 8030610 ，票
据金额为5850元。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南岸长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2031689119)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
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重庆慕萨餐饮文化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市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
5000174320，发票起止号码：00567824
-00567840 合计17份，声明作废
朱盛遗失重庆首铭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的契税收款收据：票据
号：0000034 金额37396.17 元
定金 50000 元 票据号：0000232
（首期781193元）声明作废。
吕洋遗失奥园十期-车库26-（-1）-B203的购买
车位收据，收据编号：0005247，车位款：115750
元；代收费收据编号：0005248，代收费合计：
6151.04元（契税：3307.14元、大修基金：2236元、
转移登记费：550元、印花税：57.9元）；声明作废
吕洋遗失奥园十期-车库26-（-1）-B193的购买
车位收据，收据编号：0005400，车位款：90750元；
代收费收据编号：0005401，代收费合计：4866.26
元（契税：2592.86元、大修基金：1678元、转移登记
费：550元、印花税：45.4元）；声明作废

通 知
承 租 人 周 力 （ 身 份 证 号 码 ：

500112198512168073），你承租的渝北区汉渝路
125号 2-1-1-3号直管公房，自2017年 1月-
2018年12月已欠房屋租金共计2520元。请你于
2018年12月20日前到渝北区住房保障中心（渝
北区双龙大道185号）完清所欠房租，逾期我单位
将收回该房屋并处理室内物品。

重庆市渝北区住房保障中心
2018.12.5

减资公告：重庆邦思特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226MA6012AC0Q）经股东会决
议，注册资本由300万元减少至3万元。根据《公司法》
的相关规定，请债权人、债务人在本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到公司办理清算手续。 特此公告 2018年12月6日
声明：遗失重庆途作林杰科技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3561622053W）开给重庆市沙坪坝区
城市管理局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1份(发票联），
发票代码：5000174320发票号码：09945014，
价税合计金额为184000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水兵营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5801629455）股东
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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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华宇系统集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12057798965N，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
部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9411801 渝北
公安分局原公章缴毁证明，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特雷索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48TF4N）股东
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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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

注销公告：重庆华爱腋臭医学研究院(普通合伙)（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6FPB6R）经合伙
人研究决议拟将注销，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请相
关债权人，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企业办
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18年12月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鸿鹄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YPRX23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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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佑南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000331606680Q）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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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禾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MA5YNNQ27X）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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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
注销公告:重庆西美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UQM144K，
经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
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
关手续。2018年12月6日
注销公告:重庆伟祺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305156954E，经
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务
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
手续。2018年12月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范鹏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305053541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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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500105MA5U67YYXE的重庆有念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我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有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6日
重庆市干辣椒销售协会遗失建设
银行两江高新园支行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17087801，
账号：50001040100050208207；
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铁谊物流有限公司以下车辆渝
A56622、 渝 AN6897、 渝 A51256、 渝
A52895、渝 A3903 挂 、渝 A3126 挂 、渝
A6027挂，道路运输证遗失，声明作废●綦江区发家致富汽车运输公司渝D73422营运证遗失作废

●遗失张芳执业医师资格证，证件编
码：110500243000611声明作废●成都昊普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发票代码（5100181130），纳税人识别号
（915101005589824969）遗失发票抵扣联号码（05653957）声明作废●遗失2015年8月20日核发的个体户敖露（铜梁区威远摩托
车行）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224601034421声明作废●重庆耀悦汽车运输公司渝BQ2538营运证500222005884遗失●个体工商户郑雄锋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00110MA5UR25LX9，声明作废●苏亭 建筑起重机械司机S证渝A042015032302遗失作废●熊加群 建筑起重机械司机S证渝A04201201 7863遗失作废●重庆翰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代码：5000172320号码：05889357，声明作废●重庆大港电力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抵扣联，发票代码5000183130号码00732661声明作废●遗失王娟、秦华键之女秦春霞在大渡口第二人民医
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G50011402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思宣健康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599240317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0559924031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浩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3500224MA5YPBTC6M）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2017.8.14核发个体户屈林（两江新区景昊家电维修中心）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000MA5UCMKW80作废●遗失周玉莹遗失护士证，证号：14166130声明作废●遗失罗中慧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7933352作废●冯涛遗失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证书
编号:渝建安B(2013)0030770，声明作废●本人冉光红的交强险保单批单遗失，交强险识别单号为
DCDZAA2013Z00、流水号为渝50001800004099声明作废

●遗失云阳县霖淇黑木耳种植场公章壹
枚，编号5002351004793声明作废●遗失大坪长江二路131号402间房屋承租人瞿欣，计租面
积20.90平方米，租赁证号大字第0904695号声明作废●遗失李盛琴之子谭泽灏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129518作废●兹有重庆扬成长义物流有限公司渝BD8507
营运证500105003887遗失，声明作废。●胡泽华道路经营许可证号500231009816遗失作废●易安兵渝GZ6526营运证号500231006970遗失作废●投保人韩建车牌号渝A590MQ在泰康在线投保
的车险发票号31883818遗失，声明作废。●黄清立遗失大足区邮亭中心卫生院医药
费发票号码：002379694，声明作废。●遗失郭昕妍《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26350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筱前铝合金门窗加工厂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00383576177853，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曾祥超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102291958112602171，声明作废●重庆旺业物资有限公司遗失已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和发票联）
1份，发票代码5000182130，号码01108522，已盖发票专用章。●遗失2018.2.28核发的重庆诚佑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062856760W声明作废●遗失2018年11月6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田波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605AT15Y声明作废●刘启兰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1319691013244101作废●大足区骏川宾馆滨河新村店遗失2015年09月16日
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5606288093作废●声明：遗失叶瑾菡《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500331113，声明作废。●重庆市北部新区路友建材经营部遗失2015年06月17日
核发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903600089223，声明作废●张生华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渝X042010003527遗失作废●张建华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渝X042010003319遗失作废●遗失王应竹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150001620410
号码20976729-20976800(共71份)作废●重庆市潼南区公路运输管理所遗失非税收入一般
缴款书（2006）NO:7904860268作废●遗失黎永华营业执照副本92500106MA5UFLFG9U作废●遗失李小菊营业执照副本92500224MA5XH7ET4Y作废●遗失高秀英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13101993-1作废●遗失黄红燕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71116206作废●遗失2010.11.8发傅世强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6600270890作废●遗失2015.6.12发陈学龙营业执照正本500106600018727作废●遗失璧山区来凤景茂塑料制品厂通用平推式发票代码
150001120130号码04710973、04710975作废●遗失重庆市北碚区红岩医院在中国银行北碚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99269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豫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2243051391424）防伪税控金税盘一个公司●重庆恒生中科贸易有限公司开具中国人寿财险重庆增值税普通
发票，发票代码5000174320发票号码05162436遗失作废。

●重庆稳当物流有限公司渝BS1963营运证500110018979遗失● 杨 秀 遗 失 个 体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渝 新 鸳 鸯 所
500903600082164、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3019701107574701作废●遗失云阳县王德信山羊养殖场2014年12月11日核发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35200033311声明作废●遗失云阳县峰河生猪养猪场2016年5月20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3520002213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景和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本人遗失富力湾3-10-4装修押金收据号
0055504，唐中川,特此证明。

不断学习，研发为先

“专心、专注、专业。这6个字体现了我
们的坚守精神，把握住技术核心，把齿轮做
好，在行业里长久沉淀，才能让我们成为一
流制造企业。”付中秋说，在他看来，制造企
业要适应市场，就是用新的设备、生产工艺
和市场，代替旧的设备、生产工艺和市场，秋
田齿轮现在能够和客户合作研发新产品、新
工艺，就是在努力学习，在适应更新的市场。

在付中秋看来，传统制造业特别是民营
企业，不该有过多的行业横向延伸，因为传
统制造业是生命力最为顽强的行业，最能够
成就老牌企业，像在日本、德国等国家里，几
百年、几代人坚守的制造企业比比皆是。让
传统行业能够坚守下来，让产品能够适应市
场，有竞争力，核心依旧是技术。所以，坚守
制造业，需要不断学习，以研发为先。

“为什么别人能够活下来？”

“在任何市场环境下，都有能够活下来
的传统制造企业，为什么别人能够活下来？
话说回来，依旧要看产品本身。”付中秋说，
3年前，秋田齿轮参与一家世界知名汽车品
牌的研发设计，学到了很多东西，从加工向
设计做延伸，从给顶级客户代工开始，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技术，在合作中
积累了经验。

这些技术和经验都是宝贵的，秋田齿轮
能够参与迎宾车的生产，就是因为积累了大
量的技术和经验。付中秋说：“我们不力求
做大，但是要做精，力求生命力更强。”

从3年前开始，付中秋有意识地布局新
能源汽车领域，与很多汽车制造企业展开广

泛合作，今年开始大量生产和制造新能源汽
车需要的产品。尽管如此，付中秋仍然表
示，未来的方向，还是要根据市场需求，不断
转化。企业进步靠的是不断学习和反思，向
外融入客户研发设计，向内扩张技术，转化
为自身生产力。

企业就是大桥的桥墩

日前，在接受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爆
料热线 966988，邮箱 3159339320@qq.com）
的采访过程中，付中秋多次提及回锅肉。

他说：“我本人有一套房子、一辆车子、
吃得起一碗回锅肉就满足了。我做了二十
几年的企业，现在需要考虑的已经不是自
己。我要对这么多员工负责，还要养活拥有
更多员工的大量配套企业。”

他举例说，如果说市场是一座链接企业
和消费者的大桥，那么中小制造企业就是这
座大桥的桥墩，是市场的基础。秋田齿轮现
在拥有2700多名员工，对应着2700个家
庭。秋田齿轮有500多家配套企业，养活着
上万名工人，对员工负责，就是一个企业的
责任，也是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付中秋认为，民营企业是吸纳社会就业
的最重要载体之一。国家重视民营经济发
展，给予大力扶持，民营企业也能够承担起
更重的担子。“假如秋田齿轮能够获得稳定
的长效收益，我留下一碗回锅肉的钱就够
了，剩下的我都愿意回馈给社会和员工。”付
中秋说。

他是作家，
3 部作品参评
茅盾文学奖。
他是医生，蜚声
业内的超声医
学专家，带过
150多名硕士、
博士研究生。
在行医和文学
创作之余，他还
喜欢绘画。

他就是73
岁的王志刚，重
庆医科大学超
声影像学研究
所所长。

慢新闻－重
庆晚报见习记
者 周荞/文 记
者 钱波/图

有人认为，
在互联网商业
冲击下，制造业
显得越来越浮
躁。传统制造
企业不断探寻
转型升级之路，
其中有的人大
步跨入新行业。

但在重庆
秋田齿轮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
长付中秋看来，
传统制造业，特
别是民营企业，
应该坚守自己的
阵地，不该有过
多的横向延伸。
传统制造业赖以
存活下去的根本
核心是技术，把
自己的产品做
好，提升技术实
力，才能够更加
适应市场，不会
被淘汰。

慢新闻－重
庆 晚 报 记 者
宋剑/文 受访
者/供图

▲付中秋

如果企业获得稳定长效收益，老板应该得到多少？他说：

“我留下一碗回锅肉的钱就够了”

慢新闻·人物
新鲜事 热点事 不平事

爆料热线：966988

医学专家医学专家33部文学作品参评茅盾文部文学作品参评茅盾文学奖学奖，，如何兼顾医学与创作如何兼顾医学与创作？？他说他说：：

““这是一种妙不可这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交替休息言的交替休息””
当医生的他：
从没和患者吵过一次架

73的王志刚家住南岸区，他把书房命
名为“笔耕村”。

他曾在小说《产房》中写到：“医院产房
门外的那棵老黄葛树两次落叶，串起了生
命的春秋。”他用作家的眼光，看山川草木，
凋零乃必然；看旦夕祸福，生死也是常事。

12月2日，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爆
料热线 966988，邮箱 3159339320@qq.com）
问：您与创作医学题材的其他作家有何不
同？王志刚肯定地回答：医生这个职业，让
我无数次亲身经历过生死时刻，我会更懂。

每个工作日清晨，王志刚都会在7时前
错开早高峰开车出门，来到位于渝中区解
放碑附近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超
声影像学研究所。他的办公室，不时有年
轻的硕士生、博士生前来讨教。王志刚微
笑着，耐心给予开导和解答。他的好脾气
写在脸上，眉目间满是敦厚学者风度。

王志刚上世纪80年代从医心内科，超
声心动图问世后转入超声科，成为重庆最
早一批从事超声影像的医生，主编和参与
编辑学术专著21部。“截至目前，我带过
150多名硕士、博士生研究生。”王志刚说。

“从医这么多年来，我从没和患者吵过
一次架。”王志刚说，他常常在朋友圈里看
见有的学生因为医患关系发牢骚，他从不
点赞，更不会对学生说“把病人当亲人”这
样的话。他会告诉学生：“医者仁心，就是
最好的做法。”

王志刚以前经常坐诊专家门诊，看病
看到中午一两点是常事。他说：“只要来的
病人，我都看，从不拒绝。大医精诚，一分
钱就能治病的药，就是最好的药。”

当作家的他：
笔名是自己的姓加妻子的名

只有在下班后，王雨这个身份才出现
在笔耕村。笔名是文学界前辈建议他改
的，“我的夫人名字中有个玉字，我说想用
她的名，加上我的姓，取笔名。”王志刚接着
说，“宇宙的宇太大了，我就选了小雨的
雨。除了第一部中篇小说《鲜花献给谁》署
名王志刚，其他作品署名都是王雨。”

《鲜花献给谁》是王志刚在上世纪80
年代创作的一部独幕话剧，后来被峨眉
电影厂看中，要他改为电影剧本，拍成电
影《年轻的朋友》。

王志刚文学之旅由此启程。
创作灵感何来？王志刚畅怀一笑，说：

“我喜欢一件事，就会执意去做。”
对王志刚而言，这件事就是写作。
“从事医学和创作，这是一种妙不可

言的交替休息。”王志刚说，挤时间创作，
对他来说从来不是问题，空闲时写不够才
是大问题。“我没有跨出自身的生活认知
去写任何东西，都是写我熟悉的领域。”于
是，他以在幼儿园当老师的母亲为原型，
写了《桂阿姨》；以驾驶员父亲为原型，写
了《车神》。

上月底，由王志刚小说《产房》改编的
同名电影在璧山区开机，讲述了妇产科一
线医务人员的不易与伟大。

“医学和文学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视
为人学——对人怀有关切之心，具备人道
和爱。”王志刚说，他把亲身经历过、听说
过的产房医务人员形象，创作成小说女主
人公护士长肖春，勇敢又宽容，无私又奉
献。“这样的肖春，现实生活中的每个医院
都有。”

他的独子：
像小说人物一样参加医疗援外

王志刚是研究所所长、超声医学教
授、重庆医科大学博导……还有一个身
份：父亲。

巴巴多斯，是北美加勒比海上的一个
岛国。王志刚的独子就在那里，担任医疗
援外队队长，在当地开展为期一年的医疗
帮扶与授课。

《产房》女主角肖春的丈夫张大夫，
也参加了医疗援外，在医治患者时受到
感染。

王志刚深知医疗援外的艰辛，却从未
阻止儿子参加医疗援外的决定。“我为什么
要阻止？他大了，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王志刚嘴上这样说，落在行动上，却把儿子
在当地的动态一条不落转发到朋友圈。

“转，有儿子的信息”……
“儿子一开始不想学医，但考来考去，

还是去了重医。”王志刚说，冥冥之中，命运
的罗盘将父子往一条路上引，儿子和他一
样也是一名超声科医生。

提起儿子，他的语气带着一种铿锵
有力的坚定：“参加这种任务很光荣，我
支持。”

妻子退休后，不仅要照料孙女，还是王
志刚的专职抄写员、录入员。“夫人写得一
手好字，无论我的手稿写得再乱，她都能认
出来。”王志刚有些得意地告诉记者，在没
有计算机之前，妻子都会用圆珠笔垫着复
写纸，誊抄他的作品，抄成工整的字，再寄
给杂志社和出版社。期间，妻子经常还会
提出一些独到建议。38万字的长篇小说
《飞越太平洋》，也就这样一字一笔地完成
着，出版，再版。

采访前一天，王志刚和妻子、孙女及亲
家吃了一顿难得的午餐。不日，妻子将启
程去海南过冬，照例希望丈夫同去，也照样
受到拒绝。“我怎么可能去得到嘛？我还要
上班。”王志刚有点无奈地说，他知道，妻子
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和他一起过个暖冬，
但他离不开工作岗位，也离不开文学灵感
的源头——笔耕村。

王志刚透露，著名电视剧制作人傅晓
阳联系了他，希望把明年5月上映的同名电
影《产房》改编成电视剧。

◀秋田齿轮
企业场景

◀王志刚聊起
自己的文学作
品如数家珍

▲将自己的著作送给学生

▲用手机展示自己发表过的文学作品

▲用手机展
示自己的书
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