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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致电芒果电单车客服，工作人员
表示，芒果电单车的点位，可在芒果地图上
搜索查询。单车使用后，有指定的区域可
供停放，但有些市民为了方便，存在随意停
放在其他地方的情况。

“随意停放，我们会收取5元调度费，
但是很多市民会为了方便，愿意出这5元
的调度费。因此，我们每天会安排巡检，把
零散的单车放到指定区域。由于随意性太
大，巡检不能每时每刻照看到每一辆单
车。针对上述情况，希望市民能够自觉将
单车停在指定区域，或者停在不会影响他
人的安全区域。”芒果电单车客服工作人员
表示。随后，记者致电小蜜单车客服，所说
情况和芒果电单车基本一致。

希望市民自觉
将单车停在指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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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浒溪还房商业加装电梯的公示的公告
各利害关系人:

本工程位于江津区滨江新城浒溪还房。该项
目按相关程序已完成审批。现重庆江洲渔业有限
公司申请在浒溪还房D5栋一二层增设电梯, 我局
将于2019年1月8日至2019年1月14日在江津
区规划局网站、区规划展览馆及加装电梯所在地
对加装电梯情况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
内容请到江津区规划局网站、区规划展览馆及项
目所在地现场查看,欢迎相关利害关系人提出宝
贵意见。特此公告。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局
联系地址:江津区滨江新城清栖路599号
邮 编: 402260
联系人:郑先生 联系电话: 47550513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局 2019年1月7日

公告
本公司承建的重庆九龙坡区黄桷湾道路环境景观

工程项目已于2016年12月5日竣工验收，现正清算，
为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自本公告之日起15日内，工
程劳务班组、材料供应商、机械租赁商等持相关材料
申报债权。逾期自行承担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人:刘先生13996710766
地址：渝北区龙山路303号
中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江西忠信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1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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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339607573H的重庆雷庭
商务咨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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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雷庭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1月7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注册号
为500105007927903的重庆崭途服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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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崭途服饰设计有限公司 2019年1月7日

永 川 区 柴 森 餐 厅（ 税 号
92500118MA5UN5H519）遗 失
空白通用机打卷式发票2份（发票
代 码 150001620410， 号 码
48800904、4880090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锦簇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7MA5UN9TR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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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闻泰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8MA5U7FJL5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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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瀚信禹润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5XL98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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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久鸿图文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582834645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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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7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
号为500105000116050的重庆坤道广告传
媒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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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坤道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2019年1月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炬松物资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69390169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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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提单一：提单号：CKGBRVPO18040029；船名航次：SHANGQINGZHAO V.1804E，箱封号：MRSU3695947/
ML-CN8951517; MRKU2574969/ML-CN7626761;MRKU2727456/ML-CN8951674; MRKU2047227/
ML-CN7978459. 开船日期：2018年05月02日
提单二: 提单号:CKGBRVPO18040030;船名航次：JIANGJIYUN1263 V.1804;箱封号：PONU7998010/
ML- CN8951499; MRKU2286324/ML- CN7978423;MSKU1982485/ML- CN8949052;MSKU8941620/
ML- CN8951433; TCLU5049779/ML- CN8951755; MSKU9367081/ML- CN7978414;GESU5721935/
ML-CN8949059;PONU7584365/ML -CN8949062,开船日期：2018年05月12日
提单三：提单号：CKGCLSAI18040011;船名航次：CHANGHANGJIYUN0333V.1802E,箱封号：TCNU3713361/
FEX4303022; INKU6567272/FEX4668122,开船日期：2018年04月25日。以上三份提单声明作废。

重庆银翔摩托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1月7日

综 合 服 务

征 婚 交 友
www.023yuan.com 美的缘12年68067355

转南岸区黄桷桠大学附近170㎡门面13658392869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赵红林、李蓉遗失重庆朝天门国际商贸城股份有限公司
开的重庆朝天门国际商贸城A5栋4-86号房屋销售专用
收据，编号1002957，金额14266.32元，声明作废●赵红林、李蓉遗失重庆朝天门国际商贸城股份有限公司
开具的重庆朝天门国际商贸城A5栋4-86号销售不动产
统一发票（自开）一份，发票代码250001490105发票号
码 00654314，金额54946元，款项（首付款），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千祉禾农业专业合作社（以下
简称“本专业合作社”）2018年12月16日全体成员决定，本
专业合作社决定解散，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四十三条之规
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专业合作
社申报债权，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孙群
遗失2016年12月20日核发的重庆谧屿装饰
设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000MA5U9LKT4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谧屿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
号500114107234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戴派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359226051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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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7日
注销公告：经肆拾玖坊（重庆）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8H5T2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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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御祥河餐饮服务部（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572143680A）投资人决
定，本企业拟注销，按《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天之内到本
企业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19年1月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鑫达盛业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61GN9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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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7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永航装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3MA5U49DP74）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200万元减少到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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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速达票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062851759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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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星三峡雨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6000236977）股东大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
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星三峡雨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月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艾克迪森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58280765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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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诺康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R1PN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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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朝日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112MA5YWNX71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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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清会土鳖虫养殖场（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1346040026U）投资人决定，本企业
拟注销，按《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60天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联系人：陈步
会 电话：18696833249 重庆市万州区清会土鳖虫养殖场

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镇双碑村
田家院经济合作社重庆市农村商业
银行双碑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3000753750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原梁平县袁驿兔业养殖股份
合作社（注册号500228NA000691X）经
成员大会决议,本合作社拟将注销。请各
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2019年1月7日
注销公告:彭水县诚志食用菌种植股份合作社(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35002430863170083）经成员大会
决议,本合作社拟将注销,根据相关规定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合作社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1月7日
注销公告：经酉阳县鹅塘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3500242MA5U5JMR3Y）成员大会
决议，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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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益新物资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345977191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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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催告通知书
江北社险先支告〔2018〕1号

单位名称：重庆行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东一村61号20-7

我局于2018年2月28日收到刘章祥（身
份证号：510222196607186312）提交的《刘章
祥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申请书》（附件）。
经查，你单位未依法为刘章祥缴纳工伤保险
费，应承担其全部的工伤保险待遇，截止目前
并未向刘章祥进行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社会保险基
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第七条的相关规定，我
局已于2018年12月24日向刘章祥支付了工
伤保险待遇，现要求你单位在收到本通知书
之日起10日内对刘章祥应当享受的工伤保险
待遇予以偿还，并于2019年1月17日前将你
单位偿还的相关凭证返回我局。如你单位逾
期未将支付凭证返回我局，将视同你单位拒
绝偿还刘章祥工伤保险待遇,同时获得对你
单位进行追偿的权利。

逾期不偿还的，我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进行追偿，届时因追偿所发
生的合理费用及逾期偿还的利息损失等也由你单位承
担。因你单位已不在注册地址办公，且无法联络相关人
员，现我局依法公告送达《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催告
通知书》江北社险先支告〔2018〕1号，本决定书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江北区工伤保险基金专户：
工行建东支行 3100022229026427117
附：刘章祥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申请书
联系电话：67114515
重庆市江北区社会保险局 2019年1月7日

遗失大足区味哆哆餐馆2008版增
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1500172320
号 码 29030170- 29030182、
29030214-29030232作废
注销公告：经巫山县枭楠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7MA5U8JJ26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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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我公司因保管不善，将重庆佳维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

公司2018年4月13日开具的发票代码为5000174130，号码
为N0.04858001，金额为100,000.00元，税额为5,660.38元
的一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遗失。并承诺，由此引起的
一切责任由本公司承担。特此证明！

重庆中康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1月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合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59517640X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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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7日
遗失声明：车位车主姓名：余治萍，身份证号码：
510232196606090047。车位购买协议合同编号为
HDMD191，委托代管服务合同编号为HDMD191。
重庆市恒大名都1号车库负1层684停车位，遗失该车
位购买协议合同和委托代管服务合同，特此声明。

巫溪县雷通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500238056494775C）遗失重庆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代码5000162350，号码04011215；发票
代码5000174350，号码00083777，声明作废。

重 庆 华 轩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渝 D26601 营 运 证
500222083662遗失作废。重庆凤梧商贸有限公司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500113003686遗失作
废。大财綦江分公司渝BQ6318营运证遗失作废。
建成物流公司渝BY2579营运证遗失补办。傲昆公
司渝 D06479 营运证 50022063653 渝 D7290 挂营
运证 500222063977 遗失。重庆豪托运输有限公
司 綦 江 分 公 司 车 辆 渝 BL6857、渝 BN9886、渝
BR6731因长期脱离公司监管，经多方寻找无结果，
特将该车辆营运资格予以注销，特此公告。

遗失两江新区思渝餐馆2018年06月14日核发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00000MA5YYF37X8，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3590082812；声明作废
声明：我司（重庆鼎圣律师事务所）2018年9
月26号向吉林重通成飞新材料股份公司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号码为07598020，
发票含税金额为40000元，第二联发票联，第
三联抵扣联原件遗失。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镜享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M58D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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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拟对控股的磬联公司进行增资

6000万元，现需选聘一家设计院或咨询机构编制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有意单位请到西计公司领取招标文件。该公
告有效时间截止2019年1月9日上午12:00时。

联系人：鲁先生 联系电话：62928391/13883353285

重庆中科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开具
给重庆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发
票 代 码 5000171130 号 码
00992009特此声明遗失
注销公告：经重庆坤合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45990476L）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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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1月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福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320388307U）股东会决议，拟将
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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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1月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傲世日用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4305167979Y）股东决定，
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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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1月7日
注销公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梦缘辣椒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0691247044B）经成
员大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合作社。请债权人债务人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单位办理债权债务清偿
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1月7日
两江新区鑫旭酒楼（纳税人识别号：
92500000MA5UPQN31C )遗失重庆通用机
打卷式发票4份，发票代码：150001720410，
发票号码：13891801、13891805、13891806、
1389180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市御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203507020H)经股东会研
究决定注册资金由30000万元减至1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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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遗失声明：重庆佳一医药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500107599232413E）遗失开给北京市宣武京新
医药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发票联及
抵扣联）代码：5000183130，号码：04512679（金额：
4112.07元，税额：657.93元），声明作废。

●遗失佐思翰《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500401881 声明作废●遗失李蘭馨《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27912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二塘小学工会委员会公章声明作废●重庆市永川区区域工会联合会遗失工行重庆永川支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3100090009264101752核准号J6530027723901声明作废●遗失中金云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001127104954）财务
专用章（编号5001127104955）及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遗失西南政法大学林晨学生证：20160061011370作废●渝中区刘国荣食品经营部遗失2017.11.28核发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3MA5YNP975C作废●遗失张幺妹水果批发（零售）经营部通用手工发票，代
码150001520531号码01665351-0166537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傲立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在建设银行重庆巴南支行凯
恩家居名都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0875602作废●遗失中国人寿财险重庆分公司增值税普票一张，发
票代码5000174320发票号码17436673声明作废●遗失声明：罗胤遗失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
格证，管理号12285542811550060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田间菜馆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
码150001720410号码03829703声明作废●重庆康美生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农行石柱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
证账号820101040009742核准号J6871000432101声明作废●重庆哲羲图文设计有限公司遗失浦发银行重庆分行营业部开户许
可证账号83010154740007291核准号J6530034551301作废●遗失重庆市泥香味种养殖股份合作社公章
壹枚（编号5002391008142）声明作废●胡元勇遗失医师执业证，证号：
110500107001371声明作废●重庆昌安劳务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500242320363417遗失●遗失奉节县水手山庄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号码01669892-01669900声明作废

●重庆展鹏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刻章证明遗失●遗失重庆市学思文化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壹
枚、财务专用章壹枚、发票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永山摩托车行公章壹枚（编号
5001172012913）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72012914）声明作废●遗失2016年6月12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尹江洪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760795151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新东信汽车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106668927551，声明作废●遗失2018.1.24核发重庆音美吉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060527840T声明作废●重庆市水竹林宾馆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
发票代码150001620410发票号码49416072声明作废● 重庆优之路贸易有限公司 印章证明遗失，备
案回执编号：5001142018111301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宜佳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编号渝秀山县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0012号作废，需补办备案凭证●遗失陈久恒营业执照副本92500224MA5UC1749Q作废●遗失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重庆石油分公司重庆增值
税专用发票代码5000182130号码06018378作废●原铜梁县大龙涂料加工厂公章遗失作废●遗失铜梁区彭国彬餐馆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号码27048079-27048087作废●北京友豪源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遗失持有股权出质
设立登记通知书，质权登记编号500224001093588作废●遗失2015.4.21发南川区黄学小吃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500384605375072作废●遗失天府矿务局卫生处工会委员会工会法人
资格证书，工法证字第23004800116号作废●重庆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遗失重庆交通
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道高速公路便道工程项
目经理部章，代码5001141014857，声明作废。●遗失谢庆好国地税正副本33032519970305471025作废●遗失奉节县椿政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在重
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节支行安坪分
理处开户许可证 J6677001175001作废●遗失重庆市大足区易枫摩托车配件厂机构信
用代码证，代码：G1350022402974880L声明作废●遗失大渡口区粗茶之淡饭餐厅通用机打卷式发票,发票代
码:150001720410发票号码:02887350、02887236声明作废

●遗失2013年9月27日发北部新区苑博装饰材料商行（周
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903600063255作废●沙坪坝区工商分局遗失税务登记证500106009290542作废●遗失铜梁区老宅门火锅馆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
代码150001620410发票号码26935697-26932700作废

注销公告：经巫溪县双塘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80788326321）成
员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
请债权人到本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长寿区琰菱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30519189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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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陌臣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5MA5U4FB8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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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忠县佳美农业股份合作社（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332045858XJ）成员
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请
债权人到本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注销公告：经重庆兴伊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UL680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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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法狮龙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07232483X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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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市武隆区工商局于2009.11.26核发的武隆县满山红蔬
菜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32NA000206X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武隆区工商局于2010年07月06日核发的武隆县山权畜
禽养殖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32NA000338X声明作废；

重庆晚报讯 （上游新闻记者 范圣卿
摄影报道）你遇到过共享单车随意停放的情
况吗？昨日，记者来到两江新区象屿两江公
元公交站，发现这里有五六辆黄色的芒果电
单车和小蜜单车随意停放在人行道、车道上。

“我们这个公交站是个始发站，进站的
路比较窄，平时上班高峰期时，乘客也比较
多。这些单车随意停放，可能会给我们带
来一些不便。”两江公交二分公司606线值
班班长白涛表示，黄色单车随意停放的情
况，大概有10多天了。

白涛说，黄色单车的停放特别随意，有
时候会看到三四辆，有时候会看到六七辆，
没有固定性，“这些车有时候停在乘客上下
车的地方，高峰期乘客很容易撞到。有时
候这些车又停在人行道上、盲道上，甚至还
会停在公交车车道上。我们进站时遇到这
种情况，司机怕发生擦挂，都只能下车先把
单车推走，摆到合适的位置。”

“单车给市民带来一定便利，但希望在骑
行完毕时，可以把车停放在指定位置，这样就

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白涛告诉记者。
家住渝北区北大资源·博雅的陈女士

在这附近上班，她表示，这个公交站周围小
区多，居民多，自然而然会有一些人选择骑
这个单车出行，“这段时间，可能是单车在
这附近设了点，忽然就多出一些随意停放

的黄色单车。这些单车确实能给居民带来
方便，例如堵车赶时间的时候，骑车就比较
方便。但随意停放还是不太好，尤其随便
停在人行道上，怕把娃儿和老人绊倒。本
来附近小区多，人流量大，如果能规范停放
就好了。”

共享单车随意放 公交进站乘客坐车不方便

重庆晚报讯 （上游新闻记者 余
珂静）前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
获悉，因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业务
系统迁移，各项需通过系统办理的交通
管理业务将于11日（星期五）晚8点至
14日早 8点全面暂停，包括驾驶人考
试、机动车检验、二手车过户、机动车服
务站打印临牌、车辆登记注册、交通违法
处理及缴款等业务。

请广大市民和相关社会单位提前做
好安排，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11日~14日
多项交管业务办理将暂停

重庆晚报讯 （上游新闻记者 陈英）
去年12月 25日，本报以“这个花样阳台
有个美丽故事，43岁妈妈为7岁脑瘫儿子
打造爱的花园”为题，报道了坚强母亲陈
璇，为了让每天都想外出看风景的儿子跳
跳在家一年四季也有看花的地方，她硬是
把自家七八个平方米的阳台，建造成花一
样的世界，为儿子打造爱的花园。

近日，由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及全国百

家媒体发起的公益平台——天天正能量第
272期常规评奖中，陈璇的故事打动了全国
诸多读者，经过全国评委和网友为期三天
的投票和点赞，获得全国三等奖，新闻当事
人重庆大爱母亲“跳妈”陈璇获得1000元
正能量奖金。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评委会在给陈璇
的颁奖词这样写道：儿子早产，一出生就脑
瘫，身为母亲的她，却把他视为老天爷的礼
物，发誓要用余生好好疼他。7年里，她一边
照顾家中年迈的老人，一边带着儿子进行康

复治疗。13本笔记本，记录着所有艰辛和汗
水。孩子天生不幸，却在她爱的呵护下，活
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爱的花园，四季
如春，花香四溢，每一朵都是母爱的表达。

得知自己的故事在天天正能量周评选
中获得三等奖，陈璇感到很意外。“非常感
谢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给予我的关注和荣
誉。作为一名母亲，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以
后我还会把花园打造更好，在未来希望能
为孩子提供一个更大的室外花园，并邀请
其他脑瘫孩子到家里做客，让更多孩子分

享这份快乐，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据悉，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集团联

合重庆晚报在内的100多家主流媒体共同
打造的大型公益开放平台，以“传播正能
量、弘扬真善美”为宗旨，面向全社会寻找、
奖励凡人善举。

目前，天天正能量已奖励5000多名正
能量人物，投入公益金4800多万元。此前，
重庆88岁退休校长吴定富、14年护送学生
搭“江上校车”的张坤仲、坚持背邻居看病两
年多不收费的王传熊等也曾获得该奖项。

“跳妈”为脑瘫儿子打造爱的花园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励她1000元

重庆晚报讯 （上游新闻记者 张皓
摄影报道）“传承弘扬喻茂坚廉政文化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加强党员干部政德教
育，推进家风建设，具有积极作用。”伴随着
喻茂坚一名后人的感慨，前日，喻茂坚铜像
揭幕，位于荣昌区万灵古镇的喻茂坚纪念馆
同时正式开馆。

生于1474年的喻茂坚为明朝时重庆府
荣昌县人（今重庆荣昌区），考取功名后，初
授安徽铜陵知县，后历任浙江临海知县、福
建道监察御使、陕西巡按、大理寺卿、刑部侍
郎等职，官至刑部尚书，后被明穆宗追赠为
太子少保。

“他为官刚正不阿、清廉有为。”纪念馆
一名解说员告诉记者，致仕还乡后，清贫的
喻茂坚在县内士绅资助下创办尔雅书院，将
自己的为人为学为官理念融入到家规家训
之中，著《垂训联》《训示联》，对后世子孙影

响甚远。喻茂坚优良的家风哺育出无数优
秀的喻家族人，如弹劾权奸魏忠贤的兵部尚
书喻思恂、秉公主审魏忠贤同党的巡抚喻思
慥等。

荣昌区纪委牵头在尔雅书院成立喻茂
坚陈列馆，去年改造升级为喻茂坚纪念馆。
新建成的喻茂坚纪念馆展陈建筑面积1340
平方米，设有14个部分，以展示喻茂坚清廉
事迹和家规家训为主要内容，新增了多媒
体、投影、场景复原、电视、触摸屏等高科技
声光电展示手段。

荣昌这个纪念馆因他而建 其后人弹劾权奸魏忠贤

▲喻茂坚纪念馆

◀随意停放的
共享单车

后续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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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9006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1月6日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20 21 22 17 13 27
蓝色球号码

01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9003期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1900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9 5 0 5 4 4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900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4 8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900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4 8 3 3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