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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重庆五一高级技工学校家属区
棚改项目方案设计公示
重庆五一高级技工学校家属

区棚改项目方案设计于2019年1
月9日-15日在渝中区规划大厅及
项目现场进行公示。

重庆市规划局渝中区分局地址：
渝中区和平路一号星河商务大厦3楼

联系人：蓝先生
联系电话：63310930

●遗失上海和华利盛（重庆）律师事务所税控
盘 ，盘 号 499906289088，纳 税 人 识 别 号
3150000069120110X4，声明作废●遗失陈志红身份证510225197705232822声明作废

重庆艾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7072311123H）遗失通用定额发票（二联贰元
版）代码150001323824号码02135701-02135900（2
本）、通用定额发票（二联贰元版）代码150001723824
号码03182801-03183000（2本）、通用定额发票5
元，代码150001423825号码04840701-04840800
（1本）、通用定额发票5元，代码150001723825号码
00342501-00342600（1本）作废

吴秀惠（身份证号码：51022219751216****）遗失东风
牌车辆合格证，编号WDR07P0JZ430219,车架号：
LGG8D3D12JZ430219.发动机号:S2LA006声明作废
吴秀惠（身份证号码：51022219751216****）遗失机动车
销售统一发票及合格证，发票代码150001722060，发票
号码00894685，合格证编号WDR07P0JZ430219,车架号：
LGG8D3D12JZ430219.发动机号:S2LA006声明作废

公 告
重庆耕勤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5979541488）：

王举容申请劳动能力鉴定一案，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王举容玖级伤残的鉴
定结论。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渝
大渡口劳初鉴字﹝2018﹞436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请你公
司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领取有关王举容的《工伤鉴定结论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联系电话：023-68083958）特此公告
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2019年01月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海特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1060000376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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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1日

综 合 服 务
转南岸区黄桷桠大学附近170㎡门面13658392869
现有江北区建新东路69号临街商
铺多间出租，紧临观音桥步行街。
诚招广大经营商，租金面议。
有意者请来电：15823996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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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经重庆领尚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305234334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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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遗失2007年6月14日核发的重庆市巴南
区接龙肉兔技术协会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书副本，社证字第126号，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巴南区接龙肉兔技术
协会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鲁尔机电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0MA5U9FGU0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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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里叻锝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MA5U9D4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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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苏灏禾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08MA5U9DCM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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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遗失2018年7月25日核发的重庆市巴南区桐君阁五园湾药房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6010KD74声明作废
重庆市巴南区桐君阁五园湾药房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证号渝CB0140423)、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
证证书（证书编号CQ14-Cb-2015027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绿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9010000987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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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霖杰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22MA5U3TBQ1G）股东会决
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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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煊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MA5UT5CK5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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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声明：遗失四川省城市车辆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开
给罗庆兵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1份，发票代码
151001822001，发票号码01186110；及遗失车辆
合格证一张，合格证号WCD06BJ00087848，车
架号LB37742Z7JB088943,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通万兴物流有限公司遗失2016年8
月3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00000MA5U4F2U4U；遗失公章、财务
专用章、法人章（秦小娇）各一枚，声明作废

声明：饶丽遗失重庆高新区人民医
院开具的重庆市住院医药费专用收
据，编号（2017）NO:007795410金
额6883元，声明作废

声明：大渡口区天胎摩托车配件加工厂
遗失中国工商银行大渡口钢花路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3875001账
号3100029009200029783，声明作废

遗失潼南区渔福兴老火锅店通用机打
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 号码
42928808、 42928813、 42928837、
42928838、4292885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盈益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5UUQ42XJ）
合伙决议，本企业拟将注销，根据《合伙企业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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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沃远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MA5U4409X6）股东会决
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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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冠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6912057174）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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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易昂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901000136194）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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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1日
咖啡陪你（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大融城分公
司（税号91500105092418948D）遗失2016版增值
税 普 通 发 票（一 联 卷 式）100 份（发 票 代 码
050001700107，起止号码68144301 - 68144400）
及税控盘（编号49993788875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际团物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327759393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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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德厚鸿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YT1E82Y)合伙人大会会
议决议，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注销本有限合伙企业。请债权债
务人见报后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自本日起45日内到本合
伙企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1月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艾丝鸥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1MA5UCU4M6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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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 电话：15638685587

重庆市艾丝鸥建材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1日

遗失楚容（税号51303019730527122701）通
用机打卷式发票，发票代码150001720410，
发票号码07402869,07402919,07402920,
07402947,07402948声明作废

陈永翠遗失重庆永德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1 月 17 日 出 具 的 收 据 号 ：
0023183，声明作废。若因本收据产生
的法律纠纷概与该公司无关。
重庆市大渡口区征地办公室公告
范治伦（户）：

你户位于大渡口区建胜镇四民村九社的房屋已被
大渡口区人民政府依法征收。现请你于2019年1月
17日前到大渡口区征地办建胜镇征地工作小组（茄子
溪正街39号）领取《征地拆迁告知书》，如逾期未领取，
我办将以清理确认、张榜公示数据作为征地拆迁补偿
依据。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68152531
重庆市大渡口区征地办公室二○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公 告
重庆市安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曲，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7094325800）：
何永桂申请劳动能力鉴定一案，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何永桂玖级伤残的鉴定结
论。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渝大渡
口劳初鉴字﹝2018﹞459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请你公司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领取有关何永桂的《工伤鉴定结论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联系电话：023-68083958）特此公告
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9年01月11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荣昌区奇彩玉带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331600318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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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池骋重庆市铜梁区益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龙泽苑1-22-6
号销售不动产统一机打发票代码
250001590105号码00340747金
额309142.00元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生活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潘权志与你单位工伤保险待遇争议一案，案号

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1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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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9日上
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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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室（三号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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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1日

注销公告：重庆商羽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PU6H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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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经重庆特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0MA5U4P3611）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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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尝手续。
遗失重庆市万盛经开区瑞栀商贸有限公司银
行开户许可证（编码653001448626核准号
J6530079077701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万盛万东支行（基本存款账户））账
号3100257709100024909）壹本，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市小可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331577904U)经股东会
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100万元减至9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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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重庆朗特斯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633154657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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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遗失重庆新威众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开给渝AS015H号车的重
庆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050001800104，发票号码16774928，
金额13016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明锐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6084677210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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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丰都县杨毛餐馆遗失以下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发票代码：
150001720230，发票号码：01721254、01966224、02707615、
02707619、03374536、03986383；发票代码：150001820230，
发票号码：02707616- 02707618、01059513、01059510、
01059506、01059505、01059498、01059496、01059495、
01059485、00517022、00697287、00812929、00937114、
01059507；发票代码：150001920230，发票号码：00276406-
00276409；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擎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80003757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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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图能教育咨询有限
公 司 公 章 壹 枚 （ 编 号 ：
500901000425109）财务专用章壹枚
（编号500901000425109）声明作废

重庆中盛物流运输有限公司渝D25642 营运证 500110081618 渝 D63101 营运证 500110074927 渝
B5A033营运证500110067944遗失。君睿达公司渝D05057营运证500110079939遗失。齐郡物流公
司渝B2A575营运证遗失。泰吉物流公司渝BS8195营运证500110054676遗失作废。重庆耀佳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营运证渝BN3071遗失。重庆满贵物流有限公司渝D90231营运证500110085764遗失。重
庆互惠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渝BJ1632营运证500222024882渝BJ2379营运证500222067999渝
BH5315营运证50022209436渝BH2362营运证500222055896渝BL2597营运证500222027040渝
BL6830营运证500222054213以上车辆营运证灭失注销。重庆凯俊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6585挂营运
证号 500115034713 遗失作废。恒业公司渝 BG7772 营运证遗失。普浩公司渝 D70798 营运证
500115053742遗失作废。重庆连庆物流有限公司渝B0A595营运证500110066649渝BY3613营运证
500110060044遗失作废。统帅公司渝BY5676营运证500110057133遗失作废。泽佳物流公司渝
BB9283营运证500115042570遗失作废。鑫典公司渝B3A890营运证500222056170遗失。展鸿公司
渝BA877G营运证500108017319遗失作废，重庆登科商贸有限公司营运证渝A6P305渝A9P580渝
BQ0013渝BR1287遗失作废。博捷公司渝BQ6235营运证500110052502遗失。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康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32059880399M）股东会决定，
现将注册资本从800万元减至100万元整。根据《公
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武隆县丰源中药材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5002322200102）；武隆县黄
莺乡永信中药材专业合作社（注册号：
5002322200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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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语向广告传播有限公司由国家税务总
局重庆市渝北区税务局代开给重庆市天池园林
开发有限公司的两张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
票代码：5000164160，发票号码：01875731，金
额：20000 元；发票号码：02806018，金额：
27333元；特此声明发票联和抵扣联遗失作废。

身份证遗失声明
本 人 廖 西 敏（女 ，身 份 证 号 ：

500243199508102607）于 2019年 1月
5日在重庆西站附近丢失第二代居民身
份证，自遗失之日起，一切非本人签名使
用身份证的行为，均与本人无关，本人也
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遗失重庆市棋类协会税务登记证副本，
渝税字：500103504026191号声明作废
重庆市桥牌协会税务登记证副本，渝税
字：500103504026183号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工贸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车牌号为渝B92T96 的车辆行驶证副
本，车辆型号为：长安牌SC7161UY,识
别代码为：LS5S2AB86HB310450,发
动机号码为：H4UA01072声明作废

● 胡 仕 涛 残 疾 证 （ 证 号 ：
51022219560516582044）遗失补办，特此声明●遗失重庆行车道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车牌为渝D720G2
的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6029191，声明作废●遗失原潼南县玉溪镇高记小吃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
150001720410号码03831929、03831931、03831932作废●遗失重庆禾中运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
代码150001320230号码00855886-00855895作废●遗失重庆吉安衡鑫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壹枚，编号5002211016687声明作废●遗失2004.12.23核发的重庆市九龙坡区神升氦素科技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7210222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世昌劳务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
5002311000723）、法人李世林私章壹枚，声明作废●重庆市兴要保温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建行永川水晶城支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50050114620000000328核准号J6530078226802作废●重庆沐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兴业银行重庆分行营业部开户
许可证账号346010100100770650核准号J6530055287703作废

●重庆丰锐不锈钢加工有限公司（税号91500230MA6043QW5F）
遗失金税盘：盘号44-66182217699，声明作废●重庆精格仪器仪表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5001065139842，声明作废。●遗失原双桥区双北路升腾烤鱼店税务登记证
副本，税号51132419811227476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坪亦丹广告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
枚（编号5001089293206）声明作废●渝北区星城禧缘大饭店（税号92500112MA5U9YGFXX）遗失增值
税普通发票100份代码050001700107号码22306201-22306300作废●邓小云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222619621005743X01遗失●重庆博怀商贸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重庆杨家坪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5384601，声明作废●丰都县代军养鱼场遗失税务登记证副
本：税号500230305086642 ，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涮两片火锅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
码150001720410号码03859774声明作废●遗失丰都县恋佳主题宾馆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500230MA5XE3L98D声明作废●遗失原荣昌县绿森林业监理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6210053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川三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开具给廖玲销售
不动产统一发票，代码250001190105号码00211935作废●周俊杰遗失重庆育才成功学校民办专用收据，
号码000284770，金额2000元，声明作废。●重庆瑜煌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增值税专用发
票的抵扣联，代码：5000182130，号码：08249130，特此声明●遗失重庆兴玺鼎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5331692216K）
税控盘（499906203416）报税盘（498903309288）作废●重庆乐高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五里店支行开户
许可证账号113036023477核准号J65300440027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鑫斛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鑫斛药庄弹子石店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JY15001080124683，声明作废●遗失璧山区红红面馆税务登记证副
本51022219700129093701作废●遗失綦江区文龙街道野菌王汤锅通用机打发票代码
150001720410号码00721941-00722000声明作废●罗江雪开具给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永川分公司重庆增值税专
用发票（代开）代码5000164160号码02604058特此声明遗失●遗失张光勤营业执照副本92500224MA5UTK5G98作废●遗失铜梁区鑫欣便民副食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编号JY15001510033536作废●遗失渝中区雪屿字牌制作经营部税务登记证副本作废●遗失重庆市綦江区润吉建材厂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原）綦江县袁李花卉种植场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徐华波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680120160800975作废●双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加一装饰材料经营部(注
册号：500111600039398)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遗失公章（编号：5001111003170）声明作废

●李世华道路运输许可证500115001137声明遗失作废●本人陈丽军遗失护士资格证书，编号200950041847,声明作废●重庆市綦江区乐兴加油站，付油通知单编号:FY1020402346;
FY1020402347;FY1020402348声明遗失作废。●遗失巫溪县聚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一枚，统
一信用代码:915002387935102962声明作废●声明：江北区拾香料理店遗失发票领购簿（税
号92500105MA5URMXP5C），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南缘茶楼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10215196605204528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政府非税收入电子缴款专用收据一份，电
子缴款号：16901300156566，金额78805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大脚跳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公
章一枚（编号：5001067035452）声明作废

告 示
由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巴南界

石组团污水处理厂现已竣工，凡涉及本项目所有债
权债务关系的个人和单位，于即日起15日内到我
司办理账务结算手续，逾期恕不办理。
联系人：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 高清明
联系电话：023-87809923
公司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3号4-1
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1日

重庆晚报讯 （上游新闻记者 周小
平）无论你是否重庆籍，只要符合青年人才
条件，都可申请零租金拎包入驻创业服务平
台，进行创业创新活动。昨日，记者从市人
力社保局获悉，市人力社保局联合市财政局
出台《重庆市青年人才免费创业工位管理细
则》，对创业工位的概念和建设标准，青年人
才的申请条件，工位的申请、入驻、退出、补
贴等流程进行了明确。5000个创业工位，
等你免费拎包入驻。

创业工位所在的创业服务平台，不仅区
位条件优越，具备宽带网络、共享会议室等
拎包入驻的办公条件，还能提供工商、税务、
法务、政策落实、创业指导等孵化服务。青
年人才零费用拎包入驻，零负担创新创业。

只要法人代表（项目创始人）是年龄在

16岁至35周岁、具有专科以上学历的各类
人才（含在读大学生），有创业意愿和项目，
都可申请免费创业工位，展现重庆开放胸襟
拥抱人才的积极态度。

免费创业工位遍布各区县，实时发布，
动态更新。青年人才可通过区县创业服务
窗口申请使用最多3个创业工位，最长免费
使用1年。申请和入驻流程简单、方便、快
捷。青年人才在申请时仅需提供申请书、身
份证、学历证和营业执照4种材料，经审核
真实即可现场取得推荐使用通知书。

科学核定补贴标准，规范申请流程管理，
以先使用后补贴的方式对免费创业工位进行
补助，保障财政资金的使用质量和效益。

此外，为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人社部
门实施“渝创渝新”创业行动计划，配套“5+3”
系列扶持政策，即5项政策和3大活动，分别
是创业培训补贴政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创
业孵化基地扶持补助、创业导师志愿服务补
助、重点群体一次性创业补助、“中国创翼”创
业创新大赛活动、“渝创渝新”专项活动和“泛
海扬帆——重庆大学生创业行动”。

5000个创业办公场所邀你免费拎包入驻

立交桥下的“灰空间”，因阴暗背光，栽
种植物往往存活率低，观赏效果不佳。不
过，不少市民最近发现，渝北区有几处立交
绿化美出了新高度：有花有草还有“山水”！

原来，渝北区园林绿化管理处采用
“枯山水”园林手法，营造花境式生态微景
观，在“灰空间”营造出景观效果，经济又
实惠。

立交桥下有了微景观
昨日，记者在机场转盘立交看到，桥下

绿化景观焕然一新，除茶花、西洋鹃等开花
植物，还配置了石景、桩景；更特别的是，夏
威夷椰子、龙血树、广东万年青等一些室内
耐阴植物，也出现在了这里。此外，铺设的
白色海峡石营造出溪流景观的曲线美，草
坪布打造出“草地”之绿，看起来就是一个
山水微景观。

渝北区园林绿化管理处负责人唐国宏
介绍，机场转盘立交桥下存在大量“灰空
间”，因为背阴，植物存活难度大。为满足

多角度视线观赏，弱化立交桥墩的生硬感，
他们结合实际，在桥下采用“枯山水”园林
手法，营造花境式生态岛微景观，选择耐阴
植物，既有美化作用，也解决了植物存活难
题，不仅景观效果很好，又经济实惠。

打造更多相似景观
其实，渝北区园林绿化管理处采用“枯山

水”营造花境式生态岛微景观，已经不是第一
次。如果你留意的话，新牌坊立交桥下，同样

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景观：草石隔离带打造出
溪流驳岸，铺设的卵石营造出溪流效果；常
绿植物为背景，6组雅安石区分开各个小
岛。加上不同的观叶、观花、观果植物，主次
分明的花境式生态小岛就形成了。

记者了解到，去年以来，渝北区园林绿
化管理处在新牌坊立交、电子校立交、机场
转盘立交下的绿化区域，都打造了花境式
生态岛微景观。接下来，他们还计划在春
华大道立交、新南路立交进行打造。

这些区域绿化提质已完成
记者从渝北区城市管理局获悉，截至

去年底，渝北区已完成机场路以及柏树堡
立交、渝鲁大道、红锦大道、金山路等15处
重要干道和节点的提质工作。

同时，还完成了西一街路口绿化、宝环路
等28个景观次要节点的提质工作；完成电子
校立交、龙华大道加州医院方向等13个花境
节点打造，以及完成了双凤桥立交加油站旁
空地等20余处国有空地覆绿整治工作。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渝
北区园林绿化管理处供图

“灰空间”也有了花境式微景观

渝北这些立交桥下美出新高度

重庆晚报讯 （上游新闻记者）1月9
日，重庆桐君阁连锁大药房2019金猪年会
员春节团拜会在重庆川剧院举行，太极集
团零售总监兼四川太极大药房董事长蒋炜
在团拜会上表示，2019年，桐君阁大药房、
太极大药房将推出六大惠民措施，加大力

度回馈消费者。
第一大措施是进行三大免费服务。免

费为消费者联系国内各大医院相关专家看

病服务；免费为消费者联系全国各地旅游
康养服务；免费为消费者联系或推荐家政
服务信息。第二大措施是实行差价双倍返

还。桐君阁大药房、太极大药房2019年3
月1日起药品价格将成周边最低价药房，差
价双倍退返。

此外，优惠措施还包括“半个医生”为
患者服务、月月大型促销、保证20种低价
药供应、强化加盟药房管理等。

桐君阁六大惠民措施回馈消费者

◀新牌坊
立交桥下
绿化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