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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快 轻松贷
建行快贷 一触即贷

我在塘河的日子
黄海子

乡/ 村/ 故/ 事
我其实不是土生土长的江津区塘河镇

人，塘河熟悉我的人都把我当成他们自己
人。起因是，一九九六年，因为生活，拖家带
口去了塘河，走进了塘河的深处。从此，我与
这里的一切厮磨在了一起。

我求生计的地方叫滚子坪，是塘河镇的
一个村。滚子坪人烟稀少，从我所在的小水
电站出发，最近的人家也要走上十多分钟，其
余人家，至少就要半个小时甚至更久。

这里穷，山上除了树木，竹林，就是满地
的蕨类植物。偶尔的田地，隐藏在山林中。

刚到这里的时候，我除了发电，每天就是
去找附近的山民购买我一家生活的必需，比
如大米、蔬菜。可是，我忘了这是大山深处，
山民们种在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东西连自己都
不够吃。所以我每周都要走几十里的山路，
去塘河镇上购买生活必需品。

我工作的电站要负责滚子坪山上的电力
供应，渐渐地，我也和滚子坪山上的山民们熟
络了。

我逐渐熟悉山里的环境后，会不定时地
坐上从塘河开往更繁华地方的车，在那里买
一些诸如电灯、电线、插座、胶布等日常要用
的东西背回到电站。然后知道哪家灯泡坏
了，或者电线被山鼠咬断了，就去给他们换上
新的。渐渐的，山民们知道我那里有这些东
西后，一旦哪家电灯不亮了，也会派上小孩，
来电站找我去给他们换“灯泡”。换完灯泡，
按山里人家的规矩，是要吃顿饭才能让我走
的，如果是上午去的，那一定要吃顿晌午，如
果是下午去的，一定要吃顿晚饭。

最初我并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按
我的意思，几分钟的功夫，或者半小时的时
间，没必要这么“隆重”。后来久了才明白：山
里人淳朴，按他们的意思，虽然我干活的时间
不长，活路也轻巧，但是，走那趟山路，需要花
费更多的时间。而且，我会换灯泡，会处理断
电等问题，我就是匠人。匠人，是受山民极其
尊重的。因此，必须得有好酒好菜招待。其
实山里人生活艰难，并没有什么佳肴美酒，无
外乎就是山里人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
赶场天从集市上打回家的水酒而已；只是他
们，一旦请了你，一旦要留你下来“吃饭”。他
们就会倾其所有，如果人心能吃，他们甚至巴
不得把心掏出来，一起拿给你佐酒。

和山民们越来越熟络了。渐渐地，离电
站方圆十里的都成了我的邻居。既然是邻
居，就得相互帮衬，这是山里人的规矩。

那段时间，我一家吃住在一间不足三十平
米的发电机房里，孩子又小，不到两岁，机房外
面，一块不大的土坝子完全不够孩子玩，因此
他老爱在发电机面前“琢磨”发电机。那台发
电机又是老式的双击式冲击发电机，飞旋的飞
轮裸露在外，孩子如果走路一个不稳或者玩过
了头，挨着了飞轮，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的
首要大事就是修两间过生活的房子。

修房子是我到塘河第二年的冬月。
从打地基开始，附近的山民们就都来帮

忙，男人们来抬石头，挑土，女人们则用背篼，
背了自己地里出的蔬菜，秋收余留的南瓜冬
瓜，进到我临时搭建的灶房帮着煮饭弄菜。

这天，修房进入到最后两天，还有上梁、平
檩子、钉椽子和上瓦几道工序，这几道工序完
成，新房就算是正式落成。可是因为预估不足
的原因，梁上完了，檩子固定好，固定瓦片的椽
子却差得较多，正在焦虑，一个帮忙的山民走

过来对我说：“我那里前年建房还剩得有些椽
子，我看了一下，估摸着用在你这里刚好。就
是有些椽子不是那么方正，如果不嫌弃，可以
安排几个人到我家里去扛来用。”我赶紧应了，
说：“好，我安排人去扛，你那椽子到时候我按
市价给你买。”山民憨厚地笑笑：“不急，先把椽
子拿来把它钉好，把瓦盖上，你们住了那么久
的机房，也该早些搬进新房住了。”

房子修好，方圆十里的乡亲都来祝贺。
有买了鞭炮来热闹的，有拿了彩头来恭

喜的，一片情意，在我新房落成这天，被渲染
得像山里春天的树木，枝枝蔓蔓。

吃过午饭，大家稍微安静的时候，我叫上
给我帮忙的乡亲，进了新房的堂屋，大家落
座，我很郑重地宣布：我要给所有帮忙的乡亲
工钱。可是等我把这话说出来的时候，有些
乡亲就站了起来说：“谁要你的工钱，要你工
钱就不来给你帮忙了。以后哪家有事，你把
电给我们发足点，灯亮点，顺便抽空过来把我
们灌醉，我们心里就舒坦得很。”我正要回答，
又有乡亲站起来往门外走，边走边说：“没得
人要你的工钱，既然你已经住在这里了，你就
是山上的一份子，是乡邻，是乡亲；哪家没有
个事需要大家帮忙的？都给工钱，就见外了，
其它不说了，你晚饭的时候挨着敬大家一杯
酒，我们到时受了就是。”说完，出了门，去给
其他乡亲聊营生去了。

他这么一带头，一帮人都出了门，我赶紧
拉住还没跨出门的给我椽子的乡亲说：“你不
能走，椽子钱我是要给的。”那个乡亲挣脱我
的手说：“你是外地人，在这山上没有林地，这
些椽子都是出在我自己的林地上，不值钱。
我也不会要你的钱，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这
样吧，以后我们赶场在塘河街上碰到了，你请
我喝‘单碗’（方言，酒的意思）。”

夜间，等人群散去，我感慨地对妻子说：
“我们修这房子，除了乡亲给不出来的，都是
乡亲给的。”

日子就像我发电机尾管下面流出的水
流，时而急湍，时而平缓。

我除了发电，检查线路，就是去乡亲那里
串门，顺手处理一些他们不能，我却能的杂
事。处理完，乡亲自然是要留我喝酒，聊生
计。因此，我和山民们，就更是融洽。有时
候，我忙完手中的活，等乡亲把酒一劝，天就
黑得摸不着底，如果路途稍远，我就住在乡亲
家。如果恰逢第二天是赶场天，就和乡亲起
个大早，打上火把，一起去赶塘河场。

在乡亲嘴里的塘河场，就是偏安于渝西
一隅的塘河镇。这个镇始于明，兴于清，是茶
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津口，是以前川入黔，黔
进川的必经之路。

和乡亲赶塘河场，是必需要走几十里山
路的，下得山来，再走一段坝上的石板路，穿
过几片竹林，就看见一条河流横在面前，在翠
竹以及高大的麻柳树掩映的对岸，青瓦白墙
的一溜房屋，以及嘈杂人声的地方，就是塘河
场了。在塘河场的对岸，也有一溜一字摆开
的商铺，叫半边街，这是商贩们收山货专门修

建的房屋。下得半边街，就是码头，一条渡船
仿佛随时都摆在那里等着渡人到对岸。撑渡
船的是一位老者，嘴里永远吧嗒着一杆要燃
不燃，要熄不熄的叶子烟。看看人差不多了，
他会吼上两嗓子：“人齐啰，走船喽喂。坐船
的客官坐稳喽，龙王不差女婿啰。”然后只一
杆，就将船撑了出去。

过河的人在船上，各自继续着一路尚未完
成的话题，有人想起什么，对着撑船的人叫到：

“船老大，上次过河差你的钱给你放在那个钱
箱里了。”然后继续话题。撑船的回过头答道：

“多谢了。”然后继续撑他的船，又有女声对着
撑船的叫：“船老大，今天荷包里空的，一会儿
卖了鸡蛋，回渡的时候给你补上。”撑船的头也
不回：“没得事，不急这当口，好好的卖鸡蛋，好
好地逛街。”他那声音顺着河水，窜了好远。

船在人们的对话中就到了对岸码头。
上了码头，经过东水门，一条由青石铺就

的街面迤逦而来，街面两边的明清、徽派建
筑，散发着古朴的优美。街上赶场的人们，穿
梭在时光里，有在讨价还价的，有在招揽客人
的，有在搬运货物的，一条街面，充满着繁忙
……要不是摊贩叫卖的喇叭声和人身上的现
代装束，你或许以为是进入了《清明上河图》。

看看日头中天，山民们就会约了相互熟
悉的人，走进街面熟悉的小饭馆，要了简单的
菜肴，勾一大碗酒，聚在一起吃午饭，吃完午
饭，他们好往几十里外的家赶。他们在饭馆
里边喝酒，边拿眼睛望着街面，看着有熟悉的
人走过，会招呼进来，再加菜加酒。遇巧的时
候，会从三两个人的一桌，变成十几个人的一
大桌在那里喝酒用餐。那个做东的，仿佛从
来不嫌人多——一切，本当如此！所以在塘
河以外，就有句歇后语专说塘河的这种现象：
塘河人上街请客，桌子不够坐。

我在塘河的日子里，和所有塘河人一样，
忙生计，赶场。我耳濡目染着塘河人的淳朴
和厚道，吃着他们的粮食蔬菜，喝着他们的
酒，通着他们的口音，学着他们做事为人，很
自然地，我就成了塘河人。

后来又因为生活，我一家人离开了塘
河。经过二十多年的时光，塘河已经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只是我们回去的时候，到了
塘河街上，熟悉的人会给我们一家打招呼：

“你们回来了呀？”
去到山里，乡亲们会给我们讲：“这次回

来住多久，住哪家？我抽空过来陪你们聊
天。如果有空，来我家吃顿便饭。”

（作者单位：重庆市聚泽汽车饰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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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服 务

罗淏，男，大约2015年7、8月份出生，具
体日期不详。2015年8月某天傍晚，在重庆市
北碚区静观镇塔坪村孟家坪组一水塘边的垃
圾堆由现抚养人捡拾。被遗弃时，放在一竹编
农用背兜内，穿小孩的旧衣服，颜色不明，脑袋

右侧有一红色印记，疑似血管瘤。
重庆市北碚区公安分局静观派出所现进行公告，如有其

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信息或有关违法线索，请及时来电、来信
向公安机关反映。
联系地址：北碚区公安分局静观派出所 邮编400717
电话 023-68237953

●遗失丰都县三建乡森荣农业开发股份合作社遗失2018.11.13核发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0MA605MEM40作废●遗失丰都县三建乡林荣农业开发股份合作社遗失2018.11.13核发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0MA605MED0B作废●遗失丰都县三建乡洋生农业开发股份合作社遗失2018.11.13核发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0MA605MET1U作废●遗失丰都县三建乡伟生农业开发股份合作社遗失2018.11.13核发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0MA605MFX0H作废●遗失丰都县三建乡双鹰坝农业开发股份合作社遗失2018.11.13核
发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0MA605MDR9X作废

环评公示
重庆市渝山水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拟对“璧山区千秋堰水库工程”
进行环评公示：公众可通过以下链
接查阅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公众意见表等信息。网络链接：
http://www.cqmsy.com/。

联系电话023-68725210。征
求意见自4月10日至23日。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开展维修厂智能维

保系统采购自主非招标竞争性谈判活动，请具有计算
机软硬件开发、销售范围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19年
4月16日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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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司316室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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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我公司有一台九十年代的电梯需升级改
造，诚邀具有国内一线品牌电梯生产、改
造特种设备资质的单位来我公司参与电
梯改造，若有意向单位请电话联系，联系
人，白先生，联系电话15823424378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监管局颁（换）发保险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九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徐峰
机构编码：50010075008463700
机构住所：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两河口97号
邮政编码：400800
联系电话：023-48271434
代理险种：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19年4月3日
有效期至：2022年4月2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网站www.circ.gov.cn查询

公 告
彭胤余：

你超过批准面积修建房屋非法占
用土地一案，我局于2019年4月1日对
你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渝北规资
〔处罚决定〕〔2019〕4号），处罚如下：
一、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二、限期
拆除在非法占用的146.65㎡土地上新
建的房屋。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
起满六十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罚
决定，你可在公告送达后六十日内依法
向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申请复议，
也可以在公告送达后六个月内依法向
渝北区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既不申请复
议又不起诉，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我局
将依法申请渝北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4月15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更正公告

重庆富甲天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于2019年 4月 12日通过《重庆晚

报》向你单位公告的张军诉你单位劳动报酬、
二倍工资差额、赔偿金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
案字〔2019〕第699号）的开庭时间“2019年4
月 11 日上午 9时”系公告错误，现更正为

“2019年7月1日上午9时”。特此更正。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4月15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500105331555203D的重庆湘俞电子
商务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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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湘俞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4月15日

遗失重庆弘光精密模具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7062894863C）开具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抵扣联和发票联）2份（发票
代 码 5000183130，号 码 07631841、
07631842）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麦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碚分公司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两江名居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 0122014170001039 核
准号J65300799623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六寅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5U42EA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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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川区金鑫运务公司渝CA1318渝CK6862营运证遗失作废，弘胤公司渝CK9317营运证遗失作废。富
森公司渝BU0832营运证500103012322遗失作废。达鸿公司渝BZ2295营运证500110063844渝
BZ1776营运证500110063762遗失作废。安嘉物流公司渝D07671营运证遗失。恒业公司渝BS8329
营运证灭失注销。重庆贵荣运输有限公司渝GB1331渝GB2905渝GF8508渝GM7039即日起登报灭
失注销。九龙坡区中梁山钰华盛粮油经销部渝A57120营运证500107020947遗失。高宇公司渝
BL7171营运证遗失。添福公司渝D98338营运证遗失。耀富公司渝BN2055营运证遗失。重庆宝箴塞
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A9257 挂营运证 500115045068 遗失。万事如意物流公司渝
GG3759 营运证遗失。腾顺公司曹梦安全证号 2016506 遗失作废。奥园公司渝 BJ1271 营运证
500110101512 遗失作废 。国凯公司渝BV5573 营运证 500110039767 遗失。建发綦江分公司渝
D44180营运证遗失。锦龙公司渝BS6298营运证500110057785遗失补办。悦心公司渝D18289营
运证500115057042遗失。名流公司渝BX0029营运证500110042060遗失作废。久发长寿分公司
渝D05283营运证500115056247遗失作废 。重庆枫林物流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公司渝A72115营
运证500106029622渝B8A360营运证500106028106渝B8A790营运证500106028108渝B6A231
营运证500106028109以上车辆脱保脱审，公司经多方查找无果，公司特登报公示并向运管申请注
销营运资质，注销后后果自负特此公告。豪帅公司渝BS9556营运证500110042828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
限公司遗失杨太龙一级建造师注
册证书（编号：00758764专业类
别 ：建 筑 工 程 注 册 章 ：渝
144161742212）声明作废

重庆益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注册号500106000144234，
2013年12月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益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106599213562）、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59921356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益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6000144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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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益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

遗失重庆三峡电线电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给
重庆乾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
票 ，发 票 代 码 ：5000182130，发 票 号 码 ：
06635675，价税合计：48652 元，特此声明发票
联、抵扣联遗失，此发票未抵扣
注销公告：经重庆捷成化工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120001037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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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铁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793532452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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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开展电脑采购项目进行

自主非招标竞争性谈判活动，请具有销售计算机及配件、计
算机软硬件销售或电脑组装等电脑销售相关经营范围并有意参
与的单位，在2019年4月16日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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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司316室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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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重庆兴永四方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轨道交通装备生
产基地项目（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受重庆兴永四方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工商

大学环境保护研究所承担重庆兴永四方轨道交通发展有限
公司轨道交通装备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工程）的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目前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工作正式启
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该项目环评相关信
息公示如下：
1.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http://www.25hb.com/thread-78755-1-1.html
建设单位：重庆兴永四方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马老师 13863962145，389141813@qq.com
环评单位：重庆工商大学环境保护研究所
简老师17623080835，1129712168@qq.com
2.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影响的所有公众
（主要是重庆市永川区凤凰湖工业园凤龙大道南侧周边
2.5km范围内公众），及对本项目建设或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
3.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
见表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或
电话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
4.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4月15日至2019年4月2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顶郦源园林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PWRY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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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500105320457595H的重庆海生金网络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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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海生金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4月1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诚翊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YPJC2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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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上海锦缘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渝北分公司：

本委受理刘天丹、姜丹静与你单位劳动报酬争议一
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804、8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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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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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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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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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552007825K的重
庆汇昌劳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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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汇昌劳务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陇汉兴物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2MA6001KR9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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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韩瑞杉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3000345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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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方炬源能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1MA5UN7681A）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30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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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
声明：重庆建工渝远建筑装饰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000621900781X，公章编号
5001141000843）公章备案证明
书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厚德眼镜(重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26MA601N6208）股东会研究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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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4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巨本进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358147106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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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老枥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23203564608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巴南中
心支行于2018年 10月 23日核发的"开户许可
证”,账号3112090104000289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浦津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陈永杰二级建造
师注册证书，建筑工程专业，证书编号00052166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黔江区蒙凤服装超市公章
一枚，编号500239105687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敏悦科技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85967138361）已开增
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1份，代码5000162320号码23253618特此声明●重庆彩客袋鼠包装有限公司遗失工行华福路支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3100026509200136803核准号J6530082219001声明作废●重庆安拓科技有限公司未经公安机关备案许可刻制的公章（编
号5001032112564）及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032112564）声明作废●遗失2017年3月20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蒋卫红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2MA5UFDC90F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行于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编号5001137077051，声明作废●遗失彭景、文少乂之子文政宇2007.4.30在重庆市永川区三教
镇卫生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H500005950，声明作废●重庆市永旺种子有限公司遗失农行重庆璧山丁家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31200501040007408核准号J6530044239601声明作废●公告 兹有重庆市大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南岸分社，因市场原因，已注销。●重庆统帅商贸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渝税字500104676133356号）声明作废。●甘小兵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渝A042013021896遗失作废●雷开珍建筑起重机械司机(S)证渝A042017035172遗失作废●声明：高明娟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书正副本，
注册证编号：50121643001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睿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发票领购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YWDXK0K声明作废●遗失向芮玉营业执照副本500113608542050作废●遗失2016年09月27日核发重庆市轩蝶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34588565XE，及公章作废●杨显钦遗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身份证500222199802206114）
展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0725756声明作废●深圳市南海建安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市南
海防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遗失建设银行重庆长寿经开区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L65300003607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梁平区乐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公章一枚，作废●遗失2010年07月07日核发九龙坡区天全木业经营
部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7600235717声明作废

●遗失2017年03月15日核发沙坪坝区林丽木材加工厂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UDWLL7G作废● 遗失重庆逸帆物资有限公司财务章壹枚（编号5001177061383），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5980901，声明作废●遗失江北区赵红兵建材厂财务章壹枚
（编号500105710408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傲亨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172034910），开户
许可证（账号11014765625006核准号J6530055777701）声明作废●陶伟经营许可证500115005492遗失作废●綦江区发家致富汽车运输公司渝D99843营运证遗失作废●锦吉公司渝D10372营运证遗失● 遗 失 重 庆 玉 禾 金 田 餐 饮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5001141034017，财务专用章5001141034018，声明作废。●遗失路维斌人民警察证证号208945声明作废●遗失2014.10.28发刘国兰执照副本500104602739404作废●遗失2018.3.7发李恩兰执照副本92500109MA5YD9301J作废●遗失重庆京高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章一枚作废●遗失石隽豪出生医学证明G500383178作废●遗失2011.7.7发余冬生营业执照副本500106600323723作废●遗失林勇营业执照副本500224600224854作废●重庆琦树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
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遗失作废●遗失江津区仁鑫旅馆发票专用章
一枚，编号5003817042418作废●遗失璧山区老兵餐馆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50022219900506521601作废●遗失大渡口区康瑞宾馆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51230119660416283902作废●遗失璧山区新鑫办公设备经营部
金税盘，盘号661612453279作废● 遗失永川区吕凤阳餐馆增值税卷票代码
050001700107号码43675401-43675500作废

●遗失重庆尚维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金
税盘，盘号44-66171365321作废●遗失重庆鑫和市政设施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
代码5000172320号码14297481作废●遗失重庆风信投资有限公司2008版增值税普通发票
代码5000153320号码00147262-00147270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川区科健推拿足浴城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9MA5UB24P9E声明作废●遗失2018年1月26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张勇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5YQY1H7B声明作废●遗失两江新区灶当门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JY25003590011219声明作废

声 明
近期，我司接到举报，称有不法分子冒用本公

司名义进行诈骗，包括假借我司名义对外承揽业
务，骗取钱物。此等诈骗行为不仅给我司带来了极
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也有损广大群众合法利益。对
此，我司郑重声明如下：

一、我司系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国有独资担保公司，自成立以来，严格依法依章
对外开展活动，从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以公司名
义对外开展业务并收取钱财，具体公司员工信息详
见我司官网（http://www.cqwjmdb.com/）；

二、对于任何冒用我司名义进行诈骗活动的
非法行为，本公司决不姑息，必将积极配合相关部
门展开调查，并保留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三、本公司在此提示社会公众仔细甄别信息，
明辩真伪，谨防受骗。如发现此类行为可致电我司
进行举报确认（电话：023-63417050）或立即向公
安机关报案。

特此声明。
重庆外经贸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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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庆幸一些场合的羞于启齿
也庆幸另一些场合的口无遮拦
我庆幸一些人没走进我的破绽
也庆幸一些人让我漏洞百出
原本不必这样小心翼翼
而我却一直这样小心翼翼
我一边吃药一边酗酒
一边修补肉身一边救赎灵魂
一边克服毛病一边变本加厉
竭力戒掉的陋习正与我言归于好
真正值得庆幸的并非综上所述
而是在越来越自恋的年龄
越来越爱老婆。甚至
把她的絮叨当成醉酒的解药
譬如我从不曾为她写诗
而倏然悟道，我所有的诗歌
原来都是为她而作。她也从来
不读我写的诗歌。而最终发现
她才是我一生唯一的读者
而我是她一生中，唯一的
一个错别字

凭据

在商场电梯口
老婆大惊小怪地说
你头上有几根白头发
边说边就着我的头
像清理稻田的稗子一样
动手拔这些杂毛
——你看！
她铁证如山地向我
出示了一根白毛
以此证明我的衰老
就在她准备拔第二根的时候
我推开她的手
义正辞严地说，这是种苗
你拔掉了它们，让我
拿什么陪你
白头到老

（作者本名王毅，系重庆市城
口县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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