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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重庆晚报讯 （记者 郑伟）日前，由

重报都市传媒推出的《阿特兹频现刹车抖
动，4S店称需车主自费解决》相关新闻一
经报道，立刻在消费者当中引发强烈反响，
不少阿特兹车主来电或通过评论留言的方
式，表示车辆在使用过程中有过类似遭遇，
并希望厂家能妥善处理此事。

为进一步弄清事情真相，并尝试找出
阿特兹刹车抖动的技术原因，上周末重庆
晚报记者邀请相关技术专家，一同对涉事
车辆进行了道路实测。被测试样车正是此
前新闻中提到的重庆车主张先生那辆蓝灰
色阿特兹，该车在质保期内就频繁出现刹
车抖动问题，车主多次联系4S店，对方先
回复该问题不影响车辆使用，后来又承认
系刹车盘问题引发的抖动故障，但给出的
自费更换刹车盘的解决方案却并不能让车
主满意。

此次实测选择的地点为重庆外环高
速，路况良好，整个测试过程约50分钟，累
计行程约60公里。实测过程中，正如张先
生所说，车速一旦达到120公里/小时，轻
点刹车方向盘即出现明显晃动；车辆行驶
约10公里后，随着刹车盘温度升高，时速
只有80公里/小时方向盘也开始出现抖
动，而且幅度更加明显。“重庆阿特兹车友

刹车抖动非小事
专家呼吁车企正视消费者诉求

又是一年春光好，植树添绿正当时——
为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加快建设山清
水秀美丽之地”理念，从小树立青少年儿童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的生态环保意识，重报
都市传媒携手重庆青少年综合素质拓展基
地樵坪怡家人，在今年3月每个周日（4/11/
18/25日），共同打造“种一棵小树，绿一片
青山，森林小卫士，添绿怡家人”巴南樵坪植
树踏青亲子季活动，现面向社会公众、学校
园区和企事业单位，招募征集植树志愿者和
森林小卫士！

森林小卫士植树献爱心

招募的志愿者们将和家长一起参与活
动，让小朋友和妈妈一起种一棵“爱心树”，
或者与好朋友及老师一起种一棵情谊树、师
生树。3月的每个周日，志愿者都将和家长一
起自驾前往巴南区樵坪重报怡家人，在专业园
丁讲解植树要领后分别领取工具，认领树苗，
随后进行植树。植树完成后，志愿者还将悬挂
爱心植树卡片并署上自己的姓名，同时我们将
授予参加者“森林小卫士”光荣称号。

周末踏青体验采茶制茶

巴南樵坪怡家人青少年素质拓展基地
风景秀丽自然物种丰富，当天参加植树活动
的小朋友，除了参与植树活动，还能亲自摘
采茶叶、了解茶文化、体验制茶工艺，了解中
国传统的茶艺。还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带走
新鲜的茶叶。

当然，气候转暖，植物也能感受到春的
温度和力量，越发焕然富有生机。这时，各
种纯净、本真的鲜香野菜也慢慢冒出了头。
小朋友们就可以体验做一回小农夫，和家长
一起，辨识农作物、体验挖野菜，感受到春的
温度和力量。

学生作文择优刊登发表

参加植树活动，不但能享受阳光、锻炼
身体，还能培养孩子们的爱心和责任心。通
过对树木的悉心栽植和照料，与小树苗一同
茁壮成长，这也必将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
重要一课。活动中，重报传媒记者编辑团队
也将对小朋友们进行作文指点，活动结束后，
小记者还可以将活动经历写成作文，提交给
我们，其中的优秀作文将获得刊登在重庆晚
报、重庆晨报等新媒体APP上。有了丰富
的体验，相信小朋友们都能写出精彩作品。

樵坪怡家人植树季活动，同时接受学
校、单位和机构团队订制预约。活动报名及
咨询热线：蒋老师 15826306904 王老
师 18716362691

种一棵小树 绿一片青山
森林小卫士 添绿怡家人

重庆晚报讯 （记者 蒋海涛 沙
区市政工程处供图）重庆晚报记者昨日
从沙区市政工程处获悉，沙区杨梨路边
坡即将进行整治，消除过往车辆、行人安
全隐患。

杨梨路边坡位于沙区杨梨路卫星半
岛小区附近，边坡正对梨树湾至杨公桥
主干路。受风雨侵蚀、风化影响，该路段
边坡经常出现滑坡，落石等现象，特别是
遇到下雨天更危险。据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经设计单位现场勘测设计后，制定整
治范围为杨梨路铁路桥处，以及梨树湾
钢材市场对面两部分。边坡长度分别为
75米与12米。整治内容包括：清坡、修
正边坡坡度、对边坡钻孔锚筋，表面挂钢
筋网，喷射C25混凝土面板等。“整个工
程即将动工，届时边坡整治施工将占部
分车行道，请过往车辆行人注意安全。”

沙区杨梨路边坡
即将进行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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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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合 服 务

遗 失 公 告

拍卖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我司将于3月6日上午10：30时，对以下标的在重庆市渝中区五一路197号3楼会议室举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不含车牌）：

二、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展示时间：2018年3月6日9：00-10：00 时。展示地点：重庆市渝中区五一路197号负2层车库。
三、竞买保证金：每拍卖标的伍万元整。
四、竞买登记时间及手续办理：竞买登记时间：2018年3月6日10：00-10:30时，在拍卖地点办理竞买登记，以POS

机刷储蓄卡方式缴纳标的相应保证金，并持有效身份证与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方可取得竞买资格。
五、联系人及电话：67618471 黄老师、杨老师公司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金山路18号中渝都会9号26楼18室

重庆市泰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2月27日

序号
1
2
3

车牌号
渝AHB357
渝AHB237
渝ASW753

厂牌型号
奥迪牌 A6L 2.8L 自动
别克牌GL8 3.0L 自动

丰田牌普拉多(中东) 4.0L 自动

首登日期
2010年10月
2011年2月
2013年8月

行驶里程(万公里)
8.9
15.4
9.6

起拍价（万元）
11
11
30

注销公告：经重庆旭禾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8MA5U66X61W）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
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债务人自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
内，持有效证件来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旭禾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声明：巫溪县宏运五金经营部遗失2007年
11月2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0238600014658，声明作废。●巫溪县宏运五金经营部遗失农业银行巫溪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679000059001）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鑫坤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慎将2011年8
月10日向重庆市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缴纳的“九龙坡区大杨石
组团J分区J01-14/01、J01-12/01、J01-13/01号宗地（公告序号
11074）”的保证金收据丢失，收据号：NO.B11433；收据金额：2332
万元（大写：贰仟叁佰叁拾贰万元整），特此声明该收据作废！

声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铭鑫酒楼
遗失2015年09月15日核发的个体工
商 户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500901600271872声明作废

润腾物流公司渝BX3008营运证500115035616遗失作废。齐源公司渝D83586营运证500222059672遗失作废。祥华物流公司渝BN2933
营运证500110012362渝BS9296营运证500110021741遗失 。绍祥长寿分公司渝DJ0935营运证500115043470遗失作废。腾达公司渝
CD3699营运证500226007482遗失作废。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彭水有限责任公司渝AG5866营运证500243007639遗失作废。重庆捷可
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营运证渝BS8872营运证500110046172遗失。雄盛长寿分公司渝BT3665营运证500115022027渝BT0802营运证
500115019055遗失作废。黄秀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234013733遗失作废。东能长寿分公司渝B035X6营运证500115034408渝
BF8100营运证500115025817渝AS7556营运证500115043597渝AS7617营运证500115018388遗失作废。东能公司渝BF6666营运证
500402007902遗失作废。骏运公司渝A16B78营运证 500115043482遗失作废。锦邦公司渝A967B6营运证500110027755遗失作废。
豪帅公司渝BS6680营运证500110021292遗失。重庆传骑物流有限公司渝D44123营运证500110081085遗失作废。凯富公司渝BZ3101
营运证500110062560遗失作废。宇博万盛分公司渝B3X927营运证500110001941遗失。拓力公司渝B6A635营运证500222057475遗
失。旺博公司渝A96997渝A95629营运证遗失。金润公司渝BU0075营运证500222025715遗失。联旺公司渝BT9932营运证遗失作废。
重庆冠东运输有限公司渝D91575营运证500108016375遗失作废。景泰公司营运证渝BH9067营运证500103023913渝BH6320营运证
500103013005渝BH8715营运证500103034064遗失作废。久发万盛分公司渝BS3107营运证500110059452渝BZ1065营运证
500110059851遗失作废。豪迈公司渝BZ2059营运证500110059962渝BZ9638营运证500110063980遗失作废。伟联公司渝B33N66营
运证500110032490遗失作废。恒山公司渝BQ6532营运证500222025610遗失作废。耀强公司渝BV2958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忠源
物流有限公司渝B9006挂营运证遗失。遗失重庆宏航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侯斌（身份证510219198003253132）安全证，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2014年7、8月

份，重庆市铜梁区
东城街道塔山6组
55 号袁刚在贵州
省六盘水盘县抱养
刚出生的女婴一
名，取名袁齐蔓，因

无法与孩子亲生父母联系，请小孩的
亲生父母在60日内与铜梁区公安局袁
警官联系，联系电话023-45691515，
期满孩子将被依法登记户口。

铜梁区公安局
张嘉缙遗失鲁能北渝星城-1期-洋房18栋-2-101
重庆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专用收据3张，开票日
期：2017年9月22日，编号：CQLN01037005,定金
款20000元；开票日期：2017年9月29日，编号：
CQLN01036908,首期款 323512 元；开票日期：
2017年9月29日，编号：CQLN01036907,代收代
缴款34276元，特此声明3张整份遗失

◆遗失王荣升《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
格证书》，编号：AG00217997声明作废。◆遗失王荣升《设备安装施工员岗位
培 训 考 核 合 格 证 书 》，编 号 ：
50151030060046声明作废。

江北区复盛镇福生路社区遗失重庆市城
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收费专用收据，编
号：001458147、0014599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邓洪遗失购买融创玖玺台项目车

库，房号玖玺台车库673收据一张，收
据编号：0029485，金额：10905.8元，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重庆皇宇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4552019631L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从
2000万元减少到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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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27日

遗失2015年 06月04日发潼南县茂
源 有 机 肥 专 业 合 作 社 营 业 执 照
500223NA000410X、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67610087-X作废

声明：秀山县尊容会歌厅遗失2016年04
月26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50024160018892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早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432775730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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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薛丽英身份证号码152627199001074326
购买阅江阁项目 6幢 201号房，现房款收据（票据号：
CQGS20811票据金额：5万元）遗失，验证码：062e3884-
9557-4a09-b0b2-0e5023cee2f5，特此声明作废，由此
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本人自行承担。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润锴能源有限公司2018年2
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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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

拟注销公告
经忠县鑫满红婚庆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号：500233008018006）

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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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27日
重庆龙展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合
同遗失登记：居间编号0015459，委购
编号 0002638，委售编号 0002279、
0002757、0003570、0002846，租赁编
号0009596，现登报作废。
遗失重庆美侬美克商贸有限公司在中国建
设银行重庆北部高新园支行的基本存款账
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20611202，编号
6530-00627307，（账号 50001040100050204083），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草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綦
工商注册号500222000023757）经股东会
研究决定拟将公司注销。根据《公司法》规
定在登报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黄 廷 静 遗 失 助 理 医 师 资 格 证 编 号

20050210510231198306092422执业医师资格
证编号 201450110510231198306092422 特此
声明作废。

◆重庆同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恒大国际城西区U3-27-1高
杨，装修保证金五万元整（票据号：SK0000000819）声明作废◆遗失丰都王平养牛场税务登记证副本，
渝税字50023006566457X号声明作废◆遗失唐冬梅（身份证号：500382198612120843）
失业证，编号：5001051012105052声明作废◆遗失姚琼之子谭宇豪《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C50015307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大足区同顺房屋信息服务部2015年11月16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5MA5U3KTM9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兴红得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商业大厦
店2015年10月1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5520313823声明作废

◆遗失个体户严继业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L32062419701219455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綦江区虎光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报税盘929908957067声明作废◆遗失开州区巴都香老火锅增值税发票系统税
控盘一个税控盘号499920153911声明作废◆重庆中新机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章遗失作废◆铜梁县古色服装店公章遗失作废◆遗失王承丽营业执照正本500112600045662作废◆遗失魏纯勤之子姜竣豪出生医学证明P500233921作废◆遗失李霖富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4604511173作废◆遗失重庆市北碚区兴发橡胶制品厂发票领购薄◆遗失2017.7.28.发铜梁区天天自行车出租行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4MA5UQJDLIA作废◆遗失2017年11月08日发潼南区母子连心母婴店外滩分店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3MA5UP4AY2B作废◆ 遗 失 重 庆 蜕 变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5001068168740、财务专用章一枚，编辑5001068168741作废◆遗失重庆渝勋商贸有限公司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MA5UF2211作废◆遗失重庆市合川区禾野餐饮服务部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通用
机打发票一张，代码150001720410，号码01788835作废◆李华生道路经营许可证500231011681遗失作废◆遗失王玺四川美术学院2016级学生证2016210834，声明作废◆沙坪坝区高九木材经营部遗失2010年05月24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600240667，声明作废◆余德 遗失（身份证号码510213195803242819）失业证作废◆重庆怀宝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潼南区沁源餐饮店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51022719831217445401遗失◆马成云遗失（身份证号码510213196303042831）失业证作废◆江津市通达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工程队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渝税字500381736589428，声明作废◆遗失四川美术学院2015级李林杰学生证2015210455作废◆南岸区胡星洗脚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500109198812180017遗失◆钟维亮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00383198510218598遗失

◆徐显斌税务登记证副本510231196510020013遗失◆罗启书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9195210237193遗失◆遗失重庆市洪顺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U3RM54H声明作废◆遗失宋代碧、荣刚之女荣陶陶2009年11月11日在重庆市永川区
计生集爱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500255469，声明作废◆重庆优视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78JL66，
2016.11.22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遗失龙发盛、杨美娟之子龙逸2016.06.3在高新区人民
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277474,作废◆遗失2017.11.13核发的重庆市大足区三农绿色食品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5MA5UUGR29Y声明作废◆遗失2016年1月4日核发的个体户唐康营业执照正
副本各一个，注册号500383600837275声明作废◆遗失荣昌区昌元街道唐莲藕汤锅店通用机打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号码36643648、36643649、38707622作废◆龙吉公司渝BM2621营运证号500115032455作废◆重庆源庆物流公司渝BZ2288营运证500222048189遗失◆刘玲遗失执业药师注销注册证（全称），证
号：501216810115logout，声明作废。◆重庆市南华中学校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500112450534069作废◆遗失罗雁红副主任医师资格证编号09031804251作废◆遗失2016年07月28日发重庆婺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915001035567838996，声明作废。◆遗失2016年06月17日发重庆景希盛荣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91500112065684909B，声明作废。◆重庆龙尚装饰有限公司遗失王中志（现更名
为王忠志）一级临时建造师执业证，注册编号：
150000800164，专业：建筑工程，特此声明作废◆遗失四川美术学院2017届姚启璐学生证2017210547作废◆遗失四川美术学院2016级蒋王月学生证2016210639作废◆遗失四川美术学院2017级刘小铭学生证2017210552作废◆遗失四川美术学院古芳源学生证2013210536作废◆遗失：孔祥麟60520419940429151x重庆电力高
等专科学校就业协议编号：20180482作废。

◆吴再高、李丽夫妇不慎遗失其女吴佳慧的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102693，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枫之叶铁板烧餐馆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500109605615412，声明作废◆杨骁遗失施工员上岗证，证件号：
500382199302033597，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陈亮税务登记证正本，号
码：510224490203197,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重庆兴红得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重庆兴红得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中
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中华人民
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卡，证书号和卡号均为
30521555-1，声明作废，作废时间：2018年2月27日

了解更多详
情，请扫描二维码

会大多数车友都有这个情况，尽管在质保
期内，4S店询问无果后，很多人觉得麻
烦，就自己花钱把刹车盘换了，而换了原
厂刹车盘后，使用一段时间老毛病又会
出现，这是最让人头痛的。”面对记者张先
生继续吐槽。

据全程参与测试的技术专家分析：该
车可能是采用了技术指标不够过关的刹车
盘，且未对刹车盘的耐久性做出足够充分
的测试验证，在经历一段时期使用后，刹车
盘出现不平整现象，从而导致刹车抖动。
至于具体的故障原因，专家表示还需要通
过专业设备进行更全面的检测，才能给出
权威的结论。“我们也关注到，张先生的问
题并非个例，众多阿特兹车主也陆续遭
遇。”对此专家也呼吁厂家和经销商正视消
费者的诉求，积极主动地给出妥善的解决
方案，毕竟刹车性
能关乎行车安全。

读者若有汽车
相关的新闻线索，
欢迎联系《真相》栏
目 组 ，吴 先 生 ：
13708315550

4988506161.9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802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2 10 19 33 35+05 06
奖 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0注
0注
43注
12注
503注
138注

每注奖金
--
--

223044元
133826元
7433元
4459元

应派奖金合计
0元
0元

9590892元
1605912元
3738799元
615342元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2月26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805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7 8 0 2 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805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7 8 0

8 7 5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8050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2月26日

基本号码
19 26 30 14 09 07 29

特别号码
28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8022期

▲危险边坡即将整治

▲小朋友们正在植树 （资料图片）

▲小朋友们在了解中国传统的茶艺

▲现场测试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