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踪报道：妈妈让他去流浪

慢新闻A06
2018年5月17日 星期四

责编 赵小洪 图编 张路 美编 张超
责校 李勇强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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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返回途中，我们再去看看小
恺文。

小恺文不哭不闹，很安静。王
平说，开始几天他都不睡午觉，这两天开
始睡，“今天睡得最久。”

王平的外孙一岁多，是个弟弟，坐在
婴儿推车上，咿咿呀呀。王平给了小恺文
学步车，他一站进去，就高兴地左推右
拉。突然，他使劲往弟弟的推车跑去，像
是要上前打他的样子。到了弟弟跟前，他
弯下腰，捡起一只鞋，并递给弟弟。原来，
弟弟左脚的鞋掉了。弟弟拿到鞋，手舞足
蹈，而小恺文懂事地后退到一边，自己玩

自己的。他没有碰弟弟一下。
5月11日，尚在航再到重庆见冉春。

“这次，她的态度一下变了，通情达理，我
们给她讲了一些道理，说明了情况，她同
意儿子送养。她也签了字。”

尚在航说：“这是非常好的进展。”紧
接着，他们又对愿意收养小恺文的好心人
逐一考察，挑选出特别合适的两家。“5月
17日，我们再去找冉春，让她最后决定选
哪一家。”

很快，小恺文将开始新生活。
（文中冉恺文、冉春和冉治兴均为

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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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晚报讯 （通讯员 游雯宇）为积极响
应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行动起来，减轻身
边的灾害风险”，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翠园社区
于5月9日邀请安居消防的王明旻教官，组织辖
区居民和单位共130余人在翠园路开展了“防灾

减灾日”宣传活动，发放防灾减灾知识手册和宣
传资料120余份。

此次活动共分为两部分：防震减灾知识讲座
以及高层逃生演练。王明旻教官深入浅出地为
大家从三个方面讲解了地震科普知识：地震是怎

么回事、地震来临怎么办、如何避震与自救。
演练之前，王明旻教官向居民详细讲解了地

震时的逃生、自救、互救方法，指导居民正确佩戴
防烟面罩，熟悉逃生路径。随着演练警报拉响，
居民迅速抱头，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按照
楼道疏散示意图的指示，用毛巾护住头部，快速
有序地疏散到安全位置。

社区“防灾减灾日”普及居民自救知识

家属同意了
小恺文

将给好心人收养

“我娃儿要是有
个三长两短，我不会
放过你们。”一个母

亲说出这话，够狠的。据称她
杀死了丈夫，又去贩毒，说这
话时正关押在看守所，准备收
监了。儿子冉恺文呢，一岁零
十个月大。她将决定儿子的
命运。

而之前，5月4日那天，她
告诉办案民警，让儿子去流浪
（重庆晚报5月 9日头版报
道）。现在，孩子情况如何了？
上游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慢
新闻爆料热线：966988；邮箱：
3159339320@qq.com）进行了
持续追踪报道。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刘涛/文 钟志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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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这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据民警介绍，冉恺文的父亲、爷爷、婆婆
和外婆都离世了，当妈的又必须坐牢，刑

期15年。按照法律规定，他的外公冉治兴有抚
养权，但这名年近70岁的大爷无力抚养。小恺
文还有个嫁到璧山的小姨，可是，小姨不但自己
有一个孩子，还代养着小恺文11岁的哥哥。她
在沙坪坝区渝碚路派出所哭着走了。

5月4日晚上，小恺文被民警送回他妈
妈冉春的户口所在地——涪陵区蔺市镇莲
二村。镇政府安排村民王平暂时看护。据
莲二村村民和村支书冉明茂介绍，王平尽
心尽力，孩子每天快乐吃、快乐玩、快乐睡。

而尚在航有得忙了，他是蔺市镇社会
事务办公室主任。自小恺文被送回来，他
就没有休息过。现在孩子有三条路，一是
儿童福利院代养，二是申请困境儿童后再
指定人代养，三是送养他人。“究竟走哪条

路，要由冉春来定。”
报道后的第二天，尚在航和民警到看

守所找冉春。“她坚决拒绝送养和指定人代
养，态度非常坚决。”

“那你说哪个养？”尚在航问。
“我男朋友养。”冉春想了想说。民警

一听很诧异：她怎么又冒出一个男朋友。
“那我们问他一下，看他愿意不。”不知

谁说了一声。
冉春说了一个号码，民警拨通了电话。
“请问你是冉春的男朋友吗？她有个

一岁零十个月大的孩子，男孩，你愿意帮他
养这个孩子吗？”

“我帮她养孩子，想得出来。不愿意。”
从电话中传来非常决然的声音。

冉春一下就蔫了。这个男友也许是她
最后的依靠。

“我再考虑考虑。”她不再嘴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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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后，许多市民牵挂小

恺文，不断有企业老总、热心市民
到蔺市镇看望他，纷纷提出愿意收

养。看来他不愁有个好日子。
可没冉春点头，谁也没有资格。
如果冉春继续硬下去，这孩子十有八

九只得进儿童福利院。尚在航认为，这不
是最好的去处。他在看守所也给冉春谈
了这点。为何不留在蔺市镇？尚在航的
办公桌有一份5月9日给涪陵区民政局的
函，其中提到：蔺市镇敬老院安置的都是
老人，护理人员少，确实无法监护好一个

不到两岁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蔺市镇
镇政府求助涪陵区民政局，请求涪陵区儿
童福利院接纳小恺文。

5月10日上午，涪陵区民政局召开小
恺文专题会，研究他的去向等。

尚在航开完会，匆忙回到蔺市镇。他
说，下午去找小恺文的外公。“区儿童福利
院同意接收，如果他外公确实无力抚养，
就要承诺放弃监护权和抚养权。”他担心，
冉治兴不签字。

小恺文来了有6天，外公没来看过他一
回。村民说，冉治兴帮别人栽秧施肥，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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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冉治兴确实还在稻田里

忙。村民喊他，过了一阵，他带着
一身泥回来了。

他慢腾腾的，确实老了，在外面的石头上
坐了一会儿，才想起该进屋端两根长板凳出
来，大家坐坐。老伴离世两年，他独自生活着。

“卖那个的（指贩毒）都该枪毙了。”说
完这话，他突然觉得有些不合适，也许想
起女儿的事。

冉治兴已经打印了一份放弃抚养权
利承诺书：“我因年老体弱，无力承担冉恺
文的抚养义务，自愿放弃对冉恺文的抚养
权利；同意将冉恺文送养他人（或由他人

代养）或送儿童福利院代养。我承诺不向
各级政府、儿童福利院或抚养人、代养人
扯皮和索取相关费用。”

村干部问他为何不愿带外孙，他比划
了一个动作：需要钱。

村干部又告诉冉治兴，小恺文可以申
请困境儿童，一个月650元，抚养人200
元，那么一个月有850元，再加上他一个
月的低保补助等等，有一千多元。“你就专
门带孩子，种点菜喂几只鸡。”

冉治兴还是摇了摇头。尚在航多次
劝说后，只得一字一句给他念“放弃抚养
权利承诺书”。最后，冉治兴签了字。

▼小恺文喜欢喝糖开水，王平
每天都满足他的愿望。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广告

遗 失 公 告

迁坟公告
原沙坪坝区联芳村夏家湾社已于

2006年被统征，现将对统征土地进行开
发建设，请该社范围内还未搬迁的坟主，
于2018年5月31日前将坟迁出，逾期未
迁,按无主坟处理。特此公告。

沙坪坝区征地办公室
沙坪坝区联芳街道办事处

2018年5月17日
遗失重庆市金科昌锦置业有限公
司开具给徐勇、余光美销售不动产
统一发票，代码250001490105号
码00211799、代码250001290105
号码00357795声明作废

清算关闭公告
根据2018 年 5 月 10 日作出的股

东决定，重庆能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能腾 公司”）拟清算关闭，清算终结
后将注销登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请 能腾
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凭有效债权凭证要求 能腾 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联系人：罗思蓉 电话：023-63230531
地址：重庆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80号

重庆能腾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 5月1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中跃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3MA5U5UJQ6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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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炳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永川市支行南大街
区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27334801， 账 号 ：
31160301040003624，声明作废

公 告
我司承建的重庆中帝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威孚力达(重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年产200万
件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工程，于2018年1月1日竣
工并交付使用，现己与建设单位结算完毕。请所涉
及本工程的劳务班组和各位工友、原材料供应商等
以及相关工程债权人，请在要公告之日2018年5月
16日起30日内到我工程部进行对帐结算、领取各
种应付款项。逾期后果自负并视为自动放弃，请相
互转告！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洋河中路116号
2 单元 13 一 2 联系人：冉先生/王女士. 电话：
18580301999/13108904478

四川川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6日
公 告

我司承建的威孚力达(重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的年产200万件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工程，于
2018年1月1日竣工并交付使用，现己与建设单
位结算完毕。请所涉及本工程的劳务班组和各位
工友、原材料供应商等以及相关工程债权人，请在
要公告之日2018年5月16日起30日内到我工程
部进行对帐结算、领取各种应付款项。逾期后果
自负并视为自动放弃，请相互转告！联系地址：重
庆市江北区洋河中路116号2单元13一2
联系人：冉先生/王女士.
电话：18580301999/13108904478
四川川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6日

重庆同益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Z0155营运证500110058654遗失
重庆广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V3282营运证500110063336遗失作废
重庆广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47579营运证500110089582遗失作废
遗失孙小梅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101015981声明作废。遗失周定财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112004974
作废。恒业公司营运证渝BU0790渝B8600挂渝BU1338渝8659挂灭失注销。旺友万盛分公司渝BN9769营
运证500110003364遗失作废。重庆凯俊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Ａ95737营运证500115046568遗失作废。强
顺公司渝B3A052营运证500222057317渝AJ511G营运证500222057695遗失。曼迪公司渝BQ3076营运
证500110005301遗失作废。圣金公司渝D36575挂营运证500110079135遗失。海潮公司渝BS3907营运证
500222069231遗失作废。建合公司渝A35N69营运证500110012224遗失作废。普驰公司渝A93292营运证
500110068801遗失。旺宇万州分公司渝F07226营运证500101014160渝F17539营运证500101009760遗
失。大财綦江分公司渝BL7009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阅宇公司渝BZ9795营运证500110063993作废。能翔
公司渝BN8331营运证500110002543遗失。高宇公司渝BS0990营运证遗失。重庆华彩物流有限公司渝
BT9880营运证500110045755遗失。重庆骏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B6963挂车辆与公司失去联系，经多方寻找无
结果，请车主见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税费、保险、审车，否则公司将向车管部门申请灭失注销，特此公告。

《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重庆市永川区上鹅湾煤业有限公司：

我分局于 2017年 10月13日向你单位送达了
4 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渝）煤安监渝中监二罚
〔2017〕（7）号、〔2017〕（8）号、〔2017〕（9）号、〔2017〕
（10）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对上述行政决定未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履行。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催
告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
义务：缴纳罚款叁佰伍拾万元整。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决定履行催告
书》[（渝）煤安监渝中监二催〔2018〕（1）号、〔2018〕
（2）号、〔2018〕（3）号、〔2018〕（4）号]。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后即视为送达。

收到本催告书后，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
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我分局将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电话：023-62821216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开发路31号科尔国际大厦5楼
联系人：汤春成

重庆煤矿安全监察局渝中监察分局
2018年5月17日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重庆超通商贸有限公司、重庆华商融鑫实业有限公司
（原重庆华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杨朝勇、谭承波：

关于我司与你方借贷纠纷一案经重庆市
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5）江法民初第
08716号《民事判决书》。我司已于2018年 4
月3日与重庆江翔元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债
权转让合同》，将你方应偿付给我司上述判决
确认的债权及其从权利全部转让给重庆江翔
元商贸有限公司，现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各
债务人和担保人。特此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乾元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05月17日
通知书

黎永静（身份证号51022519741228****）女士：
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公司有关规章制度规定，

因你在两期返岗人员培训中认定为培训不合格，请于
2018年6月1日前回单位办理解除劳动关系事宜，逾
期单位将按照有关规定依法解除与你的劳动关系。

特此公告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

2018年5月15日

通知书
罗静（身份证号51028219780917****）女士：

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公司有关规章制度规
定，因你在两期返岗人员培训中认定为培训
不合格，请于2018年6月1日前回单位办理
解除劳动关系事宜，逾期单位将按照有关规
定依法解除与你的劳动关系。

特此公告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

2018年5月15日

通知书
夏天（身份证号51122419790613****）先生：

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公司有关规章制度规
定，因你在两期返岗人员培训中认定为培训
不合格，请于2018年6月1日前回单位办理
解除劳动关系事宜，逾期单位将按照有关规
定依法解除与你的劳动关系。

特此公告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

2018年5月15日
重庆市南岸区总工会遗失工会经费专用收
据 ，号 码 ：1000341481- 1000341500、
1004820181- 1004820200、1004846681-
1004946700、104847381- 1004847400 共
四本声明作废

●遗失北碚和平30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PDY60138450010911D2122-4作废并声明注销●遗失北碚和平16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
PDY90389250010915D2122作废并声明注销●遗失北碚和平 7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
PDY90388450010917D2122作废并声明注销●声明：北碚诚信药房中医坐堂医诊所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PDY60082450010911D2122、和
平15店PDY60138450010911D2122-1、和平24
店 PDY90402750010919D2122、和 平 20 店
PDY90391350010915D2122、 和 平 5 店
PDY90403550010919D2122声明注销

遗失重庆新申佳实业有限公司公
章5003844005567及重庆浙商市
场 经 营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5003844003037刻章证明作废

遗失璧山区昌望建材经营部（账号
50050118630000000036）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璧山支行外
贸雅苑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66230701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大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681454955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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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今时达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3DBG64）经股
东会研究决定解散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
定，请债权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办理债权债务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经重庆云阳县天惠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581473067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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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4发吴成辉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30600286608作废
遗失熊宗芳执照正副本500230610190534作废
遗 失 2017.5.17 发 熊 宗 芳 执 照 正 副 本
92500230MA5UL0U68M作废
遗失2000.4.11发熊宗芳执照正副本500230600029821作废
重庆江鸿豪茂置业有限公司遗失
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代
码 5000162320 号码 42991810-
42991812、42991814- 42991819
共九份特此声明。
遗失奉节县恋颜服装店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节支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677000372601、机构信用代码
G135002360003726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国世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8322394209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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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群方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22759051959X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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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
遗失重庆市大足区华鹏建材商行（账号
2233010120440000148）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足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34949602、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G11500111034949601作废
注销公告：经巫山县冯玉玉米种植专业合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7072310083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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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巴南
支公司保单号PZCL201750010000000229,被保
险人重庆市清华中学校单证号识别号 AEO-
THA2013Z00流水号50001700123210保单第一
联业务联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堃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开给刘福光购买融
创江南融府茶园堃运项目一期22-23-6购房票据4
张:堃运0004981定金220000元；堃运0005203首期
款 216274元；堃运0005204契税 28818.21 元；堃运
0005205大修基金10348元，声明作废

重庆港济中西医结合医院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500112MA5U7Q2640）遗失重庆思科医疗设备有
限责任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5001056992795424）
2017年03月27日开具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联），代码 5000171320，号码 00236432（价税合计
76000 元）、号码 00236431、00236430、00236429、
00236428、 00236427、 00236426、 00236425、
00236424、 00236423、 00236422、 00236421、
00236420、00236419（价税合计都是114000元），代
码 5000162320， 号 码 35102824、 35102823、
35102822（价税合计都是114000元），声明作废。

声明：经营者辜晓玲遗失 2013
年 10 月 14 日核发个体工商户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500103600190110，声明作废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
关于撤销江国兰户《征地农转非人员统建优
惠购房住房安置协议》有关事项的决定

江国兰户：
你户于2011年4月与我办签订了《北碚

区征地农转非人员统建优惠购房住房安置协
议》（以下简称《住房安置协议》），经核查，你
户非《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北碚区实施城市
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
府地〔2011〕108号）征地范围内歇马镇农荣
村六角坪村民小组成员，不是本次征地农转
非人员住房安置对象，不享有相关权利。现
决定：撤销与你户已签订的《住房安置协议》，
收回你户领取的过渡费2.65万元和欣和佳苑
8幢3单元1-3号房屋一套。

请你户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交回已
领取的过渡费2.65万元和欣和佳苑8幢3单
元1-3号房屋。如你户对本决定不服，可自
收到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北碚区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本决定知收到之
日起6个月内向北碚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2018年4月23日

注销公告:重庆誉满香餐饮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注册号：50010400350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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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

重庆环境文化促进会不慎遗失重
庆市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5份，
号 码 ：（2014） 000025959、
000026017,(2017)000082785-
000082787，声明作废。
传明洪遗失重庆人道美食品连锁
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4月22日开
具的27号门面保证金收据一张，
编号00240366，金额20000元，声
明作废

重庆市綦江区禾鑫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开户许可证遗失。开户银行：重庆市
农村商业银行綦江支行永城分理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0348901）
声明重新补办，以前的作废。
重庆武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车 辆 合 格 证 ，合 格 证 编 号 ：
WDT0300JD017419；车 架 号 ：
LZFF31W67JD017419 ；发动机号：
18A0D226206，现特此声明作废

重庆赖旭东室内设计有限公司2018年05月10
日开具给无锡艺投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增值税专
用发票(代码 5000164160、号码 00727412)的
发票联及抵扣联遗失,声明原件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安汉置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5000741796 成立日期 2014 年 05 月 16
日）因故解散，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
内来我公司清算债权、债务，清算完毕后将向工
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特此公告！2018.05.17

重庆拓展电力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遗失贵州中海
铭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纳税人识
别号：91500108080180514Q）2018年 1月 11日开
具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5000164130，
票号：06331656，金额：100000元；票号：06331657，
金额：100000元；票号：06331658，金额：100000元，
特此声明三张发票的发票联遗失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债权转让方重庆明龙建筑工程（集团）有

限 公 司 与 债 权 受 让 方 钟 鸥（身 份 证 号 码 ：
510213196303061231）、詹中棋（身份证号码：
510228196606020810）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重庆明龙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将生效的
（2017）渝0151民初1973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
债权（包括重庆明龙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依
据该判决应当得到的工程款、违约金、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依法
转让给钟鸥、詹中棋。重庆明龙建筑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特公告重庆立兴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该债权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转让的事
实，自《债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钟鸥、詹中棋
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通知。

重庆明龙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5日

重庆市万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乐置家全智能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本委
已受理李文兵、李直才与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万州劳人仲案字[2018]第
598-599号仲裁通知书及申请书副本，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本
委定于2018年8月16日下午2时在本委仲裁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重庆市万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5.15

●遗失重庆市大渡口区伊丽莎洗衣服务中心2018
年01月1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00104MA5XRYLL1H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大渡口区伊丽莎洗衣服务中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大渡口区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0492101，声明作废

联合声明
凡开展我公司“重庆市渝中区文尔

雅服饰有限公司；重庆褓童床上用品有
限公司；重庆巴迪贝贝服装有限公司”所
有业务往来者，需持有公司联合颁发并
在有效期内的《业务授权书》，自本声明
发布之日起无《业务授权书》者所开展的
任何业务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有权拒
绝履行业务合同中的任何条款及拒绝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重庆褓童床上用品有限公司
重庆巴迪贝贝服装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文尔雅服饰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6日

公 告
重庆正浩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汪小利与你单位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
偿的 争议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申诉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
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本委定于2018年7月31日上午9时00分，在合川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合川区南津街江城大道236号）一
楼112室（仲裁一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领取本案
裁决书的期限为开庭后的10日内。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5月17日

公 告
四川添银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江宗伦(2017年12月24日14时30分左右，江宗伦
在四川添银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渝北区大盛镇明月
村崖口危岩带应急工程因同事操作钻机失误导致被钢管
砸伤)向我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本局已于2018年3月27
日依法受理。因本局通过特快专递向你单位送达的渝北
人社伤险举字[2018]75号举证通知书拒收退回，经现场调
查发现你单位已迁址，现依法予以公告送达。为保障你单
位的合法权益，如你单位认为穆世波所受伤害不是工伤，根
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请你在本公告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机关提交证据材料，如不按期履行
举证责任，本局将依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依法作出工
伤认定结论，你单位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公告自刊
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5月17日
注销公告：经城口县野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959672018X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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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巫溪县春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238008140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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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重庆市2017年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7号）精
神，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下达2017年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第一批）的通知》
（国能发电力〔2017〕45号）及市政府有关要求，现将我市2017年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
标任务完成情况予以公告。

2018年5月17日
淘汰生产线（设备）型号或发电机

组编号及数量（台、套）
完成9#、10#、11#、12#机组汽轮
机、输煤栈桥等主要设备拆除工作
完成机组发电机、输煤栈桥等主要

设备拆除工作

序号

1

2

合计

区县/市级集
团公司

重庆能源
集团

万盛经开区

行业

小火电

小火电

企业
名称

重庆南桐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电厂
重庆方盛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

产能或发电机组
容量（万千瓦）

4×0.6

5.5

7.9

备注

国家下达的
目标任务

超额完成的
目标任务

重庆市渝北区救助管理站寻亲
1.姓名：周亚瓶女约24岁

2.姓名：赖香女约39岁

3.姓名：何小荷女约63岁

4.姓名：徐美娟女约56岁

被捡拾情况:大湾镇一村民于
2012年8月1日在重庆市沙坪
坝区大学城附近的工地捡回一
女子，自称周亚瓶，1994年9月
20日出生。后将其收留至今。

被捡拾情况:大湾镇一村民于
2005年 3月1日在重庆市渝
北区大湾镇天池村捡回一女
子，精神异常，名叫赖香，于
1979年9月20日出生。后将
其收留至今。

被捡拾情况:大湾镇一村民于
2013年12月1日在重庆市渝
北区大湾镇拱桥村1组捡拾
一女子，自称何小荷，于1955
年12月1日出生。

被捡拾情况:2008年12月，徐
美娟来到大湾镇一群众家，上
穿灰色毛衣，下穿踩脚裤，无
其他任何物品。

5.姓名：温术华女约66岁

6.姓名：李菊女约66岁

7.姓名：樊秋妍女约3岁

8.姓名：何籽瑶女约3岁

被捡拾情况:1992年5月1日
大湾镇一村民在外捡回一名
女子，自称温术华，1952年 5
月1日出生。

被捡拾情况:2007 年 5 月 1
日，大湾镇一村民在文星路附
近捡回一名女子，自称李菊，
1952年10月22日出生。

被捡拾情况:一群众于 2015
年4月16日在仁和医院附近
绿化带发现一名女婴，外穿灰
色外套，在外套口袋写有出生
时间为2015年4月16日的字
条。被好心人领养至今。

被捡拾情况:一群众在 2015
年2月24日晚上22点左右在环
山国际小区公厕外面捡到一女
婴。用小被子包着，身上有一张
写着“2015年2月21日出生，望
好心人收养的纸条”。

重庆市渝北区救助管理站寻亲

被捡拾情况:一群众于 2011
年 4月在重庆市江北区金渝
大道 136 号康兴园 1 幢楼下
捡拾一名 2 岁左右的小女
孩，抚养至今。

被捡拾情况:1999 年 10月渝
北区石船镇张光彬在外面（地
址不详）带回此人，患有精神
病。来时身穿黄色棉衣，黑色
长裤，解放鞋。

被捡拾情况:2005 年 8 月，
该妇女来到渝北区双凤桥
街道兴旺村胡永斌家，不能
讲话，不会写字 (会写罗怀
琼)。高 158cm，中等身材，
国字脸黑发。

9.姓名：白芸豪男约3岁

10.姓名：吴雨泽男约6岁

11.姓名：李小利女

被捡拾情况:一群众于2015年
3月15日晚7点左右在渝北黄
桷坪公园厕所内捡拾一男婴，
男婴被一条粉色毯子包着，蓝
色上衣，左耳下垂有点残缺。
毯子有一条写有“请好心人一
定收留可怜的孩子。2015年3
月9日晚上6点18分出生”。

被捡拾情况:一群众于2012年12
月在渝北区龙兴镇璧山村黑湾路
边捡到一被子包裹起来的男婴，有
一张写有12月1日出生的纸条。

被捡拾时间:2014年3月14日
被捡拾情况:90年代，龙兴镇
一群众在湖北武汉打工，遇到
该人流浪，且是聋哑人，大概
70年左右出生。遂将其收留。

12.姓名：陈梓姗女约7岁

13.姓名：严三妹女约61岁

14.姓名：罗怀琼女

公 告
重庆市邦盛运输有限公司以下车辆渝 GB1607 渝
GB2212 渝 GB1057 渝 GB2157 渝 GB2393 渝
GB1861 渝 GB2032 渝 GB1559 渝 GB2023 渝
GB2179从即日起公司登报灭失注销作废，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君宗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4556792779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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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豪文物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0355647014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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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
号为500105000009320的重庆正特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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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正特汽车部件有限公司2018年5月17日

寻合作伙伴
重庆长寿湖边农家乐寻

求合作开发、地理位置好、步
行到湖边六分钟、有两百米
自修公路、有意详谈。
联系电话：18182201222，陈先生。

电
话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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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轻轨二号线马王场站旁100
米，总面积1295.6平米(厂房1095.6
平米，200平米配套停车场)，交通
方便，水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
话：135 0037 5936(肖老师)。

厂房
招租

综 合 服 务

渝
媒
人

婚恋服务专家成就天下姻缘
美满婚姻家庭服务中心
4001-820-520

R

征 婚 交 友

注销公告:丰都县祥泰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
号500230NA002681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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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17日
遗失声明：重庆聚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向重
庆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缴纳的供应商
质量保证金收据遗失，收据编号为：0066779，
特此公示！声明人：重庆聚友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声明时间：2018年5月16日

重庆上航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巴南支行铠恩
家居名都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37797101 账 号 ：
5000111390005250622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乔治安吉拉德商贸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加州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45464101,账号：626225724,声明作废●遗失南岸区田源蜜蜂养殖场2017年9月2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8MA5UUCA2XY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大足区黄桷湾餐饮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25MA5UTUP7XE声明作废●遗失唐崇科土建施工员证，证书号51051010860039，发
证日期2015年04月21日，声明作废●巴南区金福村饭店（法定代表人：石国君）税务登记证
正本（渝税字：51022219670908673401号）遗失作废●个体户（苏庆红）遗失个体经营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
税人识别号：51028219790320248801），声明作废。●个体户（苏庆红）遗失个体经营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纳税人识别号：510282197903202488），声明作废●遗失2017-5-27发重庆市大足区渝诚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5MA5UGF4H6H作废●荣昌县海燕公司遗失渝CD1877营运证500226004575补办●遗失2017.7.10发王洪跃执照副本92500109MA5UPGHJ7F作废●荣昌县海燕公司遗失渝CD3376营运证500226013323补办●遗失重庆市沐雨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MA5UELAL2作废●遗失2015.3.12发北碚区张涛日杂经营部营
业执照副本500109600277569作废●遗失重庆市壹客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D56B95
营运证，证号：500108022875声明作废●遗失2011.4.26发云阳县波尔山羊养殖场营
业执照正副本500235200009196作废●遗失2016.4.27发云阳县美全山羊养殖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500235007637890作废●重庆市铜梁区马家冲豪猪养殖场公章遗失作废●遗失徐华芬税务登记证副本510224197009211140作废●遗失刘德明通用手开发票，号码01185276-01185320作废●遗失2016.4.5发彭水县凤凰岭黑山羊养殖股份合作社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3MA5U5B1X7R作废

● 贾江波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操作证：渝B 042012019221作废●重庆市南川区顺超沙发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9051714820J）遗失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声明：纳税人李远宏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510281198207270012，声明作废●声明:遗失荣昌县康元水果专业合作社公章
一枚（编号：500226303157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沁澈纯净水有限公司全国工业生产
许可证副本，编号QS508206010420声明作废●遗失刘友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8120692声明作废●遗失岳松柏身份证512921195407077591声明作废●遗失彭素芳身份证512921195410177606声明作废●刘颖道路经营许可证号500231012906遗失作废●陈冬梅遗失南岸区龙湖郦江3号车库258号车位发
票，发票开具时间2017年11月24日。特此声明●遗失2013年1月8日核发的重庆市酷爱汽车饰品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各1个注册号50038320005587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三教镇三教小学校新建综合楼、食堂及周转房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本，建字第500383201600130号，特此声明●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重庆南岸支公司增值税车
险发票代码5000171320号码08067031作废● 遗失重庆八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0010709124451X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09124451X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顾丰科技有限公司2018.3.16核发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3048119105声明作废●遗失2017.9.12核发重庆鑫燕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綦江分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MA5UTUMM3M作废●何兰小吃店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7670118466遗失● 遗 失 重 庆 锦 亚 建 筑（集 团）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500236588047140T）税控盘，声明作废。●重庆睦阳艺术培训有限公司遗失招商银行重庆分行杨家坪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71027001账号123908752910202作废●遗失2016.9.22核发重庆钟袅娜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331718105R声明作废●遗失郑甫盛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13612769962声明作废●赖荣秀税务登记证副本510231197203072221遗失●遗失2016.5.5核发的屈成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500113600239604声明作废● 遗失张仁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500384600167655)声明作废●遗失渝中区中一路294号5-1房屋承租人毕治
敏，计租面积27.3平方米的租赁证声明作废●遗失熊雅姝渝中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446作废●遗失杨登凤2011年10月25日核发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600340796作废●遗失广潇营业执照副本500384600271096声明作废●遗失2016.1.20核发重庆市南川区张吉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MA5U4GR86Y作废●尤良菊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7197402157709遗失●森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8A178营运证遗失作废●六六顺汽车运输公司渝D62313,渝D62306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铜梁县佰华服装加工店公章一
枚，编号500224100657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铜梁区欣霖建材经营部在重庆银行铜梁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5073202，声明作废●遗失卢波公交从业资格证及CNG证，证
号50011319890718411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楚乔电器有限公司收据一本，
编号2702561-2702580声明作废●奚中山，身份证号：513023198812248057，个人常
住人口登记表不慎丢失，特此声明作废。●遗失2010年12月6日核发的邵宇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600283088作废●遗失舒莉护士执业证，证书编号201383001563，作废●聂大森遗失2017.3.23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5UFR9F9R，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宇竹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编号：500105706343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万盛经开区紫苇咖啡馆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50011005483883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宝峰镇杨大口村村民委员会重庆市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收据号0036451——0036500声明作废●父亲：李佶，母亲：杜瑜，遗失李炫佑出
生证明，证号：F500134512，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