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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中国云南文山是三七的原产地和主产地，全世
界有98%以上的优质三七都产自于文山。本次销
售三七粉的种植基地，总面积达2000多亩，位于文
山海拔1500-1800米，北纬23.5°附近的狭窄地
带，生长环境均符合国家GAP中药材种植。吃正
宗云南三七粉，以优质的品质得到众多老顾客的认
可和青睐，给他们带了健康和活力。

为响应全民健康发展计划，1瓶体验活动难以
满足众多经济条件不佳，但又想长期食用的中老年
朋友，为此文山通泰商贸有限公司特举办本次特卖

活动，回馈广大三七服用者，本活动仅限一周具体
细节如下:

1.活动仅针对年满50周岁的中老年朋友；
3.一年量为5瓶，第一瓶686 元，剩下4瓶，限

时特卖，共690元，不零售。
4.不收快递费，免费送到家；
5.活动截止日期11月6号。

订购
热线400-991-3577

云南文山三七粉，产地直销，宁愿一人买十回，不愿十人买一回。

1800目超细粉正宗文山老三七每瓶250g限时特卖
产地直销特供5000瓶！云南文山20头老三七，1800目超细粉，每瓶250g，可以吃两个

多月，每人限购4瓶活动仅限一周，今日开售400-991-3577

这里，生长着一棵数百年的黄葛古树，虽历经风雨
沧桑仍根深叶茂，焕发着勃勃生机；

这里，伫立着一块百年纪念碑，记载着学校百年历
史变迁和光辉荣耀；

这里，就是铜梁区平滩小学，清清的平滩河蜿蜒流
淌，琅琅的读书声响彻云霄。百余年来，学校紧紧围绕

“固基强本，终身发展”的办学理念，以德润人， 以文化
人，为每个孩子的博雅人生积极拓展广度和深度。

平滩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那么如何在蕴涵厚重的
基础上创新发展，成为一所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
传承与创新于一体的现代化学校？如何把“博学博爱，
雅思雅行”校园文化融入孩子的成长中？这是校长夏永

田和他们团队一直思索的问题。
事实上，在平滩小学近年来着手打造的“目标德育、

细节德育、和谐德育”三大德育模式上，这些问题可迎刃
而解。依据学校发展规划和学生实际情况，学校把不同
阶段的教育重点与学生的生活世界密切融合，让学生在
体验与实践中获得快乐成长。

据校长夏永田介绍，三大德育模式涵盖三个方面：目标
德育是根据学生年龄特点，进行分层次、梯度化的深度引
领，从而构筑起目标明晰、有所侧重的“一年级养成教育，二
年级守纪教育，三年级礼仪教育，四年级自主教育，五年级
感恩教育，六年级责任教育”六级目标体系。在这一体系引
领下，作业展评、课间操展示、礼仪培训、升旗仪式、感恩出

访、毕业生谈担当等活动成效显著；同时，学校还把年级德
育主题创编成德育儿歌纳入校本教材，使全校师生耳熟能
详、口口相传。细节教育是指结合区教委“洁雅行动”活动，
在完善学校德育特色评价基础上，建立起“学生个体评价，
班组集体评价、学校总体评价”三评机制。

尤为一提的是，在三评机制中，学校细化为“一颗红
星点赞个人，天天评”，编写了《平滩小学学生个人行为评
价手册》，从文明、学习、爱国、自理、卫生、安全、感恩、秩序
8个方面对学生提出具体要求，并以一颗红星为学生当天
进步点赞；“三色手指点赞班级，周周评”创用“绿手指、红
手指、金手指”三色手指作为班级评价方式。红领巾监督
岗检查校门礼仪和标志佩戴，用“绿手指”点赞；洁雅劝导

员检查课间秩序和午休纪律，用“红手指”点赞；值周教师
检查课堂活动和班风班貌，用“金手指”点赞；“表彰激励
点赞标兵，月月评”德育处每月根据班级红星评比评选洁
雅行动标兵，根据每周各班“手指”评比，评选洁雅行动模
范班级。通过“三评”机制的推行实践，学生自主行为和
养成习惯得到良好提升，也让师生们在“评价”中增强了
凝聚力、责任感，培养了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除此之外，学校坚持和谐德育，重视家庭、社会和学
校的合力，开展100%家访制度，不定期开展家长讲座，
挑选经验丰富的家长组成家长教育团，邀请家庭教育专
家开展家庭教育培训，共同助力学校长远发展。

“教育的核心是育人，是让孩子成为一个充满快乐、
富有智慧、对社会有用的人。”校长夏永田始终认为，教育
中每个环节都在影响着学生，用相对完整、相对规范的德
育体系，发现和肯定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引领孩子读懂百
年老校的人文蕴涵，激发他们内在的学习力和创造热情，
让他们成为德育过程中真正的主体，才是教育关键所在。

文/毕成义

以德润人 绽放博雅人生
——解读重庆市铜梁区平滩小学德育特色工作亮点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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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水公
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11.7米
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地，
23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综 合 服 务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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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合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重庆市中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5 日裴洪淑（公民身份号码 ：
513525197105067463）向本机关提交以你单位为用人
单位的他本人的工伤认定申请。本机关于2018年10
月 8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合川人社伤险认字
〔2018〕819号），认定裴洪淑2017年7月31日20时左
右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该
《认定工伤决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可在公告送达之
日起60日内向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重庆
市合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10月31日

重庆市合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重庆市中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7 日 廖 德 芳（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510221196808273125）向本机关提交以你单位为用
人单位的她本人的工伤认定申请。本机关于2018年
10月8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合川人社伤险认字
〔2018〕820号），认定廖德芳2017年7月19日13时20
分左右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现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该《认定工伤决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可在公告送
达之日起60日内向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重庆
市合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10月31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博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鲍文杰、赵霞、王诗扬、吴行鹏、陈广宾、
蒋川东、刘万琼、王桂君、吴思嘉、邓庆润、谢云小、陈
治豪、张宇与你单位二倍工资差额、计时计件工资、其
他劳动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
2268-2277、2326、2332-2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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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及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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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上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
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一庭203
室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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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31日

减资公告：根据重庆市白涛化工园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2018年10月29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
资本从16100万元减至到12000万元。按照《公司法》一百七十
七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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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139 8358 1938 联系人：张学华 2018年10月31日

遗失重庆茂塬建筑技术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加州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530043070301, 账 号 ：
11262000000220635，声明作废

重庆市荣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众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刘瑶申请你公司计时、计件工资
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渝荣劳人仲案字
（2018）第270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书裁决结果如
下:由被申请人重庆众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申请
人刘瑶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的工
资5250元（伍仟貳佰伍拾元整）。本委受理申请人刘
瑶申请你公司二倍工资差额赔偿金争议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渝荣劳人仲案字（2018）第263号”
《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书裁决结果如下:由被申请人重庆
众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刘瑶未签劳动合同的
二倍工资差额赔偿金2625元（貳仟陆佰貳拾伍元整）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你公司有证据
证明以上裁决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
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
十日内,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重庆市荣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0月31日
重庆市荣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众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蒋杨申请你公司计时、计件工资

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渝荣劳人仲案字
（2018）第255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书裁决结果如
下:由被申请人重庆众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申请
人蒋杨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5月25日期间的工
资4475元（肆仟肆佰柒拾伍元整）。本委受理申请人
蒋杨申请你公司二倍工资差额赔偿金争议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渝荣劳人仲案字（2018）第261
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书裁决结果如下:由被申请
人重庆众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刘瑶未签劳
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赔偿金2237.5元（貳仟貳佰叁
拾柒元五角整）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你公司有证据证明以上裁决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
情形之一的,可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重
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重庆市荣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8年10月31日
遗 失 母 亲 周 梅 （ 身 份 证 号
51382219870615****）、父亲黎刚（身份证号
51022719831121****）于2006年3月7日在
重庆市潼南区卧佛中心卫生院出生的男婴出
生医学证明，证号不详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长寿区翠源郦景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33960487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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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

周祖玉遗失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
院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一张，开票
日期：2018 年 1 月 10 日，编号：
000245346，合计金额：19954.73
元，特此声明第一联遗失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陆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聂利红与你（单位）劳动报酬、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赔偿金、生育保险待遇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劳
人仲案字〔2018〕第2644号。因无法直接送达和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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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6日上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207室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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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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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男人62丧.名企高管
退.车房齐独居寻健康人钟
情伴.其它不限.急急急

注销公告：经忠县秋平文艺演出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05323500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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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点石行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82UW59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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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债权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理控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AW873W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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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债权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喻碧工贸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56220155655）遗失已开
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1份（发票
代 码 050001800104， 号 码
0693752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磐犇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MA5U4K4X5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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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3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益珲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095662284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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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新发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222MA5URT1N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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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

遗失重庆鼎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8320466491B）开具
的增值税普票发票联1份（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号码1248122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名仕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8569905875A）开具的增
值税普票发票联1份（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号码1248033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加联加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094999678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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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重庆养塬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355674178L)经自然人
独资决定注册资金由1000万元减至200万元，根
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
日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遗失启事
兹有重庆市璧山区新堰村7组9号居民李峻，

遗失其住院发票，璧山区人民医院，住院号：
18093346，单 据 号 ：S0034749，发 票 号 ：
006086440，合计金额：2657.46。现声明作废。
奉节怡安医院有限责任公司遗失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第一联发票联、
第二联抵扣联、第三联报税联、第四联
注册登记联代码150001722060号码
00497147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民旺融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3305022702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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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万州区诗朗山鸡养殖专
业合作社（注册号500101NA000698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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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南川区先锋氧化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742891535G）股东
会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9300万元减至9250万元
整。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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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永川区荣昱书店 2018 年 10 月 23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18MA604LDH99、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00118MA604LDH99 1-1-1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阿驺际诚商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0331617523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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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佳投广告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市
江北区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代开
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
联），发票代码 5000164160，号码
00198298，特此声明。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劳人仲公字〔2018〕第2252号

渝北区半个橙子西点店：
本委于2018年9月5日受理的吴芳诉你司二倍工

资差额争议一案，已于2018年9月26日开庭审理。本
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2252号仲裁裁决书作
出裁决: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达
你，从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裁决
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生
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0月31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劳人仲公字〔2018〕第2251号

渝北区半个橙子西点店：
本委于2018年9月5日受理的王易诉你司二倍工

资差额争议一案，已于2018年9月26日开庭审理。本
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2251号仲裁裁决书作
出裁决: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达
你，从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裁决
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8年10月31日

注销公告：经忠县惠玲陶瓷销售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588947552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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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忠县双梁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3686216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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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号
为500105000487144的重庆呈皇商贸有限公
司，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呈皇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注销公告：重庆青强物资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104000576200经股东会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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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债权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优悦置业代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304899051F)股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资
本由100万元减资到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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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优悦置业代理有限公司2018年10月31日

声明：沙坪坝区熟吃饮品店遗失2017年09
月07日核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UTKHX43；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25001060077521，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静潜自由潜水培训有限公司
遗失2018年03月26日核发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03MA5U7HUX9H,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环业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0MA5UB0791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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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车之道摩托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554089262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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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市竹人贸易有限公司合同
章，编号500226303313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竹岩人贸易有限公司合同
章，编号50022630343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遥，性别女，于2015年毕业于重庆医科

大 学, 本 科 毕 业 证 书 （ 编 号
106311201505001502）及学士学位证书（编
号1063142015001502）丢失，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福馨燃具安装销售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MA5UFQ2J4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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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

遗失重庆尚业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500107086340486D）重庆增值税专用发
票（抵扣联、发票联），发票代码5000182130，
发票号码04486705-04486709，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王静遗失购买广州富力
地产（重庆）有限公司开发的富力
城2E6—1401房款预收款凭证。
编号9000934，金额：9000元，付
首付。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汤胜娜、苟勇，2018年2
月27日购买重庆恒大未来城四期3号
楼商业-1 商业 12，房款收款 344814
元 ，编 号 M0004790、代 收 费 收 据
26915.9元，编号M0009921作废。

遗失李远明车牌渝D25428营运证500234014289声明作废。重庆石坪物业有限公司渝D9C966营运证
500113011740遗失作废。建豪公司渝AN9127营运证500103013467遗失。泰吉公司渝A96336营运证
500110048649渝A93706营运证500110048648渝A95897营运证500110048645遗失作废。迅全公司渝
BD3995营运证500105003035遗失注销。重庆驹马物流有限公司渝D35H99营运证500105012894遗失作
废。森茂万盛分公司渝 AD025 挂营运证 500110060506 遗失。雄盛长寿分公司渝 B69M36 营运证
500115024032渝BT9169营运证500115028781遗失作废。畅铭公司渝F19500营运证500101011444遗
失。贵荣公司渝GB1361营运证遗失作废。泰瑞公司渝A98583营运证500402010183遗失作废。建成公司
渝BY5289营运证遗失补办。明序公司渝B395W9营运证500103022136遗失。三冠公司渝BL0057营运证
500222026185遗失作废。宏锦公司渝A8325挂营运证500110053799遗失作废。九辉公司渝BY1989营运
证500115040481灭失注销。重庆豪迈物流有限公司渝D11395营运证500110075840遗失作废。枫林公司
渝B9A972营运证500222061251遗失作废。涪陵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渝A8G890营运证作废，重庆天
翼达物流有限公司渝AH699挂渝G10176营运证作废，重庆神骏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渝G15838营运证作废，
重庆汰泓物流有限公司渝G21232营运证作废，重庆恒腾物流有限公司渝DW1858营运证作废，付斌渝
GA6391 营运证作废。和亨公司渝BJ1388 营运证 00222054618 遗失作废，傲博公司渝BJ6817 营运证
500222024029遗失作废。骏豪万盛分公司渝BR2807营运证500110018436遗失。

●遗失重庆龙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在平安银行重庆分行
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8021503作废●遗失傅世宇《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357813
声明作废，2018年10月29日之前证件作废●易兰、魏久炼遗失恒大未来城开具的契税收据，
号码wlcl0033872，金额10471.84，声明作废●重庆天纵置业顾问有限公司江北区五里店分公司遗失地税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渝地税字500105781570128号）作废●刘先安，男，身份证号码512228196604120019，
执业证号15002200380699959，资格证号93司律
政字第316号，遗失，特此声明作废●谭魏林遗失重庆荣盛城观云郡4号地块3号楼12-4契税票
据1张：票据号CQRS8844 ,金额21342.88元，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南岸南源阳光幼儿园公
章一枚、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潼南区火焱铁板烧餐厅公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坤康科技有限公司（账号3100025209000013466）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6969802特此声明●遗失个体户何显凤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10230690519782，声明作废●遗失个体工商户徐翔2018年5月2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5MA5YXCU352声明作废●遗失2000年1月6日核发的重庆大渡口区天和机电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1042100898）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重庆市廉懋环境治理咨询中心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500223100471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厨尚食品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UL63H2U声明作废●重庆聚春物资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壹枚（财务章
编号5001043019063）及印章刻制证明，声明作废。●重庆富鑫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架号LML940Z3XG0000179
的税收完税证明（173）渝地证97034351作废●徐真川税务登记证正本500226198501022232遗失●敖宏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31196610090051遗失，
敖宏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3119661009005101遗失●重庆市欣往物流有限公司（车牌号：渝G13382）遗
失营运证号（500230004972），声明作废。● 重庆润览广告传媒中心遗失增值税普通空白发票1
张：发票代码5000171320 发票号码04401197，声明作废●重庆生产力促进中心印刷厂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国
税、地税各一份）证号：500112902912818，声明作废。●重庆市渝北区龙豪度假村财务专用章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市渝北区龙豪度假村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墨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京上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章一枚作废●遗失2017.5.9发唐海豪执照正本500104610116599作废●周光元于2018年10月14号在合川区人民医院住
院发票丢失，发票号0007536729声明作废●遗失张燕食品流通许可证SP5002241550065842作废●遗失王梅保险执业证02000250010980020160500538作废●遗失黄涛保险执业证02000250010980020160600653作废●遗失璧山区永和堂大药房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JY15001200042824作废●遗失潼南区张富平蔬菜店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500223606240053)作废●遗失袁恩斌营业执照正本92500106MA5UNQGW3E作废●遗失重庆国润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A56T16营
运证，营运证号：500100022502声明作废●锦添长寿分公司 渝B37R76营运证500115023903遗失注销●重庆易到公司渝BY0558营运证遗失●遗失远成集团重庆物流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优转渝中区南纪门中西医诊所15023534057
旺铺转让和独栋别墅出租13983897093蔡

遗 失 公 类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彭光瑞）近日，
市经侦总队联合市金融办、中国银联重庆
分公司、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分行走进重庆
工商大学兰花湖校区，为在校大学生们上
了一堂主题为“青春路上与你同行”的公
开讲座，宣讲银行卡诈骗、校园贷及非法
集资等经济犯罪的危害及剖析犯罪手段，
数百名师生参加讲座。

据警方介绍，十月正值高校新生军
训结束，选择这个时间点进行公开讲座，
是希望帮助涉世未深的大学生进一步增
强识假防骗的意识和能力。课堂上，民

警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使用PPT等多
媒体课件，从生动鲜活的典型案例说起，
仔细剖析银行卡诈骗、校园贷、传销等常
见多发经济犯罪的本质特征与危害等，
加深了大学生对常见多发经济犯罪的认
识和理解。银联重庆分公司还带来了金
融风险防控课程。

同学们表示，通过讲座，对银行卡诈
骗、校园贷及非法集资等经济犯罪的危害
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增强了识假防骗
的意识，今后一定会提高警惕，自觉抵制经
济犯罪活动。

经侦民警进校园解剖校园贷

重庆晚报讯 （通讯员 康思嘉）近
日，璧山区青杠街道妇联开展“清风常伴·
廉洁齐家”家庭助廉立德活动，机关干部、
各村（社区）党员干部积极参与进来，通过
会议宣传、进村入户宣传等形式，累计发放
家庭助廉立德倡议书1000余份，并已签订

承诺书600余份。
据了解，此次倡议承诺活动是“清风常

伴·廉洁齐家”家庭助廉立德活动的一部
分，旨在通过对《廉洁立德承诺书》内容的
学习、了解并承诺，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家
庭成员廉洁自律和明德守德意识。

璧山区青杠街道妇联开展家庭助廉立德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