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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慢新闻·人物

俊俏姑娘
唐辉戴上面具在某直播平台，以“励志毛毛虫”为网名和粉丝们见面聊天。每天中

午12点打开某直播平台，搜“励志毛毛虫”，对毫无心理建设的人来说，是一次历险：画
面上会出现一张烧伤者的脸：鼻子是一个黑洞，嘴部变形，没有眼睑，眼角的颜色像未
干的血迹。多数时候，直播画面里还有一个姑娘，妆容精致，俊俏。他们是一对恋人，
杨兴在唐辉烧伤后才认识他，“追求”他，网上有人骂她“恋残癖”。

唐辉的残疾不仅在脸上，还有手、腿、腰、全身……

重庆忠县白石镇华山村，小商店小饭馆
集中在一条百多米的短街上，唐辉住街尾。
上午10点，半小时都难得看到一辆车。

早上起来，唐辉用黑色懒人布胶带，
绑一把牙刷，缠绕在右边的半截手掌上，
开始洗漱。五指没了，半截手掌还可以按
压毛巾，左臂高位截肢，做不了什么。那
条布胶带是唐辉的神器，吃饭的时候绑叉
子，唱歌的时候绑话筒。

杨兴自己也在梳洗打扮，收拾屋子，
准备12点的直播。基本的自理都是唐辉
自己完成，他有一把装了万向轮的电脑
椅，右边小腿没了，他用尚可行动的左腿
蹬地，滑向他想去的地方。直播前，唐辉
要反复喊杨兴给他梳头发，整理衣领，这
边高那边低，语气又急又任性。杨兴就
笑：“我们毛毛特别爱干净爱美，每天洗
头，要梳得蓬松。今天已经很帅了。”

唐辉的直播主页上，放着他受伤前的
照片，留着乡村少年迷之热爱的杀马特发
型，浓密，高耸，飞扬，他喜欢那时的自
己。网上大部分直播都没有实质内容，就
是互相随意聊，天气、经历、心情、推销产
品……说一些场面话，客套话，口水话，忙
的人嫌无聊，寂寞的人互相需要，挣扎求
存的人多一条活路。

唐辉和重庆晚报曾经报道的云阳瓷
娃娃三姐妹，都在一个残疾人微信群里，
群里很多人都做直播，互相鼓励，分享产
品售卖经验。唐辉卖手链、牙膏、洗发水，
最近和家人做麻辣牙签肉卖。两个小时
直播，说话，唱歌，平均两三分钟要咳一次
痰，咽喉烧伤过，又疼又痒。

他不戴面具直播时，一张异于常人的
抽象的脸，提示着所经历的最恐怖、最惨
痛的伤害，直接杵到手机那端的无数眼
前。怎么面对那些好奇、惊恐、刻薄？唐
辉说：“我要生存。”

2013年的春节唯独不是唐辉的春节。
国道上的三岔路口，大拖车左转，甩尾

的瞬间，唐辉骑着摩托车，行驶在最右侧。
快过年了，他心里想着快一点把蔬菜送到
亲戚家，还要给女友送鸡蛋、送年货。过了
年，他们就要准备结婚的事。

拖车尾部横扫过来，钢铁怼血肉，眼前
的一切都在滚动，他失去了意识。目击者后
来告诉他，大货车尾部甩到了摩托车，他被

砸到地面上，摩托车压在身上。公路边的一
位大叔想来救，用力抬起摩托，力量不够，又
落下去，油管砸脱，汽油流出来，流过滚烫的
排气筒，高温引发燃烧。十分钟以后，他成
了另一个人。深三度烧伤，面积85%。21
岁，世间所有的路，都成了断头路。

唐辉醒来的时候，全身没有知觉，不痛
不痒，不冷不热，动不了，想不起发生了什
么，都是听别人说。

没哭，痛还没有来临。
两岁的时候，唐辉被抱养给大伯，他从

此喊这个男人为爸爸。爸爸不识字，一辈
子打工、务农，一辈子没结婚。爸爸搞不懂
复杂的医院系统，病床上的唐辉要操心自
己的赔偿、手术、护理、费用，要一一安排给
亲人。烧伤的特护病床，要经常给病人翻
身，翻过去面朝地下，地下有块不锈钢板，
照得出人的模样。拆了纱布，唐辉第一次
在钢板上看到自己的脸，他朝地上那个人
吐口水，咳干喉咙也要吐，看见一次吐一
次。本来要结婚的女友，在六一儿童节那
天，很平静地说，我去上班了，你好好养
伤。像一个平常的上班日那样离开，结果
就再也没有回来。

皮肤不断渗出脓液，浸上被子和床
单，慢慢结起一层硬壳，一推门就能闻到
浓烈的气味，臭，酸腐，暗沉沉纠结成一
团麻，不是健康、鲜活的人气。

这已经是出院后两年了，农村的老房
子里，唐辉单独住了一间。他拒绝家人换
洗衣服和被子。他瘫痪在床上，坐不起
来，翻不了身，他愤怒，没有来由，没有对
象，无处发泄。不准人碰，是他的抵抗。

他反复想起9岁辍学，赶骡子运货打
工；12岁赚了3200元，买了自己的骡子；

14岁去上海学做白案，开叉车；18岁回重
庆在工地上制模，带两个徒弟，2000年就
能月收入上万……“恨过那个大车司机，
但恨没意义。没见过面，不见更好，大脑
里没有人的样子，恨就过去得快些。”

被子渐渐长进了皮肤，粘住了身体，
他成了床的一部分。爸爸受不了他的坏
脾气和自我放弃，跟他说话越来越少。
80岁的奶奶，躬着腰，进屋来给他喂汤，
给他换尿盆。

“是不是以后，一辈子都要奶奶端屎
倒尿？奶奶端不动了怎么办？”问完这个
问题，他用自己的残肢把被子蹬下床，喊
亲人换，爸爸扔了锄头就从地里跑过
来。粘住的皮肤被撕开，粉红的肉混着
灰白的焦壳，腿上的骨头白森森露着。
他放弃了需要分阶段多次进行的修复植
皮手术，残躯上到处是这种“未完成”。
这一天他撬断一小块腿上支着的骨头，
包好，保存下来。“不痛，都是坏死的了。”

唐辉开始学习用手机。身体还是不
能动，他用舌头舔。常人用手打字，慢一
点的1秒一个字，他用舌头打，要5秒一个
字。残疾人的QQ群里，在讲如何赚钱，在
网上帮人发广告，一天要转发60多条。

他用舌头一个键一个键点，一条一条
转。烧伤后皮肤牵拉，嘴是歪斜的，唇舌比
常人活动都更难。唐辉第一次赚到7块钱，
用了一整天，舌头僵了，嘴唇干得爆皮。他
跟奶奶说，“以后会更好。我不会死。”

3年已过去，他用车祸赔偿的20万给
爸爸和自己买了临公路的房子，离开撕开
被子就像撕开一层皮的老屋；白石镇政府
给爸爸安排了公益岗位，每天清扫6公里
村公路，每月有1130元工资；他自己学习
翻身、坐立、穿衣服、刷牙、吃饭，学习一切
生而为人最基本的生存技能。

“摔在地上起不来，只有等爸爸回
家，一等二等等不来，心里气愤，想发脾
气，等他带可乐回来，气就消了。”可乐是
生活里为数不多的甜，唐辉很贪恋。

能坐，能动，能说了，再往前呢？“要
挣点钱，爸爸老了，以后还要靠我。”父子
俩想过收养一个孩子，以后老了，身后有
个人，互相也是个拉扯。

2018年7月，这天又是40℃，江北红旗
河沟长途汽车站，忠县到重庆的大巴车到
站，冲过来一个汗流浃背的姑娘，热气腾腾
的，主动要背唐辉。这是杨兴和唐辉的第
一次见面，但杨兴已经知道他的一切。

直播是从去年夏天开始的。骂什么的
都有，“像鬼、恶心、要饭要到网上来了
……”最开始是杨兴住在白石镇的姨妈转
给杨兴的：“看，我们镇上的娃儿，太不容易
了……”姨妈的丈夫也是残疾人。

杨兴父亲去世得早，妈妈再婚，外出打
工，还没成年，她就去了北京工作。她比唐辉
大3岁，相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铺展着相
似的命运。唐辉当时上传到某直播平台的视
频有57个，杨兴花了2天1夜全部看完。

7月的时候，唐辉要来重庆帮助一个
烧伤的残疾人，20多岁的四川姑娘，一直

没勇气做手术，各种担心害怕。唐辉说：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
院）我住了一年，很熟，帮你跑个手续，跑
检查这些，也算我尽一点力。”杨兴就是
这个时候去红旗河沟接他。她觉得唐辉
自己就已经是最弱小、最需要别人帮一
把的人了。

天太热，唐辉不戴面具，医院过道里，
两三岁的娃娃突然看到，吓得哭。他让杨
兴离他轮椅远点，不要让人误会，旁人指点
漂亮健全姑娘，一定是比指点残疾人多。
杨兴偏不，越说她，她越攥着轮椅不放。

一个星期，7天，唐辉发现每天杨兴都
在变化，一天比一天更黏着他。每天都像
一个盒子，只有打开才知道里面有什么。

“要勇敢。”两个人后来才知道那几天彼此
都在做同样的自我说服。

唐辉家住在5楼，每天中午直播结束，
只要不下雨，杨兴都会背着唐辉下楼，去户
外活动。杨兴95斤，唐辉100斤，杨兴负重
起身最难，她要箍住他双腿往背上提3次，
才能固定住。上梯坎，她身体几乎弯成90
度。80多步梯坎，杨兴每一步都很慢。

他们要沿着爸爸扫的这条路走很远，天
气好的时候，他们去路边野餐，去河边钓鱼，
去山上摘野花。也会去户外做直播。短街
另一头的餐馆老板毛连芳说，每次直播，镇
上的观众都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过来，一些靠
不拢边的就把手机举得很高拍照。直播完
后，一家人还在她餐馆吃饭。

镇上铝合金门市老板袁光英说，每周一
四七是当地赶场的日子，每次赶场都会看到
杨兴陪唐辉在街上做直播，镇上喜欢唐辉的
女粉丝保守估计有四五十人。

杨兴从江北松树桥搬到忠县白石镇唐
辉家，已经快四个月了。“你喜欢他什么”，每

一个见过的人，和直播间没见过的人，都要
问她这个问题。网上的人给她做了很多“诊
断”：圣母病、恋残癖、童年阴影、想红想疯
了、男的家里有矿……

杨兴说，给你讲两个细节。
夏天她背唐辉下楼，每走一步落一滴

汗，唐辉趴在她背上，轻轻给她脖子吹风，她
心里凉快了好几度。河边钓鱼，唐辉要坐太
阳照过来的方向，杨兴怕晒黑，他说他高，能
挡一点阳光。晚上耍晚了，她饿，想吃藤椒
方便面，第二天他就让爸爸买了一箱。杨兴
十天半月要回一次重庆，唐辉每次都要让爸
爸背下楼，再坐轮椅，再搭农村小巴，去镇上
接送，再不方便，也没断过一次。

“你说他心好，细致，健全的男人也有很
多；你说他特别顽强，健全的男人也有很多
……是的，健全的男人中间，什么类型都有，但
是我还没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先遇到他了。”

杨兴做微商，卖减肥和养生产品，“一个
月收入四千到一万不等，反正养活自己没问
题。我每天都在直播中露脸，要是唐辉家真
的有矿，欢迎大家都来挖……”一开始的气
话，她现在说起都是笑话。

“以后？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现在的
事，是唐辉想要孩子，已经在跟杨兴谈到婚
嫁。杨兴想要先给唐辉安装假肢，“他伤没
好完，骨头露在外面，要再做手术，植皮把骨
头包裹住，才能装假肢。”

唐辉其实是另一个人，他原名叫唐光军。
车祸之后，他改了名字，把后面两个字“光军”
合并在一起，变成“辉”。他觉得“我是另外一
个人了，是辉，以前那个光军已经没了”。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刘春燕 黄艳春/文 冉文/图

乐堡啤酒打造48小时交友空间
掀起草莓星人“脱单”风暴

作为青年潮玩的代表，乐堡啤酒悉知青
年人的每一个痛点。勇于表达，爱就现在，乐
堡啤酒专为敢爱敢恨的重庆青年带来了首个

“Tuborg Single Club”，给这个稍显寒冷
的双十一周末，添上一丝烟火气的温暖。

草莓潮咖交友的第一站，是到乐堡啤
酒的化妆区，先把潮范儿架起来。经过多
年的沉淀，乐堡啤酒的化妆区已然内化成
草莓音乐节上必不可少的区域。眼光挑
剔的重庆潮人在这里能够找到自己满意
的妆点道具。闪耀的亮片点化出精致眼
妆的光芒，抚媚的红唇描摹出美人颦笑，
个性贴纸给造型百变的酷哥添上个硬朗

气质。
傍晚时分，各色优质单身男突袭乐堡

酒镇，在霓虹灯前聚集起来。“妹儿，你长得
好乖哟，能跟你耍朋友吗！”成为现场最大
胆的表达。俊男淑女用笔在乐堡啤酒的酒
杯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挂在“脱单”中转站
中。待到晚上派对时刻，电音DJ将从中随
机抽出2个位缘分潮咖，成为当晚“脱单”。
在啤酒的奇妙作用下，两位陌生的灵魂得
以交集成双。

更赛博朋克的乐堡酒镇
时隔两年再次征服山城青年

时隔两年再次登陆重庆，乐堡酒镇，携全
新“春光绿”+“电光蓝”的赛博朋克造型，毫不
违和的快速融入了这个奇幻之城。

夜幕降临，在电音DJ和热情外模的
调动下，心动的鼓点开始密集奏响。变幻
无穷的旋律和着震撼人心的节拍，一下一

下敲在了年轻人的心弯儿；激昂的躁点
中，陌生人间的局促感被远远甩开。迷蒙
的灯光随机点亮一双双陌生男女的面孔，
确认过眼神，缘分在各自干掉的乐堡啤酒
中拉开。

今夜来乐堡酒镇打卡的青年男女嫩么
子多，不成功“脱单”都背不起山城人的名
号。成功牵手的有缘人，必须来交友空间
态度墙上留个纪念。在这座立冬过后，微
凉侵袭的山城，音乐、啤酒和爱情，是温暖
人心的良方。

今年的重庆草莓音乐节因恰逢双十
一周末而倍显独一无二，已经连续五年携
手摩登天空的乐堡啤酒，依旧“玩心”不
断，用“48小时交友空间”的创意，征服重
庆青年的心。接下来，乐堡啤酒将继续走
进广东双城超级草莓现场，为年轻乐迷提
供更多国际化的新潮玩法，与大家一起拉
开快乐！

乐堡啤酒48小时交友空间闪现草莓音乐节，勒是重庆！
11月10-11日，2018

重庆草莓音乐节在重庆国际
博览中心火热举行，乐堡啤

酒携升级版酒镇时隔2年再次登陆山
城。这个周末，马頔、痛仰乐队等点燃
了现场乐迷的激情，蜕变后的曾轶可
在上万观众面前撕掉曾经的标签。乐
堡啤酒在这个双十一的周末创造性打
造了48小时交友空间，再次成为草莓
音乐节的能量核心。

电
话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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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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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服 务

招商寻求合作伙伴
重庆兴华清洗机设备制造

厂（成立于1984年，股份合作
制）、重庆兴华自控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
注册地：渝北区，主要制造、销
售：清洗机、试漏机、压装机及
各种非标设备。现兴华自控
年产值达500-700万，为扩大
生产规模，寻求合作伙伴，股
份法人可转让。
联系人：田总，1398382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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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或合作
乡村旅游（休闲山庄+农业公司）
转让或寻求入股，非诚勿扰！
联系人：谭老师 17784082198

遗 失 公 告

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机关工会委员会
遗失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三溪口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15870603，
账号：3100028809024905047，编号：
6530-00532837，声明作废

重庆品诚餐饮文化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黄泥塝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18991301，账
号：310008680902452571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依帝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2017年
04月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5MA5UHLL31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依帝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北城天街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72306901，账
号：83180154740004309，声明作废

重庆市规划局巴南区分局
关于确定违法建筑当事人的公告
渝规限拆巴南字〔2018〕第0063号
经查，位于巴南区鱼洞街道庙石台56号

内修建的彩钢结构停车棚未经规划许可，根
据《重庆市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定》第二条的
规定，属于违法建筑。因本机关无法确定违
法建筑当事人，现发布公告，公告时间为十
日。请该违法建筑当事人在2018年11月19
日前，到本机关进行登记确认并接受处理；逾
期未登记确认并接受处理的，将由巴南区人
民政府根据《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七
第二款和《重庆市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定》第
十四条的规定，对该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天祺 联系电话：66220520
联系地址：巴南区龙洲大道143号附一号
重庆市规划局巴南区分局 二○一八年十一月六日

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
李锐曦户：

我办经重庆市北碚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的授权委
托，作出的《关于撤销李锐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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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生效。
你户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北碚区人民政府于
2018年8月6日作出维持决定，你户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
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该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对你户进行催告，请
你户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将已领取的过渡费1.85万元、搬家及奖励费0.46
万元（以上两项共计2.31万元）交回至以下账户：

户名：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
账号：500115621018000000714
开户行：交通银行重庆城南支行
交回欣和佳苑9幢1单元4-3号的房屋。
如你户对此催告书有异议，可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

起3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
的，视为你户放弃相关权利。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
办将提请重庆市北碚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 2018年10月29日

遗失声明
重庆闲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70103701账
号346080100100175346，声明作废

重庆鸣致广告传媒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永川人民广场支行
开户许可证（账号 108853519799，核准号
J6530067976802，编号 653001301388）及
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
江国兰户：

我办受重庆市北碚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的委托，作
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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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生效。你户在
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北碚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
8月6日作出维持决定，你户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
诉讼，又不履行该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对你户进行催告，
请你户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将已领取的过渡费2.65万元交回至以下账户：
户名：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
账号：500115621018000000714
开户行：交通银行重庆城南支行
交回欣和佳苑8幢3单元1-3号的房屋。
如你户对此催告书有异议，可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

起3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
的，视为你户放弃相关权利。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
办将提请重庆市北碚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2018年10月29日

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
江峡户：

我办经重庆市北碚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的授权委
托，作出的《关于撤销江峡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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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生效。你
户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北碚区人民政府于
2018年8月6日作出维持决定，你户未在法定期限内
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该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对你户
进行催告，请你户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下列义务：

将已领取的过渡费2.65万元交回至以下账户：
户名：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
账号：500115621018000000714
开户行：交通银行重庆城南支行
如你户对此催告书有异议，可在本催告书送达之

日起3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
辩的，视为你户放弃相关权利。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
我办将提请重庆市北碚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依法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2018年10月29日

重 庆 锐 腾 汽 车 检 测 技 术 服 务 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500228MA5UD63T7B）遗失重庆国税12366电子
税务局代开给贵州贵腾汽车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
用发票（第四联）1份（发票代码 5000164160，号码
00102791、价税合计343000.00元）特此声明

寻合作
三A景区考核地，现有五百亩退耕
还林指标已到，急找有意进入农业
行业者合作！有意者请来电：
17772357199 15123221668

杨家坪商圈兴胜路16号
新世纪天桥旁写字楼9间
出租，面积250平米。

房屋出租

电话：15523338679张先生

渝北区鑫来建材经营部遗失于
2011年10月21日核发的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为
50011260042862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祥恒运输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002211040044，财务章编
号：500221104004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威特金属材料加工厂渝
C0987 营 运 证 500383012273、渝
C79512 营 运 证 500383012275、渝
C1062挂营运证5003013877、渝C80390
营运证50038301387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祥恒运输有限公司
永 川 分 公 司 公 章 ，编 号 ：
5003834049322声明作废
声 明 ：刘 太 春 （ 身 份 证
510213195402271213）持有铁路
租赁证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铁路
三村219#2-2 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国富物流有限公司渝 A38N01 渝 A737L9 渝 B01E78 渝
A965E2渝BS2629渝B391E5渝B12F99渝B63H76渝B27Q18以
上车辆保险脱保车辆脱审，请于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国家税费、
保险和车辆年审，行驶证、营运证、登记证书、车辆牌照、未交回，逾
期未完善，将向车管所申请牌证公告作废，后果自负。
遗失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720288713XA）增 值 税
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发票代
码 5000164130 发 票 号 码
0407873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市峰高水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2620385333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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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嘉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唐松、廖江波、袁鸿、盛成杰、刘杰、邓丽莹与你单
位计时计件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争议一案，案号
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2685-26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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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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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

胡显勇（税号 500222199006142711）遗失
綦江区税务局代开给重庆市綦江区横山镇
人民政府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发
票 代 码 050001800105，发 票 号 码
03678071，价税合计24798元）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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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0949425403的重庆四夕马
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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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四夕马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4日

遗失重庆市大足区莉菁生态农业示范
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足支
行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代 码 号 ：
G9950011101222580U声明作废

达平公司渝D78173营运证500110083869遗失作废。樊小林遗失渝B9U562营运证500115031630声
明作废。运联公司渝 A82U82 营运证 500108023865 遗失作废。鸿普公司渝 B820M2 营运证
500103044880遗失。胜丰公司渝BV3786营运证500110043370渝A93775营运证500110048265遗
失。国武公司渝AH7156营运证500115051386遗失作废。聚恒公司渝BS2672营运证500110019576
遗失作废。重庆奥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D2G216营运证500113011790遗失作废。义明公司渝
BR2956营运证500109016435遗失作废。重庆昊威运输有限公司营运证渝BL7273 渝 BJ9861渝
BL1379渝A2U399渝A3U862渝BL3331遗失作废。融亿公司渝B705F9营运证500110037805遗失
作废。重庆凯俊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D6688营运证500115046196渝BD6688营运证500115046196
遗失。重庆尊远物流有限公司渝BL8789营运证500104006778渝BL7856营运证500104005290渝
BL0855营运证500104006256渝BJ8058营运证500104010534渝BJ3070营运证500104005953渝
BJ1672营运证500104005727渝BJ0700营运证500104006673渝BH9578营运证500104005579渝
BH7535营运证500104005320渝BH5591营运证500104014021渝BH5270营运证500104013349渝
BH3885营运证500104006683渝BH1625营运证500104006001渝BH1010营运证500104009869渝
BG9790 营 运 证 500104005340 渝 BG9703 营 运 证 500104005013 遗 失 渝 BE9289 营 运 证
500104005376渝B7082挂营运证500104010291渝B3539挂营运证500104009751渝B3536挂营运
证500104006258遗失作废。渝润泽公司渝BS7211营运证500222021849遗失。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碣石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于翔与你单位二倍工资差额争议一案，案号为
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23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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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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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碚安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MA5U65JA2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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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彭水县华阳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332034104X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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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彭水鸿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4368621507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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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顶扬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25339652390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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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泰雅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33MA5YT2BQ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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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忠县宇轩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2330000264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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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10发重庆市顺为华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505989909X3、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副本渝交运管许可字
500105010863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酉阳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分局遗失重庆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
书收入定额收据（伍拾元版）编号7910160786、
7910160794、 7719960013、 7719960021、
7719960662、7719960670、7719960689，非税收
入一般缴款书编号 730582357X、7305823609、
730582365X、7305823676、7305823692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轩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MA5U71X8X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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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渤睿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13049399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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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忠县拔山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MA5U6EJ64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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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悦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MA5UMBEN0N）经公司股东会
研究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
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11月14日
注销公告：重庆凌仁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2MA601JPJXP）经公司股东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
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
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11月14日

通知
公司员工谢仁中因你连续旷工30天以

上，公司将按照旷工进行处理。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4日

曹均梅身份证号510214197204092623；姚莉
身份证号 51021419800209174X，遗失华润
广 场 B 幢 2403 房 收 据 1 张 ，收 据 编 号 ：
CQES5184-129577,金额：15992.8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北碚区忠厚机械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8日开给重庆市沙坪坝区
珠赢机械配件厂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
票. 发票代码 5000181130 发票号码
02737970（发票联.抵扣联）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重庆创佳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877845564）因故解散.请债权人.债务人持有
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来我公司清算债权.债
务。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将向工商部门办理注销登
记，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重庆创佳工贸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经重庆真睿机械配件加工有限
公司（注册号5002240000088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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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遗失重庆嘉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3
月27日开给张袁平房号38-31-1-11装修保证
金收据，编号0003217金额3000元 ；水电保证金
收据，编号0003216金额 3000元，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重庆秦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7MNX8A)股东
决定,现将原注册资本由300万元减少至10
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公司办理相关事
宜。特此公告。2018年10月14日。
声明：沙坪坝区志豪机械厂遗失农
村商业银行沙坪坝支行凤鸣山分理
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530013066403， 账 号
0301030120010004713，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市江津区沛刚生猪养殖
专业合作社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号 58687130-4；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50038158687130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千生鸿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062869422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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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亘古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0MA5YRAJF58）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
本从1599万元减少到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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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14日
重庆宫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6MA5U5TJA22）遗失税务机
关代开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50份（发票
代 码 150001620230，起 止 号 码
01351001-0135105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柏沅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30682613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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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
公告：冉茂杰（身份证号码：500103199601282116），因
你严重违反公司制度及合同约定，本公司决定
于 2018 年11月13日起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请你于
见报后3日内到公司办理结算等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美天物联网租赁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3日

遗失2016年12月22日核发的重庆尊信广告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075655087C声明作废
重庆尊信广告有限公司遗失厦门银行重庆分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85110120540003394核准号J6530043071101声明作废
●荣怀公司渝A91N35营运证号500110050217遗失●重庆朋驰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渝AJ631Y
道路运输证编号500104014517声明作废●遗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红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渝
HD2087 证 号 500240001259 渝 HD1617 证 号
500240003898渝HD1922证号500240003604渝HD0573
证号 500240003129 渝 HD1037 证号 500240003235 渝
HD1119证号500240003263营运证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合川区新木机械厂（微型企业）公
章一枚，编号：5003824308362声明作废●赵方瑜于2018年11月2日遗失第二代居民
身份证，证号：500103200007051222声明作废●遗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万州区分公司开出的押
金发票1份，编码QC20100630ZJ0167金额600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川区复复隆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公章壹枚，编号5003847024831声明作废●重庆欧鑫亚模具有限公司遗失工行重庆财富广场支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3100038709100044945核准号J6530079588201作废●遗失郑龙龙资格证02005150000080020180101615作废●遗失饶凯残疾证，号码51021119590718371844作废●刘君畅遗失重庆市中医骨科院收费专用发票，发票
号码6130863.金额5743.16元，声明作废●遗失璧山区洪莉达农产品店建设银行璧山支行金剑路分理处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71827401账号50050118370000000253作废● 遗失2015.6. 9核发个体工商户欧红霞（璧山区红霞服装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7605701986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潼锅捞老火锅店通用机打卷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号码42964154-42964200声明作废●遗失邓政熙出生医学证明，编号I500113072声明作废●遗失渝Ｂ78Ｔ96加气证，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盛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00105305283726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305283726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区金爪爪双碑店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11323198610200252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港潮室内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公章壹
枚（编号5003834040450）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区思翰广告经营部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庹国淑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大道塔陵四楼双格位
（发票号：20929合同编号：12368）全套手续、现声明作废●重庆亿隆运输有限公司渝A72228营运证正、副本遗失作废●彭佑伟2018.11.13遗失身份证510229197104031780作废●遗失艾科身份证510215198112140414声明作废●遗失万盛经开区永能修缮队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500110MA5UK72P9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原万盛区茶园土鸡养殖专业合作社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10569920338声明作废●黄兴永鹅掌汤黄兴永副食店不慎将税务登记证正本丢
失，税号：51230119721007285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港美食品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代
码5000174320号码17913461、17913458声明作废●遗失夏梓尧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256841声明作废●遗失2016.9.21发重庆乾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339533148R作废

●张强遗失2018年7月26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0500107MA60139W02的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作废●遗失李雨涵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500192184作废●遗失2010.6.9发北碚区王敏郦美容院营
业执照正副本500109600212600作废●遗失2015年06月29日发江北区传江农家
乐营业执照正本500105600273640作废●遗失2014.9.24发秦红帅营业执照正本500109603491350作废●遗失2014.3.14发北碚区甲壳虫美甲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500109601004798作废●遗失2016.12.8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乙建材经营部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5U92EQXA作废

上不戴面具重度烧伤者爱爱
直播

断头路 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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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兴背着唐辉上下楼
▲唐辉和杨兴在网上推销自产的牙签

肉，分量十足，味道麻辣。

▶烧伤前
的唐辉是一位
帅气的小伙

▲唐辉在杨兴的帮助下，将自己的直播室搬到了野外的乡间路上，开心地为粉丝们讲述乡村美景。

▲杨兴陪伴在唐辉身边，有说有笑地与
粉丝们分享快乐时光。

▲为了能让唐辉行走，爸爸捡来工地上
废弃的漏水管，给他做了一个假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