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念儿时豆花饭
平顶山脚下，从沙坪坝石小路主路旁

的支路进入，气派的平顶山公园大门矗
立，穿过大门，沿着主路，是一条盘山公
路，可以直达山顶。沿着一条辅路，道路
两旁是颇有年代感的老房，道路末端右
转，一条修葺一新的步道可以通向山顶。

“平顶山公园2001年开放时，已有
公路通往山顶。”沙坪坝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正因为如此，当年的官道却因为人迹
罕至，而较为完整地得以保留。虽然经
过数百年的时光，道路已被多次翻修，但
经文史专家考证，这条石板路，其朝向与
形制都与东小路相吻合。“热闹起来，就
像是赶场天一样。”在唐贵中的记忆里，
这条路曾经很热闹，道路两旁，还有不少
卖豆花饭的，童年在漫山遍野跑，跑累
了、饿了，最想念的就是来碗豆花饭。“以
前的豆花饭，吃起很有感觉。现在的豆
花饭，怎么吃都找不到以前的感觉。”唐
贵中感叹。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张琴遗失护理学初级（师）资格证
14199308、护理学初级（士）资格
证 09237631 以及护士执业证书
200950043425，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遗失重庆市青年书法家协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1500000203938832H）财务专用
章一枚、发票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2019年2月11日
关于重钢职工医疗互助基金报销相关问题的通告
基金会会员：

现将重钢职工医疗互助基金报销相关问题通告如下：
1. 按相关精神，经重钢工会第十三届职代会

第二十四次团长会审议通过，重钢职工医疗互助
基金会各会员2018年不再缴纳会费，基金会于
2019年1月解散。

2. 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基金会
会员仍然按照《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
工医疗互助基金管理使用办法》报销相关费用。

3. 2018年度基金报销截止时间为2019年3月31
日（报销发票有效期为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以上内容于2018年2月在重钢集团公司各
子公司、各退休人员管理站通告，现再次通告。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2019年2月2日

身份证遗失声明
本人李传星，男，原正面照片身着绿色体恤的身份证

已于2017年5月16日遗失。自遗失之日起，只有新身份
证（号码：500112198708*****X，有效期 2017.06.**-
2037.06.**）且本人签名使用的行为才能代表本人。

任洪林遗失李家沱林荫村5栋3
单元3-2房屋租赁合同原件，合同号：
（李）2017012017，声明原件作废

声明人：任洪林

声 明 书
我公司承建的 G319线武隆白马隧道改造工

程项目,已于 2018年12月底全面竣工。本项目部
即将撤销，为做好本工程的收尾清欠工作，请与本
工程有业务往来的客户和民工在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尽快与项目部取得联系，结清所有工程项目款
项。逾期本公司将不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项目部联系人：樊昆 项目部手机：15970668258
监督电话：0791-88330187
江西省宏发路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5日

通知:向明华(身份证：512323196809152413)，周进红
(身份证：512323197101091699), 现通知你们于2019
年2月18日之前来重庆瑞拓矿业有限公司办理解除劳
动合同关系的相关手续；若逾期未到，公司视你们为自
动离职。 重庆瑞拓矿业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1日
綦江县余诚齿轮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綦江区分局核发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各
一份（綦工商）股质登记设字【2016】(第019111号
质权人余雷，质权登记编号：500222001095478)；
( 第 019112 号质权人陈伟，质权登记编号：
500222001095479)；(第019096号质权人陈青，质
权登记编号：500222001095481)声明作废。

●遗失2017年10月26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王密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000MA5YCHDT9R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黔江区素峨养羊场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00114320376840，声明作废●遗失胡显华渝BN3062道路运输证，渝
交运管字500383018383号，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胡曦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51021719820707032702，声明作废●合肥建工金鸟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农行重庆渝北洋河支行
开户许可证账号110301040017591核准号J6530056015201作废●遗失永川区兰草日用品经营部机构信用代码
证，代码G70500118057759400，声明作废●遗失王登前保险执业证00201202500000002615作废●遗失王靖婷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号码
92500103MA607WG72K声明作废●付洪强遗失特种作业证，证号渝F042011010546声明作废●遗失秦红、向家国之女2004.04.08在重庆丰都县妇幼保
健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E50006696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荣昌区峰高法律服务所（原重庆市荣昌县峰高法律服
务所）机构信用代码证S60500226020790807号遗作废，特登报声明●遗失苏正荣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035779声明作废● 遗失永川区谢辉诊所公章，印章编码
5003834013148，遗失谢辉法人章，声明作废。●遗失张耀之《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087798声明作废● 渝 北 区 奉 诚 餐 馆（ 法 人 段 奉 岚 身 份 证 号 码
510224196807076444）遗失所持有餐饮服务许可证，声明作废●阎伟（500233199208150137）遗失船员服务簿，印刷
号：01876761，违法记分附页（1875702）声明作废。●遗失蓝天云营业执照正本500224605294563作废●遗失重庆市铜梁区星际网吧网络文化经营许
可证副本915002243458797860作废●丁聖纹遗失2015年05月28日核发的注册号
500107600429011个体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原璧山县巴山人家餐饮店税务登
记证副本500227056470079作废●遗失何采怡2011.9.12出生证明K500349027声明作废●遗失何骏莀2014.4.2出生证明○500086840声明作废●遗失两江新区秀平食品经营部税务登记证副本，渝税
字：51122519731129178301号，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九龙坡区残疾人服务中心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熊辉、李小丹之子熊凌枫（2012.10.24出生）在虎城
中心卫生院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70895，声明作废●遗失罗兴禄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07MA5ULMM08N作废●遗失杨陆510227197502182717张桂菊422431197608231706
于2009-10-4生一女杨雨果出生证J500169884作废●遗失傅双会500222198510094128于2012-12-
25生一男傅石磊出生证O500149060作废●遗失黎星500222199003125457邓雅蕾431122198709041426
于2015-6-21生一女黎婉晴出生证P500027879作废●遗失重庆力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3827003789作废●遗失大渡口区朱掌柜面馆2018年05月07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4MA5YWGN525声明作废●重庆西尔文公司有编号为E195004016850008，E195004016850007，
E195004016850005，的三份FORM-E形式的原产地证遗失。●重庆渝志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凤天路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110239292759核准号J653006540750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根据重庆创义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2019年1月8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5000万元减至到10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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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夏万祥 2019年1月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城外桃园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3322378313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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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川鹏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3676114606Q）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至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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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2日
注销公告：重庆好和时景观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709376603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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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2019年2月12日
注销公告：重庆李矛广告设计制作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20287683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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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2019年2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鼎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6MA5UJEAK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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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

注销公告：重庆多拍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3MA5U5986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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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2019年2月12日
注销公告：重庆铁力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578966987U）经股东会决
议，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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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顺吉物资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6750050023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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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旺汇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5000059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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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健之佳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东
和 春 天 店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500112673398009Y）遗失增值税普
通 发 票 记 账 联 1 份 ，发 票 代 码
050001800104发票号码16692292作废
遗失北碚区水土镇齐鑫老火锅店重庆市国
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发票号码：29105314、
01346101、 01346402、 13920149、
01346533-01346537，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2015.3.25发重庆市璧山区雅
鹏 苗 圃 场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500227200011237、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500227051707997作废
注销公告：经彭水县羽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43MA5U5A7U8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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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梁平县柒银油茶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8MA5U43G80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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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市南川区扶贫开发办公室重庆
农 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行
开 户 许 可证核准号：J6693000485901，账
号 ： 2609010120110000502 和 公 章
5003847006680印章备案回执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就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30503263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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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迎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30515732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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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青于蓝学堂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QQYR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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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2月12日

重庆建典混凝土有限公司遗失湛超2012年5月23日核发
的股权设立登记书两份编号500230000000113作废
重庆建典混凝土有限公司遗失徐本昌2012年5月23日核
发的股权设立登记书两份编号500230000000112作废
重庆建典混凝土有限公司遗失秦大华2012年5月23日核
发的股权设立登记书两份编号500230000000111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嘉虹凯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Q9EL0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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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市长寿区金山出租客运有限公司渝B6T035营运证500115024604作废。遗失重庆市长寿区
金山出租客运有限公司渝B6T035重庆市车用CNG气瓶使用登记证，编号CNG500115-09614声明作
废。宝润来公司渝 D92955 营运证 500222069708 遗失作废。光军公司渝 D07018 营运证
500110076633遗失作废。重庆连庆物流有限公司渝BY2018营运证500110057349渝AB883挂营运
证500110056397遗失作废。速驰长寿分公司渝BM7060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市全江汽车运输
有限公司车辆营运证渝BG2581渝BG8062渝BG8103渝BJ6802渝BL3598渝BL8039渝BL9086渝
BN2627渝BN1006渝BG6823渝BG7621渝BG9121渝BH2285渝BL5818渝BG2397渝BJ3677作
废。遗失綦江运发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营运证渝BG6386 渝 BG7723 渝 BH6691 渝 BJ1625 渝
BJ2575渝BJ6305渝BL1705渝BL5212渝BL6588渝BL8718渝BN3532作废。重庆恒腾物流有限公
司渝GS8687渝G5G926渝G93765渝GL6335渝G68365渝DV7956渝GG2771渝GG2738渝GL2805
渝DX2298渝GG0885渝GL6105渝GL6199渝G6K071道路运输证作废，涪陵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
司渝A7G398渝A9G833渝GT3877道路运输证作废，重庆汰泓物流有限公司渝G16706渝GF0387道
路运输证作废，重庆紫泰物流有限公司渝AH770挂渝AH897挂道路运输证作废，重庆神骏物流（集团）
有限公司渝D90017道路运输证作废，涪陵区泰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GT3616道路运输证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兆合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30015913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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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丰毅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5U48EA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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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

遗失酉阳县鸿坤经济林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
正副本500242NA000084X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50024267614838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酉阳县鸿坤经济林专业合作社（注册号
500242NA000084X）成员大会决议，本社拟将注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
告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犟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MA5YPM1G0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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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
童国权（5134****1715）、雷小添（5134****
0823）遗失融创滨江壹号3-3-10-2房屋收
据（0005194）金 额 390000 元 ，收 据
（0005422）金额10214元，收据（0005423）金
额17705.59元，声明作废

天气晴
好的日子，平
顶山公园总
会迎来爬山
看风景、放风
筝的市民，山
脚下这条静
谧的步道就
会 热 闹 起
来。“在这条
路上过上过
下的人很多，
闹 热 得 很。
步道旁有座
庙，大年初一
很多人赶早
来烧香，为新
年祈福。”66
岁的唐贵中
是沙坪坝联
芳街道的人，
从小生活在
山脚下。在
他的记忆里，
童年的年味
儿，都在这条
步道中。

重 庆 晚
报-上游新闻
记 者 周 小
平 摄影报道

消失的“龙坎铺”
看到“铺”字，人们往往理解为店铺，

其实，铺也是一种驿站，不过驿较大，铺
较小。“四川重庆的驿道，明清时期大致是30
里设一铺，60里设一驿。驿和铺相辅相成，

供驿夫和客商歇脚，天晚了也可以住宿。”重庆地
名研究专家李正权介绍，重庆地名中，有“铺”的不
少，如九龙坡走马铺，曾经还有龙坎铺，不过，这些
都不是店铺的“铺”，而是驿道的“铺”。

据正德《四川志》卷十三记载，当时巴县总铺
往北设有龙坎铺、双树铺、天池铺、停子铺、石英铺、
斜崖铺、沙溪铺、青木铺、高滩铺、铜佛铺、水清铺、
澄江铺，合州以南设有高歇铺。其中龙坎铺在小
龙坎，从平顶山公园里的“古道”一直往下，便到了
今天的小龙坎。如果走公园里的盘山公路，你将
与一段基本保留完好的“古道”失之交臂。正确的
线路是，往右边的石板路下山，经过一个叫解放坡
的街区你才能领略到当年以路为市的建筑格局。

李正权介绍，平顶山呈龙形起伏延绵至鹅岭，
这一线又是渝中半岛的制高点，故有渝中龙脊之
称。那山快到沙坪坝时，突然断了，形成一个

“坎”，于是就有了小龙坎这个地名。民间相传，平
顶山上下分别有大龙坎、小龙坎，指两处由天然石
壁形成的门坎，坡脚的石门相对要窄些，所以叫小
龙坎。从小龙坎上平顶山的古道大致以变电站旁
的观音庙为界，上部较陡峭，原先的碥路被新铺成
了健身步道，仍被当地百姓作为上山的小路。下
部相对缓和，穿过一片老街依势而上，部分石板遗
迹比上部的健身梯要旧一些，不过，当地老人也说
不清小龙坎的“门坎”究竟在何处了。

继佛图关后的又一关隘
拾阶而上的步道，286级梯步，道路

旁，详细记录着这条道路的名字——圣
泉古道，从小龙坎变电站至圣泉垭口，全
长1000米，为古渝州的陆路交通要冲，
途经五虎岭、辛亥义军过境碑、圣泉井等
景点。

经史学家考证，平顶山是继佛图关
之后的又一关隘，南控通往成都的东大
路，北邻嘉陵江黄金水道。“史料记载，平
顶山曾发生过不少载入史册的重大战役
和事件。”平顶山公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清光绪二十四年，大足县余蛮子反
洋教起义和贵州张五麻子起义进占川
东，重庆告急，重庆官府在山上驻重兵，
修炮台防守，地方乡绅在山上也修筑碉
堡和山寨自保。1911年秋，清朝陆军第
十七镇排长夏之时率部在龙泉驿起义，
义军于农历十月初二先占领磁器口，然
后经平顶山、佛图关、通远门光复了重庆
城，成立了辛亥革命蜀军政府。如今，在
平顶山的古道旁的石壁上，还刻有辛亥
革命义军过境碑记。

平顶山公园山脚下的这条步道

记忆了童年的年味儿

推动重庆各项事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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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何浩）今年，重庆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
域（含绕城高速公路）和北碚区、江津区、合
川区等 11 区的城市建成区禁放烟花爆
竹。春节长假结束，禁放效果如何？

记者昨日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我市烟
花爆竹禁放成效明显，春节放假期间，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6天，为近5年最多；PM2.5
平均浓度61微克/立方米，为近5年最低；
除夕和初一空气质量均达标，为近年来首

次。记者了解到，针对烟花爆竹禁放新规，
属地政府、有关部门深入开展“打非治违”
专项行动，加强宣传发动，强化排查整治，
严格存货封存，严查非法生产经营、运输和
燃放。禁放区域外围布设检查卡点191
个，排查企业88家，整改隐患11起，查处非
法储存运输销售10起，收缴烟花410箱、爆
竹500万头，投入安保力量4.25万人，全面
加强3363个加油（气）站、危化品仓库、变
电设施等重大危险源安全值守，未发生重

大安全事故，禁放区域内秩序平稳。
“为了蓝天白云，街道很早就开展了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辖区居民也很支
持。”渝北区宝圣湖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街道制定了工作方案，明确了各科室、
各社区职责，在大年三十和正月十五重点
时段对重大危险源落实了一对一人员值
守，真正做到责任到人。其中，宝圣湖街道
安监办联合宝圣湖派出所组成了打非治违
工作组，在大年三十晚上没收了3家非法销

售儿童玩的烟花5盒，严厉打击了非法储
存、经营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

渝中区国际村社区党委书记唐坤蓉介
绍，社区在节前开展了禁放烟火爆竹宣传活
动，以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料、张贴海
报、巡防语音喊话等方式宣传禁放烟花爆
竹。居民对禁放非常支持，未发现一列违法
燃放行为。国际村社区72岁居民李书会高
兴地告诉记者：“禁放烟花爆竹后，噪声少
了，空气好了，也安全多了，我们都支持。”

烟花爆竹禁放成效明显，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6天

春节假期我市空气质量近5年最好

▲平缓的上山路

▲圣泉古道

▲圣泉古道共286级梯步，为古渝州
的陆路交通要冲。

▲辛亥义军过境遗址

老重庆

▲平顶山公园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