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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江乙酰化工有限公司四期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扬子江乙酰化工有限公司四期技
术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予以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
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扬子江乙酰化工有限公司四期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www.
eiafans.com/thread-1199088-1-1.html。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扬子江乙酰化工有限
公司办公室（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江路97号）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扬子江乙酰化工有限公司四期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eiafans.com/thread-1199088-1-1.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

真、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
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
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
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联系人：唐工 电话：
13635447228传真：023-68974031 Email：45032187@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年2月20日~2019年2月26日。
扬子江乙酰化工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0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本委受理刘杰与你（单位）二倍工资差额争议一案，
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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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下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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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21日

遗失2015.4.30发渝北区杨和平机电
设 备 经 营 部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500112605444686、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51112119740912363X02作废
重庆渝丰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开具
给重庆市迈鸽建材有限公司增值
税专用发票代码 5000183130 号
码04094097特此声明遗失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平安人寿离职业务员
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王明建02000150011880020180500441
马小平02000150011880020180600096
肖瑞春02000150011880020180600455
韩丹02000150011880020180600877
李诗田02000150011880020180601890
吴胜华02000150011880020181000649
谭先英02000150011880020160803900
鄢立刚02000150011880020180502050
江微02000150011880020180701442
唐时松02000150011880020180401763
刘腾军02000150011880020170303827
杨文02000150011880020181000227
许先友02000150011880020160601967

鲁露02000150011880020180501444
郑小江02000150011880020180502381
龙小雨02000150011880020170502810
黄守东02000150011880020170702710
廖勇02000150011880020170905929
莫彬02000150011880020180401290
黄麟云02000150011880020180303294
唐燕02000150010780020180700471
赵灵玲02000150011880020180702134
黄小琴02000150011880020180501820
杨洪均02000150011880020180801734
刘波02000150011880020180801638
赵小单02000150011880020180602251
覃绍福02000150011880020180403644
尹晓英02000150000080002014081942

付文君02000150011880020170305450
莫孝先02000150000080002013287043
周邦金02000150000080002015264371
邹绍军02000150011880020180700337
陈晓露02000150011880020180401659
王方焱02000150011880020180603133
唐宗萍02000150011880020180801558
唐光冬02000150011880020180400746
周权02000150011880020180600578
胡音02000150011880020180604511
司永均02000150011880020180700538
王芳02000150011880020180800313
刘佳颖02000150011880020180800862
杨宏梅02000150000080002013285187
郑朝萍02000150011880020180401396

兰学亚 02000150000080002015367172
袁国红 02000150011880020180602384
贺贵川 02000150011880020171200024
吴青青 02000150011880020181000171
徐贵飞 02000150011880020180601873
李华科 02000150011880020170602013
王 芳 02000150000080002015140574
贺 莉 02000150011880020170702486
钟贵翠 02000150011880020180302769
张 燕 02000150011880020180304385
王魏姣 02000150011880020180402580
陈 容 02000150011880020180401048
王 林 02000150011880020180502638
吴 春 02000150011880020180603481
曾广波 02000150011880020180400703
黄 丽 02000150011880020180403610
谢村林 02000150011880020180800321
余远群 02000150011880020170602667
曾维英 02000150011880020160804164
刘 谊 02000150011880020180901464
刘永琴 02000150011880020180900584
雷 健 02000150011880020171206103
徐 兰 02000150011880020180502316
陈 燕 02000150011880020180602122
石恩赐 02000150011880020180902027
张智清 02000150011880020181101287
陈登树 02000150011880020180602139
杨 玲 02000150011880020170800906
向丰琼 02000150011880020180602309
王春燕 02000150011880020171200555
罗春艳 02000150011880020170803837
谭 霞 02000150011880020170901862
朱 燕 02000150011880020180303649

陈 英 02000150011880020180602979
贺昌银 02000150011880020180800071
邱培娇 02000150011880020180802542
严治勇 02000150011880020180702409
徐中庭 02000150011880020180901091
蒋秋兰 02000150011880020180401440
黄纯浪 02000150011880020180303171
张 红 02000150011880020180902795
龙定帅 02000150011880020181202813
高周攀 02000150011880020180500530
张国攀 02000150011880020160907407
詹礼琴 02000150011880020171206195
苏德兵 02000150011880020180302478
曾宇航 02000150011880020181203521
李美红 02000150011880020180603457
朱代玉 02000150011880020180603891
盘登兰 02000150011880020180700798
肖 萍 02000150011880020180801470
陈善菊 02000150011880020180303350
罗富琳 02000150011880020180801839
唐宗沙 02000150011880020180600535
张继萍 02000150011880020180400906
黄 燕 02000150011880020180502496
张 瑞 02000150011880020180600705
叶晓燕 02000150000080002013281803
叶小玲 02000150011880020170100739
杨明梅 02000150011880020180303421
姜 凤 02000150011880020180403685
赖 莉 02000150011880020180603787
郑 建 02000150011880020180502332
罗 兰 02000150011880020180901704
黄安建 02000150011880020180904400
陈 雄 02000150011880020170701973

夏恒兰 02000150011880020170302834
黄 燕 02000150011880020180904282
张翠芳 02000150011880020180801611
廖中金 02000150011880020180801986
宋远辉 02000150011880020180100839
黄 坤 02000150011880020180501774
蒋承波 02000150011880020180702280
孙克英 02000150011880020160701451
李 强 02000150011880020171201126
付长英 02000150011880020180601339
王燕平 02000150011880020180600107
周 平 02000150011880020180400168
何达英 02000150011880020181000807
兰兴忠 02000150011880020170803564
唐小君 02000150011880020180301107
李远琼 02000150010780020180700455
杨学珍 02000150011880020180602544
陈 艳 02000150011880020161100510
田树珍 02000150011880020180904161
彭乾广 02000150011880020180700706
叶贤素 02000150011880020180903361
李正泉 02000150011880020171203863
舒晓东 02000150011880020171203822
童欣鑫 02000150011880020180301730
胡 林 02000150011880020180801197
钟 燕 02000150011880020180800250
包世平 02000150011880020181000251
高 刚 02000150011880020180403159
朱 军 02000150011880020180602593
李成亮 02000150011880020170803417
刘 强 02000150011880020180400213
邬龙芳 02000150011880020180701104
曾地森 02000150011880020180300567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平安人寿离职业务员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重庆市铜梁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关于棚户区改造范围内国有公房的公告
重庆市铜梁区2018年棚户区改造涉及南城街道及巴川街道共9个片区，经南城街道办事处、南城社区、巴川街道

办事处、东城社区、龙山社区、正街社区工作人员调查，有24套房屋系国有公房，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南城街道南城社区龙都路片区：龙都路308号1-6，建筑面积49.84㎡，权利人为原铜梁县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

所，房地证号为209房地证2005字第01539号；龙都路308号4-3，建筑面积约59.11㎡，查无相关房地产登记档案。
二、南城街道南城社区明月街片区：建设南路141号（证载建设南路121号），建筑面积336.04㎡，权利人为原中共

铜梁县委党校，房地证号为209房地证2008字第03767号；明月街48号1-4，建筑面积约86.63㎡；明月街48号旧4-
4，建筑面积约86.631㎡，查无相关房地产登记档案。

三、巴川街道东城社区半月路片区：半月路37号二楼，建筑面积约28.3㎡；半月路39号，建筑面积约16.9㎡；半月路
41号，建筑面积约21.3㎡；半月路47号1-1-1、1-1-2、1-2-2、1-5-2、2-1-1、2-1-2、2-2-1、2-3-2、2-5-1、2-5-
2，建筑面积均约为68.46㎡；查无相关房地产登记档案。

四、巴川街道龙山社区藕塘湾片区：藕塘湾11号前后面，建筑面积约80㎡；藕塘湾76号3-5，建筑面积约31㎡；查
无相关房地产登记档案。

五、巴川街道正街社区民主路片区：民主路49号2-1-1，建筑面积约44.08㎡；民主路83-3号，建筑面积约52.99㎡；民主路95号，建筑面积约40㎡；经查，无相关房地产登记档案。
六、巴川街道正街社区马家湾路片区：马家湾98号2-3号，建筑面积约51.33㎡，查无相关房地产登记档案。
如对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请于本公告公布之日起60日内，持有效的房屋权属证明材料，到重庆市铜梁区国有资

产经营管理中心登记。逾期未有异议者，将直接认定为国有公房。
联系地址：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办事处营盘路39号502室
联系人：杨庆 董时培，联系电话：023-45685993 45685309 特此公告

重庆市铜梁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 2019年2月15日
重庆三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渝D96503营运证500108034936遗失作废。重庆泰运运输有限公司渝BH0676
渝 BH8295 渝 BH8379 渝 BJ2279 渝 BL3988 车辆，即日起登报取消营运资质。特此公告!。卡乐公司渝
BV3116 营运证 500110097619 遗失。强帮公司渝BY9039 营运证 500110057585 遗失。君睿达公司渝
B0A987营运证500110095884遗失。重庆市合川区富都运输有限公司渝C88923营运证遗失。富进公司渝
BS8596 营运证 500110025385 遗失。耀富公司渝 BQ1089 营运证遗失。骏运公司渝 BK1139 营运证
500115035698渝BP8506营运证500115050588遗失作废。宇晟公司渝B2377挂营运证遗失作废。久合公司
渝D73076营运证500110097567渝D61529营运证500110092261渝D53200营运证500110092259遗失作
废。建发綦江分公司渝 B0A182 营运证遗失。重庆科氏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 负责人袁伟（证号
2016154）、安全员郑义（证号2016246）、负责人杨科（证号2014171）遗失作废。重庆金润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行
驶证渝BQ0887渝BN9018重庆高裕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綦江分公司渝BQ5675 渝 BQ0792 渝 BN9757 渝
BN9957 渝 BN7713 渝 BQ2862 渝 BQ3601 渝 BQ5353 渝 BQ2557 渝 BQ5817 渝 BQ8290 渝 BQ1310 渝
BN3303 以上车辆与公司失去联系，经多方寻找无果，请各车主见报之日起三日内到公司交清税费、保险、
审车、审证，否则公司将向车管部门和运管部门申请灭失注销。特此公告并注销营运证，行驶证。

注销公告：经重庆巴心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YMJR27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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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盛泰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113MA5U7BNM8X）遗失
税控盘一个，特此声明！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市璧山支公司开具给重庆绿发城
市建设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
发 票 代 码 5000164160 号 码
02679383特此声明遗失
减资公告：经重庆佳彭林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43554085704T）股东会决定，
现将注册资本从5000万元减至350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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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忠县荣莲畜禽养殖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33582820841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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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忠县东山肉兔养殖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号5002330000192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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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都县联科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3500230MA5UGFC16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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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1日
本人卢浩(身份证510211198210021536)于2018
年7月27日购买和泓文华府5-32-1号房，不慎遗
失将契税及贷款印花税收据（收据号：0008844，
契税金额：31312元，贷印：37元），金额总计31349
元，大写：叁万壹仟叁佰肆拾玖元 ，特登报作废。
声明：南川区李维亮石料加工厂遗失2017年
3月8日核发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500119MA5UD8C7X4；遗失公章（编
号:5003847017032）；遗失发票章一枚（税
号:92500119MA5UD8C7X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平安人寿离职业务员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王雪梅02000150011880020180304465
陈燕02000150011880020180700169
高华02000150011880020180902867
陈世秀02000150011880020180903968
陈成02000150011880020181100044
陈燕02000150011880020180602831
陈洪梅02000150011880020180101972
代审芯02000150011880020180701889
黄洪梅02000150011880020171000820
杨燕02000150011880020180802606
宋贤春02000150011880020171206339
朱泳腾02000150011880020180101964
李仁霞02000150011880020180600609
张光皓02000150011880020180801033
钟国玲02000150011880020180501014
蒋潇02000150011880020180702378
黄春梅02000150011880020180502687
范晓琴02000150011880020171205594
谢礼梅02000150011880020180402750
徐小凤02000150011880020180701784
罗丹02000150011880020180603344
苟祥国02000150011880020180702556
贺贵02000150011880020180601040
姚成方02000150011880020180400385
朱晓静02000150011880020180601218
诸德燕02000150011880020180702360
黄霞02000150011880020180902504
游素先02000150011880020180603369
魏晓雪02000150011880020180802735
李斌02000150011880020180700763
黄娅02000150011880020180702492
李均02000150011880020170200330
曾维娜02000150011880020180400230

刘燕02000150011880020180501942
刘鑫02000150011880020180701555
邹坤02000150011880020180301199
林秀真02000150011880020180501143
任万平02000150011880020180600295
肖婷婷02000150011880020180601355
伍安娟02000150011880020180604780
李永珍02000150011880020180601785
陈鑫02000150011880020180701266
周宗杰02000150011880020180701643
秦泽洪02000150011880020180800524
易善兰02000150000080002013289016
刘景田02000150011880020180600262
古秋琳02000150011880020160900268
刘春英02000150011880020180301594
罗德燕02000150011880020180601824
冯燕02000150011880020170800883
唐静02000150011880020171207807
姚方群02000150011880020180100197
凡小兰02000150011880020180502662
朱小梅02000150011880020161001001
蹇婷婷02000150011880020180700144
黄基连02000150011880020180701619
殷胜伟02000150011880020170300736
王昌平02000150011880020160900942
周国梅02000150011880020180200413
周国联02000150011880020180200421
胡定庆02000150011880020180702505
高利华02000150011880020180600220
陈鹤鑫02000150011880020180602681
李国容02000150011880020171205107
罗德勤02000150011880020180301166
陈婷婷02000150011880020180601816

廖永群02000150011880020180700802
陈菲02000150011880020160804775
陈常琼02000150000080002013288361
伍安明02000150011880020180802534
谭茂贤02000150011880020180500280
刘公勋02000150000080002015292196
罗治容02000150011880020170905728
安国美02000150011880020180301932
张志德02000150011880020180802567
范联朋02000150011880020160901839
陈明琼02000150011880020180601226
罗燕02000150011880020180302525
梁国容02000150011880020180200448
何其平02000150011880020180703039
罗远友02000150011880020170302963
梁远祥02000150011880020180701651
蔡道洋02000150011880020180801373
敖翔02000150011880020180801880
朱详巧02000150011880020180603289
张家萍02000150011880020180603607
聂绪莲02000150011880020180601832
亢俊霞02000150011880020180603272
刘纯荣02000150011880020180300622
钟天美02000150011880020180300841
张士春02000150011880020180601058
刘乐聪02000150011880020180605049
吴江川02000150011880020180701387
车满新02000150011880020180701395
彭述琼02000150011880020181103745
周再金02000150011880020180300500
聂小芬02000150011880020180802948
张斌02000150000080002013288909
王润02000150011880020180400867

李洪春02000150011880020171207608
李承燕02000150011880020180601970
傅维波02000150011880020180301836
陈燕02000150011880020160600062
孙文翠02000150011880020180800292
何春燕02000150011880020180902906
马维维02000150011880020170902092
王杨02000150011880020180800723
吴宗广02000150011880020180302275
李龙兰02000150011880020180600916
蒋荣素02000150011880020180500589
黄玉玲02000150011880020180703006
梅海英02000150011880020160702430
冯长英02000150011880020180200704
刘智江02000150011880020180401281
蒋开君02000150011880020180800653
何李02000150011880020180603043
张宏荣02000150011880020181001883
黄旭02000150011880020170801101
林安莉02000150011880020180200139
刘显菊02000150011880020180601857
李志君02000150000080002014067123
陈玲02000150011880020180603184
柏财坤02000150011880020160603315
喻衣萍02000150011880020170300306
谢廷菊02000150011880020170601408
黄敏02000150011880020180200796
罗贤玉02000150011880020180602171
阙小丽02000150000080002015360363
雷莉02000150011880020180601689
许其方02000150011880020180700185
刘欣02000150011880020180702636
蒋林02000150011880020180702982

黄长久02000150011880020171202774
黄有秀02000150011880020180304248
李永禄02000150000080002015143200
罗义菊02000150011880020180700925
吴德燕02000150011880020180300948
曾贤兰02000150011880020180602608
谭世川02000150011880020180401312
韩德飞02000150011880020180600439
郑世龙02000150011880020180801566
蒲帅02000150011880020180802108
唐吉生02000150011880020170800596
韩川02000150011880020180600447
黄琴02000150011880020180600061
兰伟02000150011880020180402016
汪新02000150011880020180802245
杨代洪02000150011880020180700941
陈光颖02000150011880020180701426
沈捷02000150011880020180303260
周莹02000150011880020180501524
陈诗情02000150011880020170801984
龙美华02000150011880020171204374
周登云02000150011880020181001035
杨传凤02000150011880020180701977
龚俊豪02000150011880020180801646
陶燕02000150000080002015272576
兰树芬02000150011880020180102123
陈龙02000150011880020180401739
罗其琴02000150011880020180403394
吕政刚02000150011880020161200542
王赐明02000150011880020180603141
潘燕02000150011880020180801700
谭小兰02000150011880020180602624
蒋园02000150011880020180303075

龙代玉02000150011880020180602632
王强02000150011880020180700431
陈行凤02000150011880020180702931
王恋02000150011880020180401642
刘爽02000150011880020180701145
唐令02000150011880020180604474
蒋一轩02000150011880020180901202
李元丽02000150011880020161201990
马骏02000150000080002013289872
汪礼英02000150000080002013290189
刘莉02000150000080002014033869
兰燕02000150011880020180403087
易京贤02000150011880020180702966
刘国芳02000150000080002015415841
王建刚02000150011880020170500365
杨燕02000150011880020180701709
胡朝坤02000150011880020180601427
胡飞02000150011880020180701952
冯居明02000150011880020170903534
周莲02000150011880020180801277
常海02000150011880020171204719
徐东羊02000150011880020180801654
夏阳02000150011880020180802850
尹波02000150011880020180501645
袁华碧02000150011880020180802438
蒋一宴02000150011880020181000704
夏加02000150011880020180303026
唐长菊02000150011880020180502611
郭丽02000150011880020180601402
胡攀英02000150011880020180801814
陈晓晏02000150011880020170604441
罗登会02000150011880020170901276
余海龙02000150011880020171200619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平安人寿离职业务员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500105304923242F的重庆
晟河农产品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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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晟河农产品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澳成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10003392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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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注销公告：重庆微加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8346056933E）经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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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声明：重庆悠优堂学生托管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农行重庆南川大观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693001414401， 账 号 ：
31640801040002013，声明作废。
声明：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善感乡
罗兴村卫生室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 正 、 副 本 ： 登 记 号
PDY00291X50024312D6001（发证
日期2018年04月01日），声明作废

重庆市巫山县笃坪乡腰栈村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的要求，
本公司现对重庆市巫山县笃坪乡腰栈村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进行第一次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重庆市巫山县笃坪乡腰栈村采石场建筑石料

用灰岩矿项目
项目性质：新建 项目业主：巫山县中胜矿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重庆市巫山县笃坪乡腰栈村
工程概况：项目为灰岩矿山，矿区面积0.2983km2，开采

规模260万t/a，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开采方法为台阶式开
采，项目主要产品为建筑用碎砂石。

二、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巫山县中胜矿业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巫山县笃坪乡腰栈村
联系人：阳老师 电话：13509457789
三、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机构名称：重庆智力环境开发策划咨询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
相关的意见，公众可登录该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并向建设
单位提交相关意见。网络链接：https://www.eiacloud.
com/hpy/lawstandardApp/shareDetailsView?id=
e10caeea4fa24e66877736798c993678。

重庆利岗医用输液瓶回收有限公司2018年利岗年产8000
吨再生塑料颗粒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4号））等相
关规定，现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有关信息予以公告。

一、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pan.baidu.com/share/init?surl=XeHjzW7UZrwN9y

6849mHPw。密码0h90。
二、征求意见公众范围
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周围公众，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

织。征求内容为环评相关意见建议，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
等与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诉求，不属于环评公众参与内容。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个人或单位可以通过信函、传真或者其他方式向建设单

位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交书面意见（请公众在发表意
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以便建设单位或评价单
位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

联系方式：关先生，联系电话13372672189
杨先生，联系电话13594066326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及时限
公众可通过网络、电话、传真、邮件等多种方式提出意见。
公众提出意见时限2019年2月13日至2月26日。

建设单位：重庆利岗医用输液瓶回收有限公司2019年2月21日

遗失重庆平安人寿离职业务员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杨俊锋02000150011880020171102699
龙定开02000150011880020170801290
任 川02000150011880020180402395
肖 平02000150011880020170602312
谭 林02000150011880020170804389
肖光炜02000150011880020180502113
周 成02000150011880020170900087
李 洋02000150011880020171001404
曾宪巧02000150011880020170903165
王莉珠02000150011880020180700290
周 平02000150011880020180200376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号为
500105000587068 的重庆同加资产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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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同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1日

注销公告：丰都县承宏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3500230MA5U5YR9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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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21日

遗失渝中区望龙门高氏副食商行
（税号92500103MA5URP7P8A）
通用手工发票（存根联）发票代码
150001620531 发 票 号 码
03802501-03844350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凤君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223007783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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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瑞时丰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谢皆兵等21人（碚劳人仲案字〔2018〕第
1248-1254、1260-1263、1288-1297号）与你单位因解除
劳动关系、劳动报酬、经济补偿引起的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仲裁裁决，
可于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逾期不起诉，仲裁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附：碚劳人仲案字〔2018〕第 1248- 1254、1260- 1263、
1288-1297号申请人名单：
谢皆兵、霍祥攀、尹秋森、陈文静、李丽鹃、薛亮、周瑶、王琪、
宋宝建、胥亚龙、罗鹏、翟煜、张华仕杰、徐新、罗伟、朱友静、
李海明、李志仁、杨建君、邓毅、毛世杰

公 告
重庆仁同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璧山分公司：本委受理

胡建水诉你单位工伤保险.劳动报酬争议一案（渝璧劳人仲
案字(2019)第 40.42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
等。本委定于2019年5月10日上午9：00在重庆市璧山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01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地
址：重庆市璧山区璧渝路388号.联系电话85282082
重庆市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2月20日

重庆市工商局江北区分局
关于申领商标奖励补助金的通知

凡登记住所在江北区，2018年获得国内注册商
标或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的商标权利人，请于2019
年3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向我局申领商标奖励
补助金，逾期视为放弃权利。

地址：江北区五里店北城三路2号
电话：023-67982053

认尸启事
涪陵区救助管理站于2011年

7月 11日，接收到由涪陵区110
送来一名无名氏，女，大约30左
右，疑似精神病，该人无法提供自
己的身份信息，按规定我站送往
定点医院清溪精神病医院先救
治。该女性于2019年1月28日因内科疾病转入
涪陵区人民医院外三科继续救治，经医治无效于
2019年2月15日死亡。

如有知情者，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
与涪陵区救助站联系认领，逾期无人认领，救助站
将按相关程序处理。

联系电话：85689001 72270777
重庆市涪陵区救助管理站 2019年2月21日

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红潮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 徐贵贤、林际艳、李宗兰、谭德第、潘义
彬、杨生贵、文继兰、温昌江、杨国超、熊彬、黄祖兰、梁
大明 与你单位带薪年休假报酬、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
偿劳动争议二十二案，案号为渡区劳人仲案字〔2019〕
第138-159号。因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未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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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
日 下午14时30分在重庆市大渡口区松青路72号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阳光花园二期）210室仲裁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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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2月21日

注销公告：重庆瑞创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12003589315）经公司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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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
此公告 重庆瑞创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张义福水产养殖场(注册号
500101200233904)投资人决定，本企业拟注销，按《个人独
资企业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之内
到本企业申请债权。联系人张义福.联系电话13896331552

重庆市万州区张义福水产养殖场 2019年2月21日
遗失声明：兹有我所（重庆市市级机关
公房管理处张家花园房管所）渝中区红
球坝11号7-4住户崔本健，使用权房
屋，租约证号为公张字第023035号，因
承租人保管不善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原荣昌县建升吕建材装饰有限
公司（注册号500226000326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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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乐俊铝业有限公司年产30000吨建筑门窗铝型材、幕
墙铝型材深加工项目（二期）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受重庆乐俊铝业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工商大学环境保护
研究所承担重庆乐俊铝业有限公司年产30000吨建筑门窗
铝型材、幕墙铝型材深加工项目（二期）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该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1.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
接：http://www.eiafans.com/thread-1168742-1-1.html

2. 公众还可通过电话、电子邮箱等方式向建设单
位或环评单位索取纸质报告书。

建 设 单 位 ：重 庆 乐 俊 铝 业 有 限 公 司 凌 工
1912547418@qq.com，18623545477

环评单位：重庆工商大学环境保护研究所 况工 023-
62304714，1597503443@qq.com

3.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影响的所有
公众（主要是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工业园德油路周边2.5km范
围内公众），及对本项目建设或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意见和
建议的所有公众。

4.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
众意见表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
箱，或电话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

5.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2月21日至2019年3月6日。

本人冯欣/李英不慎遗失由重庆卓越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位于沙坪坝沙滨国际（7-14-8）2017年5
月31日开具的代收费发票代码为2128641，代收
金额：307013.79元，房款发票代码：5415360，金
额：206543元的两张发票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静远交通设施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383000036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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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宾尼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8MA5YRDM34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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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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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32049154XA的重庆薇风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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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薇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1日

注销公告：重庆晶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24MA5U3F1Y5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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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南岸区尚怡粥食府遗失2018年12月25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8MA5XRBEL49；及遗失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500108012392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羿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60145T3J）股东
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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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坪坝区藕然间餐饮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2500106MA5UNGRH3C
遗失2018年 7月 30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

● 田 永 琴 （ 身 份 证 号 ：
500225198502285660）遗失市政中级职称
（编号：渝梁中012501101042），声明作废。●王继凤（身份证512221197310190900）
遗失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操作资格证（渝
B0320130079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唐红燕于2018年12月23
日 遗 失 二 代 身 份 证（ 证 号
500233199510130225）（ 有 效 期
2013.11.15-2023.11.15）声明作废。自
遗失之日起不承担任何他人冒用后果。

注销公告：经秀山县雅鑫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1MA5U449L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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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严俊卿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510255197010276634，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区张家湾15栋2-1号詹同斌租赁证，声明作废。●何荣容遗失经济师中级职称证，档案号30180804002声明作废●遗失声明：本人肖志建认购恒大绿岛新城G区19幢17-2，
定金5万元，收据编号ldxcn0167230，遗失作废！●遗失2015.3.10核发的欣鑫药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江华药
店（马江华）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240605104515作废●遗失邓淑兰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70822079作废●遗失刘莲红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0119932作废●张逸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渝A042013022076遗失作废●利邦物流公司渝BZ7360营运证遗失●綦江区发家致富汽车运输公司渝D39666渝D39619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市恒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资料专用
章（4）（编号50382703772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言瓷映画装饰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141055283）声明作废●重庆密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建行重庆沙坪坝支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50001053600050240343核准号J6530037088102作废●遗失重庆厚晶贸易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7588923331X）金
税盘（44-66155702406）报税盘（44-6625055170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来苏阿胖红豆腐作坊税务登记
证副本，税号510521197312124389，声明作废●遗失2018年12月19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刘瑶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607AYD6L声明作废●驰米（重庆）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重庆三峡银行龙宝支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0210014210002550核准号J6670004452401声明作废●重庆月森餐饮有限公司遗失建行重庆市分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账
号50001333600050225246核准号J6530038199001声明作废●遗失2018.1.24核发的重庆芒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YQU983G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酉阳县皓红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2425001910）声明作废●重庆文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建行重庆中山路支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50001004141059662258核准号J6530037957301声明作废●秦进军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渝A042014127089遗失作废●彭文平建筑起重机械司机证渝Y042015032120遗失作废●唐永林建筑起重机司机（T）证渝A042011012394遗失作废●梁天佑遗失重庆大学学生证，证号201807021017，声明作废●重庆沃格服饰有限公司遗失2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
代码5000144130，发票号码02974391-02974410，声明作废●张小群遗失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0310898作废●蔡明新遗失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70900511作废●遗失重庆沙坪坝区正大苑花卉经营部国税通用机打发票2
张：发票代码150001820230票号01224269，01224270作废●肖乐遗失重庆医科大学毕业证:106311200305000227作废●肖乐遗失重庆医科大学学位证:106314030192，声明作废●张代惠遗失重庆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收据：票号SG1501813、SG1501811声明作废●遗失李跃进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13600306384作废

●郝志容营业执照正本500113607142090作废●遗失霍青松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30600161140作废●遗失重庆市开州区兴达旺调味品厂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5814588365及公章作废●重庆尚亿物流有限公司 渝D70208，500110075113，渝
D0512挂，500110075016 道路运输证遗失。●遗失陈琨营业执照正本92500113MA5Y6RNMX1作废●汪虹宇于2019年2月18日遗失身份证，证
号50010119950217041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展欧特置业有限公司荣昌区红岩坪组
团加油站发票章，编号5002263025983声明作废●声明：黄忆颜于2019年2月19日遗失身份
证，证号500243199008253564特此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风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054051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传敏文化用品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本，代码34599973-7，声明作废●遗失2016.6.20核发的重庆宇登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6H1Q12声明作废●雷国兴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渝A042013021908遗失作废●涂飞遗失出租车从业资格证500108199003211213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屈哥餐饮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
代码150001720410号码03811307作废●遗失重庆卡尔菲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编号5001018040248）声明作废●遗失罗雪梅之子李罗国昊出生医学证明M500169970作废●遗失2016.1.12发重庆市合川区固翔装饰设计部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586864382W作废●遗失2016.6.1发重庆市天山坪峡谷乡村旅游开发股份合作社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9322379551U作废●遗失刘勇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2197209183911作废●遗失重庆建堃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公章一枚作废●遗失重庆巿铜梁区瀚林文化食品有限公司公章作废●遗失重庆迅发劳务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2351018370作废●遗失重庆格易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刻制备案证
明，编号5001122011021725862作废●遗失重庆润金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普通发
票（第二联）代码050001800104号码10383881作废

遗 失 公 告

●阳富强遗失重庆恒升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
保证金收据号码1456387，金额6000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创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编号5002272010714作废

▲李明做检查的医学图片

镜面人
又称“镜子人”或“镜像人”，即心脏、肝

脏、脾脏、胆等器官的位置与正常人相反。
目前，医学上对镜面人现象的成因还无科
学定论。有医学专家认为，“镜面人”是在
人体胚胎发育过程中，与父母体内基因的
一个位点同时出现突变有关，其发生几率
大约为百万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镜面
人一旦患病，医生若按常规判断极有可能
发生误诊。

在著名导演吴宇森的武
侠电影《剑雨》里，男主角江
阿生因为心脏长在右边，躲
过生死劫。现实生活中，确
实也有心脏长在右边的人。

近日，市急救中心收治
了一位鹌鹑骨头戳穿食道导
致感染的伤员，结果发现这
位来自铜梁区华兴镇的55
岁伤员李明（化名），竟然是
一位“镜面人”——其心脏、
脾脏在身体的右边，肝脏在
身体的左边……因内脏转
位，李明的手术难度大、风险
高。不过在市急救中心抢救
下，李明转危为安。

记者昨日前往市急救中
心，了解李明的镜面人生。

迷信土办法惹上大麻烦

在市急救中心胸心外
科病房，记者见到了李
明。李明看上去气色不
错，已可开口说话。

他的女儿李洁（化
名）告诉记者：“17日中
午，爸妈在家里吃饭，因
为爸爸下午要上班，吃得
比较急，结果被鹌鹑骨头卡
住了。”原本直接到医院就
能取出，可李明按土办法，吃
了一大口菜叶，想利用菜叶
把骨头咽下去，没想到这个看
似平常的举动，导致鹌鹑骨戳穿
了他的食道。

到工厂上班一个多小时后，李明觉得食
道疼痛难忍，后经诊断才知麻烦大了。李洁
说：“骨头卡的部位临近主动脉，消化科不敢
手术。最后被建议来主城区就诊，终于在市
急救中心的胸心外科才得到手术救治。”

市急救中心胸心外科主任孔令文表示：
“如果李明没用菜叶子咽骨头，他的问题其
实在区级医院的耳鼻喉科就可以解决。”

“我一直以为他在开玩笑”

为什么一个食物刺穿食道的手术，竟

需到市急救中心才能做？除了因为李明受
伤部位临近主动脉，手术风险大；另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他是少见的“镜面人”，小医院
没有专门设备，手术难度很大。

孔令文说，当他看到李明的 CT 片
后，也吓了一跳：“这是我从医20年遇到
的第三个镜面人，前两个一个是全内脏
转位，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第二个
检查出来肺部有很严重的疾病；这次（李
明）是全内脏转位，不仅是心、肝、脾、肺
的位置相反，就连肠子和血管的方向也

和正常人完全相反。不过他的内脏都很
正常，只是之前的疾病造成了胸膜黏连
和闭锁。”

医生的描述让李洁很吃惊，因为在家
族里，两个亲兄妹都是正常人，爷爷奶奶也
很正常。这个诊断让李洁想起了小时候爸
爸说过的一段话：“我记得小时候爸爸告诉
过我一个秘密，说他如果去演抗战片，一定
可以像男主角一样活到最后，‘你信不信我
的心脏是反的？’当时我一直以为是他开玩
笑，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反向手术顺利取出骨头

因为李明是镜面人，内脏位置与正常
人完全相反，所以在制定手术方案时，孔令
文慎之又慎。孔令文甚至跟记者开玩笑
说：“以前做手术，凭经验就可做下来了，这
次必须边做、边看、边想，确认血管和气管
的关系，以免出现不必要的损伤。”

2月18日晚，孔令文组织科室医生，终
于用5个多小时成功取出了鹌鹑骨头。看
到这根骨头，家属吓了一跳。李洁回忆说：

“那根骨头居然有3厘米长，而且一端非常
尖，让我想起了传说的鱼肠剑。”

目前，李明病情已稳定，正进行后续抗
感染、营养支持治疗。

镜面人其实和常人无异

在李洁眼里，爸爸的日常生活和正常
人无异，而李明则表示：“其实我之前就知
道自己是镜面人了。一次在厂里受伤要做
手术，医生检查我的左胸居然没有听到心
跳声，后来发现心跳声在右胸，于是就确认
了我是镜面人。只是我不知道，我的其他
内脏包括血管和肠子也都是反的。”

有意思的是，李明和普通人一样结婚
生子，并有三个健康的子女，且三个子女都
不是镜面人，这也说明镜面人和遗传并无
直接关系。

孔令文介绍：“现在医学界普遍认为，
镜面人是因胚胎发育时基因突变导致，容
易造成内脏畸形，不过只要正常发育，他们
和正常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这种情况也
不会遗传。”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钱波 摄影报道

小时候，爸爸开玩笑：如
果他演男主角，都能活到最后

内脏全长反了
没想到是真的

小知识

▲手术后的李明
正在康复

▲从李明食道中
取出的鹌鹑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