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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市迈利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委受理的唐渝诉你司争议一案，本委作出裁决
如下：一、申请人唐渝与被申请人重庆市迈利建筑劳务
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用工关系于2019年5月19日解除；
二、由被申请人在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
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6925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36636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3272元、停工留
薪期待遇31050元、鉴定期间生活津贴6287.32元、住
院期间护理费3040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304元、
鉴定费400元、鉴定检查费99元、交通费500元；共计
208513.32元；三、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达
你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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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15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市金望星市政设施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王天明诉你司工伤保险待遇争议一案，已
于2019年6月10日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
（2019）第906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一、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用工关系；
二、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2742

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2212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3664元、停工留薪期工资12212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
费64元、住院护理费640元、鉴定期间生活津贴3144元、
鉴定费400元、交通费300元。

三、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以上第二项合计75378元（大写：柒万伍仟叁佰柒拾捌元

整），应由被申请人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完毕。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达你（单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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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15日

遗失重庆市巴南区双河口镇卫生院工会委员
会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南支
行 双 河 口 分 理 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530038237901, 编 号 ：653000740650, 账
号：10080201200100011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徐州市防雷设施检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

司不慎遗失重庆市九龙坡区税务局开具的重
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5000164160，
发票号码：01494031，特此声明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小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尹跷诉你司劳动争议一案，本委作出
裁决如下：一、由被申请人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支付申请人2018年9月工资4500元（大写：肆仟伍佰
元整）；二、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达
你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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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15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小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杨杨诉你司劳动争议一案，本委作出
裁决如下：一、由被申请人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支付申请人2018年 9月工资3000元（大写：叁仟元
整）；二、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达
你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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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15日

遗 失 重 庆 金 孔 雀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91500107MA5U7CC008）开具给重庆绿雅园林景观工
程有限公司（税号91500112621925110N）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抵扣联和发票联）1份（发票代码5000191130，号码
00400121）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高桥家电经营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01320370588A）投资人决定，本企
业拟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
日起60日内，请债权人到本企业办理债务清偿手续。负
责人：罗清平.联系电话：18696817186.特此公告。

公告
由天堂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双溪

河生态治理景观工程一标段项目工程已全面
完工，如有材料和人工款项未结清以及与本
项目有关的其他债权债务者，请于公告之日
起一个月内到公司办理，逾期自负。
联系电话:0797-8220862

特此公告
天堂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9.7.10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小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王川兰诉你司劳动争议一案，本委作出
裁决如下：一、由被申请人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支付申请人2018年 9月工资4000元（大写：肆仟元
整）；二、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达你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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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1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宝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07883088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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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中敖镇畜牧兽医站（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1250011145066340X9）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
7月12日起1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市金望星市政设施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王统伦诉你司工伤保险待遇争议一案，已于
2019年6月10日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
第905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一、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用工关系；
二、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4954元、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24424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54954元、停工留薪期工资24424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
192元、住院护理费1920元、鉴定期间生活津贴3537元、鉴
定费400元、交通费300元。

三、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以上第二项合计165105元（大写：壹拾陆万伍仟壹佰零伍元

整），应由被申请人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完毕。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达你（单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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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15日

重庆华硕建设有限公司遗失重庆葛洲
坝融创深达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9
号-2-29-6房屋房款收据，收据号：
0005963，金额：475216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路侃广告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8WU56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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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

公告
重庆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网络租赁公开询价项

目（第二次）”将进行公开询价，请有意者及时获取招标
文件。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7月 19 日。联系电话：
023-68357851联系地址：重庆市北碚区云泉路2号
重庆市上筑活动房有限公司(税号500104696579320)遗失：
2008版增值税普通发票25份(发票代码5000133620，起止
号码02981251-02981275)、增值税专用发票25份(发票代码
5000103140，起止号码00392016-00392040)、金税盘(盘号
661508203085)及IC1卡(卡号88661508203085)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小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罗玉程诉你司劳动争议一案，本委
作出裁决如下：一、由被申请人于本裁决生效之日
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2018年9月工资3600元（大
写：叁仟陆佰元整）；二、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
达你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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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15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小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龙慧诉你司劳动争议一案，本委作出
裁决如下：一、由被申请人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支付申请人2018年9月工资3500元（大写：叁仟伍佰
元整）；二、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达
你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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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15日

蔡斌，身份证号：512201195707181354，地址：重庆
市渝北区松石支路472号天一新城8幢-2-176号，
税 收 完 税 证 明 票 证 号 码 ：12016387，金 额 ：
￥3663.00，特此声明税收完税证明第三联遗失作废
重庆市大足区金山镇卫生院遗失非税住院专用票据
003532654、003534012、003534538、003534540、
003534541、003534543、003534544、003534546、
003534549、003534550、00353455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
号为500105000591290 的重庆竭诚装饰设
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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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竭诚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5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小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黄爽臣诉你司劳动争议一案，本委作
出裁决如下：一、由被申请人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
内支付申请人2018年9月工资3500元（大写：叁仟伍
佰元整）；二、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达
你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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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15日

公 告
（2019）二开破管发第2号

重庆第二开关厂债权人：
《重庆第二开关厂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2019

年5月8日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经重庆
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根据《重庆第二开关厂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确定的
分配步骤，重庆第二开关厂破产财产实施一次分配，本
次分配即为最后分配，确定于2019年7月15日实施。
最后分配的分配总额为人民币14919.25元，全部用于
清偿重庆市九龙坡区社会保险局的社保债权，普通债
权清偿率为零。

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
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
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
定，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本案无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分配额的提存。
特此公告

重庆第二开关厂管理人
2019年7月12日

重庆港云阳港区三坝溪综合砂石码头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要求，重庆港云阳港区三坝溪综合砂石码头工
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公开下
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
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网络连接：http://www.
eiafans.com/thread-1241298-1-1.html。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到建设单位办公场所查阅环
评报告。联系人：向老师电话：18983550333 地址：重庆
市云阳县青龙街道云江大道233号东城汽车站五楼。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http://www.eiafans.
com/thread-1241298-1-1.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电子邮件：
619803001@qq.com 传真：023-88520456。公众提
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7月9日~2019
年7月22日。

重庆港云阳港区群锦货运码头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
号）要求，重庆港云阳港区群锦货运码头工程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
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网络连接：http://www.eiafans.
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1241294&page=1&extra=#pid4611227。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到建设单位办公场所查阅环评报
告。联系人：姜总 电话：13658231999 地址：重庆市云阳县
黄石镇老屋村14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http://www.eiafans.com/
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1294&page=
1&extra=#pid4611227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电子邮件：124452624@qq.
com。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7月9日~2019
年7月2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腾飞包装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号50010821018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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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

遗 失 公 告

www.023yuan.com 美的缘12年68067355
征 婚 交 友

公告
各监护人：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国办发〔2017〕72号）和《重庆市教育
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渝教基发〔2018〕22号）精神，家长或者其他
法定监护人应依法保证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并教育孩子自觉履行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法定义务。重庆市江津区教
委联合多部门入户走访仍无法与以下监护人取得联系，特发公告，告知以下监护人于本公告发起之日起，10个工作日之内
与江津区教委基础教育科联系，核定各自监护的适龄儿童、少年是否按时入学。联系电话：02347545506。特此公告！

重庆市江津区教育委员会 2019年7月15日
户籍地址

重庆市江津区柏林镇复兴村
重庆市江津区柏林镇兴农村
重庆市江津区蔡家镇福德村
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五举村
重庆市江津区贾嗣镇玉皇村
重庆市江津区龙华镇龙华寺村
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白坪村

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支溪河街
重庆市江津区四屏镇四面新街
重庆市江津区四屏镇四面场街
重庆市江津区塘河镇槐花村

户籍地址
重庆市江津区吴滩镇郎家村
重庆市江津区吴滩镇邢家村
重庆市江津区吴滩镇花厅村
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夹滩村
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夹滩村
重庆市江津区先锋镇绣庄村
重庆市江津区永兴镇谢家村
重庆市江津区永兴镇黄庄村
四川省合江县石龙乡青禾村

重庆市永川区仙龙镇太平桥村
重庆市江津区四面山镇赤壁路

姓名
方小兰
杨松
谢菊秀
甘凤云
邓均
韩西德
李孟明
王洪超
赵福会
谭应琼

李国瑶的监护人

500381****09052380
500381****0420281X
522731****11059209
511224****0521702X
510282****09187716
510225****02106535
510225****05050859
510225****11070952
510522****03209563
510229****09249046
500116****05081520

510225****07309598
510225****1030959X
510225****09248237
500381****06125315
510225****09214832
500381****01303936
510282****08183315
510282****09302658
510225****12299298
510282****05079014
510225****11231473

姓名
张景祥
谭德均
陶学彬
杨道平
唐斌

何跃勇
苏家富
陈永国
刘涛

徐安华
李福才

三克（重庆）仪器有限公司开具给
沧州三和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重
庆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代 码
5000191130号码05914360特此
声明遗失

遗失重庆车大叔科技有限公司(账
号：0810010120010016661)在重
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
盛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476904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润翔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120000148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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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市唯魅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 5003817070963，财
务章壹枚编号 5003817070964，
法人章 薛言 声明作废

遗失城口县万兴钡业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500229000005543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50022906568241X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06568241X声明作废

汇旭盛公司渝B7A608营运证500110071684遗失。重庆华廷车驾管服务站遗失 胡义均 渝AB9Q79
（蓝）号牌一副声明作废。恭喜发财公司渝D11015营运证遗失。华优物流公司渝BV3060营运证
500110060220 遗 失 。 汇 百 聚 公 司 渝 BV5053 营 运 证 500110043821 渝 B9303 挂 营 运 证
500110043833 遗失。恭喜发财公司渝DQ7679 渝 D0E780 渝 D8H631 渝 DK1996 渝 DP3682 渝
DS0566渝D76H95渝D05F28渝D12F59渝D51G79渝D622N6渝D892Q6渝D727U2渝DK2048
渝D39L77渝D68P85渝D66Z36渝A37255渝D26Z37渝D90S15渝D77N82渝D17Z27渝D07W05
渝 D3A038 渝 D30B98 渝 AB175S 渝 DG3575 渝 DG1986 渝 D2G597 渝 D66A05 渝 DH2737 渝
DN5965渝DE7808渝D1E787渝DF5996渝DH9899渝DP0278渝AM569F渝AU898Q营运证遗
失注销，重庆添福物流有限公司渝DJ8630渝DM9698营运证遗失注销，重庆耀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渝BP7870渝A9F179渝BH2808渝BH8377渝BY5691营运证遗失注销。

征 婚
琴子，女，24岁，高中，未婚，本人年轻漂

亮，身材苗条，性格温柔善良，寻对方1.7米以上
29岁以下形象气质佳，人品好，无不良嗜好，收
入稳定较高的男士。电话：13883968623

●遗失重庆市合川区制革厂公章一枚，
编号:5003824006541声明作废●重庆市恒发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33437302遗失作废●遗失张禄林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067015作废●遗失渝D18409道路运输证正副本500231015281作废●遗失2016.5.11发酉阳县丰多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2346069849G作废●遗失重庆大铜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章一
枚编号500112715952，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遗失2016.7.11发重庆市大润会计服务中心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065698585K作废●遗失2015.1.22发吴林先执照副本500901600119898作废●遗失2015.10.27发云阳县友洪白糕加工厂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MA5U3AC468作废●遗失2016.1.7核发的重庆玛吉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4B9U8U声明作废●遗失2018年4月19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徐长春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5YUQBF4L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沟 通 工 艺 品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壹 枚（编 号
5001127101679）、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27101680）声明作废●重庆万信恒得商贸有限公司(税号500105676119730)遗失空白通用
机打平推式发票5份代码150001320130号码03824488-03824492作废●重庆多邦食品有限公司遗失建行重庆渝北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账
号50001083600059081115核准号J65300154287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隆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邓正刚道桥专业
工程师资格证书，编号：010601102711声明作废●遗失2017.9.4发沙坪坝区饭香美食餐饮中心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UTC3548作废●重庆苏宁红孩子商贸有限公司遗失万达广场开具的场地
保证金收据,收据编号：0001887，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重庆凌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22日
开具的编号为：00783573税务发票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武境界（重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MA60520N9N）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30000万元减少到88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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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15日

●遗失重庆友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001065045535，声明作废。●黔江区名门娱乐中心遗失工行重庆黔江分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3100019109024818112核准号J6870000477803声明作废●遗失用友优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905304872334，声明作废●遗失2015年4月14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邓贤平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9600086215声明作废●重庆市綦江区百汇度假村(税号915002223203802254 )遗失通用机
打发票3份代码150001720410号码00775327-00775329声明作废●遗失綦江区姜楠日用品经营部（税号92500222MA5XWD0149）
税控盘，盘号499946689967，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犁 夫 机 电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91500109322390494Q )发票领购簿 ，声明作废●遗失兄弟蔬菜批发部在农村商业银行潼南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83987301声明作废●遗失巴南区李家沱偷渡老火锅民主新村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编号JY2500113001959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斗丘装饰有限公司印章证明作废●汤隽于2019年7月10日丢失身份证，证
号65282819940805201X现声明作废。●遗失李宏成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7606726789作废●重庆市金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证，车
牌号渝D99X97,证号500402014019；声明作废。●本人遗失富力湾1-6-3装修押金收据
号：0064140，代灵敏，特此声明。●重庆禹龙医院管理有限公司遗失2015.10.16核发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35DG78 作废●遗失2010年4月2日核发的个体户郑文龙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1600357538声明作废●遗失余太全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6033680作废●遗失沙坪坝区金贝阳食品经营部 公章，声明作废。

重庆佰仕佳模型设计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6MA5U0Q11J)遗
失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沙坪坝区税务局代开给贵州汇泰置业有
限公司(税号91520222MA6H71TL0D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
联、发票联)2份(发票代码5000164160，号码01286191、价税合
计30600.00元，02125955、价税合计66000.00元）特此声明
遗失沙坪坝张明金中西医结合诊
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PDY60343- 550010617D2132）
公 章（5001068132113）财 务 章
（5001068132114），声明作废。

近400家企业报名参赛
互联网行业依旧打主力

从今年报名企业分布来看，互联网及
移动互联网行业参赛企业占比超三成，涌
现出“机器人研发、垃圾分类系统、人工智
能旅游链条”等优质项目。数据显示，六大
行业的报名数量分别为互联网及移动互联
网147个，新能源及节能环保63个，电子信
息59个，先进制造57个，新材料34个，生
物医药33个。

大赛评委深圳艾特米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合伙人张游瑀表示，从今年的参赛项目
来看，互联网企业不再盲目扩张数量，而是
沉下心来研究互联网核心价值，从价值出
发做好用户体验。“互联网企业趋于理性，
势必将提升互联网行业的整体水准和质
量。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创新项目开始溯

源，回归本质，而不是肤浅的理解为传统行
业+互联网就是创新。”大赛评委重庆海能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彭忆表示，大赛
连续举办五年，互联网项目已经从重“数
量”变成了重“质量”。

6大分赛区势头猛增
区域性项目各具特色

去年，重庆赛区创新赛制，在市内设置
分赛区。今年，作为分赛区赛制实施第二
年，各区县积极申报大赛分赛区。酉阳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黔江区、潼南区、荣昌区、
綦江区、长寿区成为本届大赛分赛区，六大
分赛区报名总数超过100个。

据綦江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张祥兰介
绍，綦江区参赛项目采取的是“传统+新兴”
模式，参赛企业包括2家正在转型升级的传
统机械企业，以及新材料、信息技术等新兴
产业，均为工业园区内技术含量较高的企
业。该负责人称，为了更好地激发企业积
极性，组委会推荐了相关专家到科技园区
组织培训，指导企业参赛技巧、商业计划书
的撰写流程和注意事项，对于重点企业，綦
江区还聘请了专业机构进行协助指导。

长寿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周榆程告诉
记者，此次长寿区参赛项目主要集中于晏
家工业园区、长寿街镇工业走廊两大工业
园区，新兴特色产业大部分属于新材料、先
进制造两个领域。

高质量项目积极参赛
目标挺进全国总决赛

重庆赛区已连续举办了5年，大赛质
量逐年提升。今年年初，重庆市政府工作
报告中指出，重庆要推动支柱产业迭代升
级，巩固提升智能产业、汽车摩托车两大
支柱产业集群，培育壮大装备、材料、生
物与医药、消费品、能源、技术服务、农副
产品加工等产业集群，打造重庆制造“升
级版”。在今年众多参赛项目中，先进制
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专业行业项目质
量显著提升，更多参赛目标是全国行业总
决赛。

重庆连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马
晓燠表示：“我们会积极准备新材料行业的
比赛，目标是晋级到全国行业总决赛。全
国行业总决赛能学习到所属行业最前沿的
技术和实用案例，能和同行交流学习，实现
项目提升。”马晓燠带领的连芯光电拥有国
内一流的单光子阵列探测领域的研发团
队，面对美国禁运，掌握了基于自主改良硅
基APD单光子阵列芯片从材料微结构控
制、芯片设计、流片工艺、子系统仿真设计、
加工装调到产品测试等环节的多项关键技
术。“该技术打破国际相关厂商对我国的技
术封锁与价格垄断，并大大降低了成本，提
升了我国弱光电探测及下游领域的国际竞
争力。”

高新区5年扶持大赛
形成众帮众扶聚合力

据介绍，重庆高新区先后被评为全国
先进高新区、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示范区和国家生物产业
基地、高技术服务产业基地、科技兴贸创新
基地及重庆服务贸易特色产业园。2016
年更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纳入
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在
2018年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中位居西部
第3位、全国第27位。

重庆高新区始终聚焦培育高成长创新主
体，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比如在全市率
先推出科技创新券（渝新券）制度，调整财政

“后补助”为“前担保”，借助“服务兜底”+“逆
风投原理”，为创新主体购买专利申请、研发
设计、分析测试等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提供了
制度性保障，既降低了创新成本，又集聚了优
质创新服务资源，大幅度降低服务双方合作
风险，提升了创新主体创新热情等。

重庆高新区连续5年打造“高新杯”众
创大赛服务品牌，不仅契合了重庆大力发展
创新创业的主体思想，而且围绕大赛，加快
形成了聚集资金、人才、技术、市场等资源的
众帮众扶平台。目前，高新区汇集了全国知
名创投机构8000余家，帮助超2000个创新
主体改良产品设计、优化商业模式，在全市
范围掀起了逐年递增的创新创业新高潮。

近400家企业报名 参赛项目质量提升

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有看头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渝凤 受访单位供图）城市建设中，多多
少少都会有一些“边角地”，九龙坡区城市
管理局利用绿化的方式，把这些城市“边角
地”悄然变身成为市民身边的游园，让越来
越多的市民拥有“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四
季见花”的幸福感。据了解，仅在本月就将
新增3处这样的游园。

位于谢家湾立交旁紧邻育才中学的一
处荒地上，正在紧锣密鼓建设的是九龙坡区
今年“增绿添园”项目之一——“行知游
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行知游园”规划面
积约3000平方米，最大的特色就是融入了陶
行知文化。项目将通过“空间营造”“景观建
设”“文化植入”三部分融合的方式，以艺术铺
装、文化广场、景观构筑、植物组团、樱花林等
相互配搭的形式，改变原地块绿化形式单
一、缺少趣味性的现状，完成大变身。

同样是荒地改造，在龙腾大道和黄杨

路，谢家湾立交游园和保利港湾游园的建
设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三个游园本月建
成投用后，九龙坡区将新增绿地约1.45万
平方米。下半年，九龙坡区还将继续打造
劳动三村社区游园、24巷社区游园、兴堰游

园等。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表
示，围绕“增绿添园”、见缝插针、因地制宜
的方式，用好城市的“边角地”，按照各具特
色主题的思路，为看惯了钢筋水泥的都市
人提供休闲放松愉悦身心的“桃花源”。

九龙坡区本月新增3个游园
快看你家附近有没有

“火力”全消
未来三天都是雨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石亨）昨天，艳阳高照，晴空万里，人
们迎来了难得的晴朗周末。不过，随着
新一周的到来，重庆的盛夏将再次“火力
不足”。重庆市气象台预计，雨水今天将
率先登陆重庆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雨
量小雨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东北部
地区被阴天间多云掌控。明后天，雨水
将泼遍全城，雨量中雨到大雨，局地暴
雨，全市最高气温将降至30℃。

天气预报

7 月 15 日白天，西部多云转阵雨或
雷雨，局部地区大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
散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 20～33℃。主
城区：多云转阵雨，气温25～30℃。

7月15日夜间到16日白天，东北部
阴天转阵雨，其余地区阵雨，西部和东南
部局地大雨到暴雨，大部分地区气温
21～30℃。主城区：中雨转阵雨，气温
25～28℃。

7月16日夜间到17日白天，各地阵
雨，西北部局地大雨到暴雨，大部分地区
气温20～30℃。主城区：中雨转阵雨，气
温24～28℃。

7月10日，第八届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重庆赛区）暨第五届重
庆“高新杯”众创大赛报名结束。
大赛自今年5月启动报名以来，
吸引众多创新创业企业关注和参
与。记者从大赛组委会获悉，本
届大赛有近400家企业报名参
赛，参赛项目质量大幅提升。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侯佳 实习生 李蕾

▲谢家湾立交游园设计效果图

▲保利港湾游园设计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