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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来临，气温反复，开始侵扰腿脚不好的广大
中老年人群。氨基葡萄糖碳酸钙胶囊能为中老年人
全面增强骨密度，缓解季节交替对关节造成的困扰。
限时补贴活动通知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得到救助，厂家特
举办回报、体验活动：10瓶仅需299元。因体验

名额有限，提出两点要求：
1、必须是真正有需求的中老年朋友；
2、为防止恶意囤货，每人最多购买4套，活

动结束后恢复原价。

抢定电话：400-6564-626

厂家回报读者厂家回报读者，，仅限仅限500500个名额个名额
正宗氨糖胶囊，10瓶只要299
增加骨密度 就用氨糖 鲁健广审（文）第2019060215号

补足氨糖又补钙，腿脚好一身轻松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综 合 服 务

厂房、库房出租
江北港城园区东田孵化园5楼整层
（含三部大型货物电梯），面积3800
多平方，离内环仅1公里，出库方便。
电话联系:15923333012 聂先生

重庆太富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废、污泥、
污染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重庆太富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废、污泥、污染
土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信息已
在网站http://cqffsn.site1.ysjianzhan.cn/page143上发布，
如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询。
建设单位：重庆太富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王先生，
223232832@qq.com，13983200816。
环评单位：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李工，
124076383@qq.com，17823332228。

重庆太富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合川区佳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双凤镇保合村九社建
筑用石灰岩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重庆市合川区佳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双凤镇保合村九社

建筑用石灰岩矿项目位于合川区双凤镇保合村九社，该矿山为
已建生产矿山，始建于2011年，生产规模30万吨/年，由于生
产规模不能满足现行政策、规划最低开采规模要求，重庆市合
川区佳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将生产规模扩大至 100 万
吨/年。重庆华地资环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环评编制工作已基本
完成，现向项目周边居民、企事业单位等公开征求意见。本项
目报告书全文查询网址为 https://www.cqhc.cn/tiezi-
204401-1-1.html，如需查阅纸质报告请至重庆地质矿产研究
院513查询。2019年12月2日-2019年12月12日期间，您可
以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的方式反馈给我们。公众意见表下载
地址为https://www.cqhc.cn/tiezi-204401-1-1.html。若
您还想了解项目更详细的信息，请与环评单位直接联系。

反馈方式：彭工 383709193@qq.com

公 告
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计公司”)需对外招标一家
对光电路1号区域生活、工业垃圾处理清运有资质的清洁公司，有意
者请到西计公司领取询价书。该公告时间截止2019年12月5日17:
30时。联系人:张建国，联系电话: 62928293 18983929219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霆锐水稻农机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0132034247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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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声 明
本人唐中荣与杨蓓因分开原因，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从2019年3月之后，凡与杨蓓发
生的借贷等产生的债权债务与本人无关。特
此声明 。 声明人：唐中荣
公示：宏锋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渝中区彭家花园、张家花
园及鹅岭隧道美化整治工程项目已通过竣工验收，现对该项目
民工工资和材料、机械租赁等款的支付情况进行通报。如有拖
欠，请参与该工程的相关人员和单位见到通报后，到项目部找
王女士，联系电话 18996928668 结算。公司监督电话
18716403861，蔡先生。通报至登报后 30日止，逾期公司视为
自动放弃，概不受理。 特此公示。 宏锋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公 告
重庆源安宏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

奉节县2017年度朱衣镇砚瓦片生态农业综合开
发项目（四标段），本工程已竣工结算，凡与该工程
有经济活动未了解清楚的单位或个人请于2019
年12月30日前与公司取得联系，逾期视为自动弃
权，同时不再受理和承担相应经济及法律责任。

联系电话：13272949555黄老师
特此公告

重庆源安宏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12月3日
声 明

冉启兰、张唐宪系重庆凡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股东，重庆凡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帝享鑫园已
由施工单位全垫资修建，现该项目已初步验收完毕。

现冉启兰、张唐宪向外界申明：凡徐树凡以个人或
者重庆凡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外界签订的
与重庆凡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关的各种协议和文
书，没有冉启兰、张唐宪的签字一律不予认可，因此产生
的责任与冉启兰、张唐宪无关。特此声明。

声明人：冉启兰 张唐宪 2019年12月2日

遗失声明
重庆昆仑联邦投资有限公司因

保管不慎，遗失《建设用地批准书》
一份（编号2019两江建字37号），
将予以补办，特此声明原证作废。

北京和平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营业执照号91500112345994776B）遗失盖有
公章的旅游合同，HPTXCQ-CJ 0001283；
HPTXCQ- JN 0005514； HPTXCQ-
YRY0000567，0000584声明作废。

债权债务完清公告
重庆市万州区昌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彭水县棣棠

乡污水管网和雨水管网工程已竣工结算。凡与该工程项目由
经济活动的单位或个人限于2019年12月03日至2019年12
月17日前双方完清其债权债务，逾期视为自动弃权，同时不
再受理和承担相应经济及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办公室58154389向老师15823710979陶老师15320613776
重庆市万州区昌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03日

遗失声明
重庆昆仑联邦投资有限公司因保管不

慎，遗失《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一份
（ 项 目 代 码 2019- 500112- 45- 02-
061613），将予以补办，特此声明原证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智友慧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刘智宏、吕林强与你（单位）计时计件工
资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
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委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2230、2235
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委领取仲
裁裁决书（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重庆市
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8 室），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到劳
动合同履行地或用人单位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12月3日

本人柳霞身份证号（510203195302040028）
于2019年11月25日，购买永川蔷薇国际项
目14号楼1单元502号房的装修工程包，并
交纳全款十万元整，收据号6634201，因不慎
遗失收据，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自明农副产品经营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0824006217）投资
人决定拟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有关
规定,请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潼南县塘坝镇罗坪村村民委员会（账号
1725040120010000114）在重庆农村商业
银行潼南支行康乐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30014965003声明作废。

●遗失云南申科电子工程有限公司刘海燕建造师
执业印章编号：云153151673152声明作废●遗失北京宝亨通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张玉静
建造师执业印章编号：京11115153265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隆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邹建文建造师
执业印章编号：渝150060801278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宝桐医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张春果与你（单位）计时计件工资争议一
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3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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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8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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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3日

重庆特丽洁生活用纸有限责任公
司机械加工分公司遗失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大渡口支行八桥分理处
开 户 许 可 证 ，许 可 证 号 码 ：
J6530005417502声明作废
个人独资企业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冯德凤花卉种植
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059858909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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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联系
电话：18598575895，联系人：冯德凤 2019年12月3日
注销公告：重庆方致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06MA5YW53L6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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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公告:重庆蜀岳汇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
司，账号 50050105370000000106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重庆沙坪坝支行上桥分理处，
核准号:J6530076499801），声明作废！

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城乡规划公告

建设工

程设计
方案修
改

项目名称

翡翠郡项

目

申请修改单位

重庆市永川区
碧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公示地点

永川区行政
服务中心电
子公示栏、
项目现场、
网站

公示时间

2019 年
11月 27日
至 2019 年
12月3日

修改事宜

申请调整翡翠郡项目车库，将原有1376
个车位调整为1274个车位，调整后地下
面积由40891.29㎡变为38893.49㎡，共减
少1997.80㎡，总计容面积仍为128634.15㎡，总建筑面积变更为169595.36㎡，调整
后车位数满足规划相关要求，其余审批内
容不变。具体调整情况详见附图。详情
见区规划局公示栏、网站及项目现场。

联系方式

61131087
喻女士

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永川区人民北路6号
详情请见：重庆市永川区政府门户网http://www.cqyc.gov.cn

项目位置

永川新城
A 标准分
区A5-3-
1/02 地
块，人民大
道北侧，一
环东路西
侧

●遗失2010.11.22发重庆九间堂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东和城
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300023884，声明作废●遗失2010.2.5发重庆九间堂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丽都分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12300021903 声明作废●遗失2011.1.31发重庆居轩阁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骏逸蓝山
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23000053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册一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600UAJ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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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遗失重庆诺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087044616)声明作废●重庆诺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招商银
行重庆加州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1239核准
号J65300603163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绿阳鼎盛鑫辉能源科技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 编 号
5001141149396 财务专用章，编
号 5001141149397 发票专用章，
编号5001141149398声明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永川区何埂镇财政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00383450644081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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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3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市永川区何埂镇财政所 2019年12月3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沁昆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83051880082）股东会决定，现将
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至50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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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曾水兰，身份证号 362102197403141080 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在实地蔷薇国际签订《内部
员 工 认 购协议》（编号 0003188）并缴纳定金
10000元整（收据编号SDCQ01003904），因本人不
慎遗失协议书和收据，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跃腾运输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002278001494、财务
专用编号 5002278001495）印章
备案回执作废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吴丹迪：

本委受理重庆富穰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你劳动（人
事）争议一案，案号为渝九劳人仲案字〔2019〕第2143号。
因无法通过邮寄送达和直接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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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月26日下午14时00分在 重庆市
九龙坡区科城路71号B1栋 6楼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号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仲裁庭
组成人员仲裁员：袁静，书记员：付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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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2月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有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6000GH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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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红妆婚庆礼仪服务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70001328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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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声 明 ：父 亲 梁 展 雄（ 身 份 证 ：
44 2527195609142775），母亲罗兵（身
份证：510228197606133369）遗失梁
曼妮女（2014年11月26日）出生证明，
证号：O500371296，声明作废。

旺业公司渝D64145营运证500110078444遗失。重庆嘉佰物流有限公司渝D09502营运证500103045746
渝D9693挂营运证500103045734遗失作废。君睿达公司渝D87358营运证500110078489遗失。君弘公司
渝C88328营运证 500381017294遗失作废。遗失重庆满福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圣图公司
渝B3A378营运证500110067454遗失补办。重庆龙胜物流有限公司渝D89267营运证500110091304遗
失。大财綦江分公司渝D86712营运证遗失作废。金轮綦江分公司渝BN6185渝BL2896渝BL3529营运证遗
失作废。遗失重庆博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给梅建的增值税专票发票联和抵扣联，代码5000191130
号码00632787特此声明。重庆三冠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U5530渝BH3709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恒跃物流有
限公司渝BY3121营运证500110100407遗失作废。重庆耀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车辆申请行驶证、牌照遗失作
废，取消营运资格，道路运输证遗失作废，特此公告。渝BG6757渝BG8087渝BG9193渝BH1511渝BH2796渝
BH5059渝B3076G渝BH6569渝BH6876渝BH6892渝BH7198渝BH7500渝BH8517渝BJ0250渝BJ0131
渝BJ0602渝BJ0669渝BJ1137渝BJ2181渝BJ2621渝BJ5572渝BJ7775渝BJ7986渝BJ8697渝BJ8752渝
BJ8809渝BL0859渝BL1869渝BL2907渝BL2716渝BL2738渝BL3567渝BL3628渝BL5978渝BL6225渝
BL6233渝BL7380渝BL7860渝B3868挂渝BS0506渝BS1331渝BH3705渝BH5899渝BH2713渝BH6527渝
BH5917渝BH6865渝BJ6188渝BJ7658渝BJ8009渝BJ8958渝BJ9598渝BN2816

●遗失重庆朋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趣事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001057064393)、财
务专用章(编号5001057064394)、法人月文科私章，声明作废●遗失2016.12.23核发的重庆依克斯缀姆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9WWX3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超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屹立置诚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公章壹枚、财务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肖国琼展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013393遗失作废●杨前展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1213697遗失作废●张怀菊建筑起重机司机（S）渝A042011014165 遗失作废●陈金奎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号渝A042018039342遗失作废●遗失重庆美送物流有限公司公章财务章印章证明。●谌姝妤遗失长江师范学院学生证，
学号：201703571221，声明作废●遗失郑杰广州天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富力城天禧2R-
A4-21-4房屋装修保证金收据2000元,票号0036876,声明作废●李坚520102199305283410遗失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
院毕业证学位证原件（126161201505000542）声明作废●遗失贺丹之子王炜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184020作废●遗失渝A48T66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董鑫遗失南方翻译学院学生证，证号1702180224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万通广告制作部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陈浩营业执照正本92500113MA5URCJG58作废●遗失重庆綦江南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公章作废●铜梁区家和干鲜经营部公章遗失作废●遗失黄思彤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359292作废●遗失袁玉林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084484作废●宁木军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JY25001070077841正副本作废●遗失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青木村村民委员会公章作废●遗失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库火锅店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JY25001080008122作废●遗失沙坪坝区虞小红食品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本JY15001060055609作废●遗失2016.4.22发周榆力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9607608653作废●遗失2017.1.5发刘明君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09MA5UADQF17作废●遗失渝北区熊仔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92500112MA60569L0M作废●遗失重庆鹏洋钢结构有限公司公
章5003847014725作废。●遗失重庆市方翔钢结构有限公司公章5003847029013
发票专用章 5003847029014 及法人章作废。●遗失重庆市恩忠水果种植场组织
机构代码正本051723639作废●遗失奉节县朱衣镇大槽村1社109号1幢1层罗世
成房地产权证301房权证2012字第224132号作废●遗失重庆市九田米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一枚，编号5003834029129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张廷海副食经营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0605143536）投
资人决定拟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有
关规定,请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
企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夏耀平水果种植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0863418929）投
资人决定拟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有
关规定,请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
企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资产招商暨处置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拟对客户张海波
名下债权资产项目进行处置，欢迎投资者与我行洽谈。现将
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招商项目信息如下：截止至2019年12月2日，张海波贷
款剩余本金人民币1200000元，拖欠利（罚）息约计人民币
202323.73元，合计人民币1402323.73元。担保方式为房产
抵押，抵押物位于：①沙坪坝区青木关镇青北下街39号，建
面335.62平方米，住宅。②沙坪坝区青木关镇青北下街39
号，建面162.51平方米，商业。

有收购意向者请于2019年12月15日前与我行联系，
意向买家超过两家时我行将采取公开竞买的方式转让，意向
买家仅有一家时我行将采取协议的方式转让。

以上项目详细情况可到我行签署保密协议后阅卷或与
工作人员面谈。

联系人：舒小姐 联系方式：67946273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我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19年12月2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资产招商暨处置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拟对客户谭波名
下债权资产项目进行处置，欢迎投资者与我行洽谈。现将有
关情况公示如下：

招商项目信息如下：截止至2019年12月2日，谭波贷款
剩余本金人民币363696.76元，拖欠利（罚）息约计人民币
111492.08元，合计人民币475188.84元。担保方式为房产
抵押，抵押物位于：璧山县璧城街道璧青北路169号6幢1单
元5-1，建面131.89平方米，住宅。

有收购意向者请于2019年12月15日前与我行联系，意
向买家超过两家时我行将采取公开竞买的方式转让，意向买
家仅有一家时我行将采取协议的方式转让。

以上项目详细情况可到我行签署保密协议后阅卷或与
工作人员面谈。

联系人：舒小姐 联系方式：67946273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我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19年12月2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资产招商暨处置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拟对客户李星亮
名下债权资产项目进行处置，欢迎投资者与我行洽谈。现将
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招商项目信息如下：截止至2019年5月5日，李星亮贷
款剩余本金人民币149942.37元，拖欠利（罚）息约计人民币
17063.29元，合计人民币167005.66元。担保方式为房产抵
押，抵押物位于：江津区双福镇恒大大道1号恒大金碧天下
413幢1-1-6号，建面51.79平方米，住宅。

有收购意向者请于2019年12月15日前与我行联系，意
向买家超过两家时我行将采取公开竞买的方式转让，意向买
家仅有一家时我行将采取协议的方式转让。

以上项目详细情况可到我行签署保密协议后阅卷或与
工作人员面谈。

联系人：舒小姐 联系方式：67946273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我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19年12月2日

重庆蕾鸥商贸有限公司遗失2016.12.28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06053176XL声明作废。
重庆蕾鸥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
5001141016280）以及财务章，声明作废。

重庆驿站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以下车辆营运证声明作废
渝A6767U（500103035541）、渝AY510K（500103042109）、
渝 D920Y7（500103051350）、渝 D9N470（500103043369）、
渝AL982N（500103041448）、渝AH506F（500103040383）、
渝A167GB（500103047279）、渝D79G67（500103044891）、
渝AT157A（500103042329）、渝A302KQ（500103046612）、
渝AG265B（500103040384）、渝D9U312（500103029269）、
渝AF833T（500103037450）、渝AE230G（500103043370）、
渝D81K69（500103033766）、渝AX474F（500103053065）、
渝 A0P173（500103034117）、渝 D520A1（500103033053）、
渝AB382K（500103043144）、渝AG801Z（500103037112）、
渝 AE698M（500103041087）、渝 AY339Z（500103042325）

●遗失重庆市总商会五金机电商会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渝中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8807804声明作废●重庆华旭物流有限公司渝BQ8055营运证500110101287遗失●遗失袁代海个体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00112MA5UNU318K声明作废●重庆枫林物流有限公司渝BS7685、渝B6A915营运证遗失注销●遗失刘利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680120161102371作废●重庆速久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车牌渝AG821C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梦回古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编号：JY15001050085358，声明作废●遗失吴兆欢建筑专业中级工程师资格证
书，编号：021401111556补证声明作废

昨天是第8个全国交通安全日，重庆各
区县的民警都在当天组织了形态各异的交
通安全宣传活动，有的通过现场互动的方
式，向广大市民普及交通安全知识；有的则
通过说唱MV的形式，让更多年轻人在出
行时将交通安全放在心上。虽然形式各
异，但千言万语的宣讲都可以汇成一句话：

“安全第一。”

专设3000多个摩托车位

昨天上午，由渝中区委宣传部、渝中区
交通局、渝中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主办
的，“守规则除隐患 安全文明出行”渝中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暨全国交通安全日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在大坪时代天街举行。
100名交通文明志愿者通过法律咨询宣传、
交通应急知识讲解、VR酒驾体验等形式，

进一步增强市民的交通出行规则意识、法
治意识和文明意识。

渝中区交巡警支队大坪大队大队长唐
辉告诉记者，该地区商家集中，写字楼密
集、外卖消费者很多，因此前几年这里的交
通状况体现在一个“乱”字上：摩托车、电瓶
车乱停乱放、闯红灯、不戴头盔、不靠右行
等状况时有发生。警方为此专门组织了交
通法规的培训班，要求所有新入职的骑手
参加学习。此外，警方积极施划了大量的

摩托车停车位，截至目前，大坪区域已增设
3000余个摩托车位，乱停乱放的问题得到
了极大的改善。

九龙坡交巡警也玩说唱

“出行不能放肆，平安才是正事”“安全
文明出行，畅行美丽重庆”“有困难请找身
边的交巡警，他们是守护交通安全的群
星”。昨天一大早，一条说唱MV刷遍了九
龙坡区接头大屏幕和山城人的朋友圈：九

龙坡交巡警与High Two组合联袂本色
出镜，为市民朋友送上一本动感的交通安全
手册。在线下，白市驿大队、西彭大队的民
警走上街头，通过拉横幅、播放宣传视频、发
放资料、现场咨询、案例讲解等方式，向辖区
市民提倡“守规则除隐患，安全文明出行”。

记者了解到，九龙坡区公安分局交巡
警支队通过设立检查站、执法站、服务站、
流动执勤、夜卡、电子警察等方式，采取“蹲
点+机动+调度+回头”形式，运用“联合执
法+异地用警+交叉用警+电子警察+布控
稽查+群众举报”等手段，全方位对重点和
突出违法纵深化专项整治行动。今年以
来，九龙坡区警方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65.6万起，其中酒后驾驶2164起、乱停
乱放31.2万起、开车打手机6086起。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余珂静

一日三餐不用愁，生病可做常规治
疗，还可以参加各种休闲活动，身旁全是
熟悉的左邻右舍……“养老不离家”的晚
年生活，你期待吗？日前，位于渝北区的
宝圣湖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正式投入
使用，这里不仅为老人提供食、住、娱、医、
养、护一站式养老服务，还成为他们情感
寄托的“家”。

养老院就在家门口

杨明秀是入住宝圣湖街道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的第一批老人。“这里的伙食味
道好，清淡营养，菜品又多。”今年83岁的
杨明秀家住宝圣湖街道社区，由于身体机
能减退，生活需要他人照料。杨明秀说：

“孩子们都要忙工作，家里无人照顾，就选
择住这里了。我不用为一日三餐头疼，还
有人陪我聊天，有人帮我洗澡，比在家里
强多了。”

据介绍，宝圣湖街道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总面积4300平方米，可容纳180余
老人。中心配备了专业护理员，护理员
24小时待命，让老人在舒心的环境下安
享服务。

养老就像上学一样

记者看到，宝圣湖街道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设置有服务接待、生活照料、托养护
理、健康管理、文化教育、人文关怀、休闲
娱乐等功能。“结合智慧养老设备和信息
化养老服务平台，实现对老人的定时定
位、全时关怀、紧急呼救等功能，为周边
1.5公里半径内2000位社区老人提供居
家养老、康复理疗、文化教育、短期托养
（‘喘息’服务）和长期托养服务。”该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家离养老服务中心很近，走2分
钟就回家了。”李清山老人觉得这样的养

老模式很不错，“白天在养老服务中心有
人照顾，有人作伴，晚上回家还能和子女
团聚，挺好，就像上学一样。”

覆盖率从39%提高至62%

“今年全市15项重点民生实事中，养
老工作占3项。今年以来，各级民政部门
都在推进社区养老设施全覆盖。”重庆市
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共落
实68个养老服务中心和648个养老服务
站选址，其中政府购买6处，利用闲置商
业、办公、厂房27处，企业自选35处。已
竣工养老服务中心28个和站点232个，
40个中心和416个站点正抓紧施工。

据介绍，到今年年底，城市社区设施
覆盖率可从39%提高到62%，具备社区休
闲活动和嵌入式托养功能，新增2000张
社区养老床位。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周小平

我市推进社区养老设施全覆盖 一站式养老让老人乐享晚年

“养老不离家”的晚年生活你期待吗？

渝中增设3000余个摩托停车位 九龙坡查处65.6万起违法行为

第8个全国交通安全日
看看警方怎么说？

群众身边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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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开奖号码：9 7 2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932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7 2 2 5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916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3 1 3 0 3 0 3 0 0 0 3 0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916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3 1 3 0 3 0 3 0 0 0 3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918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2 2 2 1 2 2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12月2日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钱也）昨晨，包括主城沙坪坝在内的
全市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均刷新了下半年
以来当地气温最低值。据重庆市气象台
预计，今日夜间开始，中西部、东北部偏北
地区和东南部阴天有间断小雨或零星小
雨，主城也将以间断小雨天气为主，未来
几日主城最高温难超12℃。

天气预报
12月3日白天，各地阴天间多云，大部

分地区气温5～15℃。主城区：阴天，气温
9～12℃。

12月3日夜间到4日白天，中西部和东
北部偏北地区阴天有间断小雨或零星小
雨，大部分地区气温7～14℃。主城区：间
断小雨，气温9～12℃。

12 月 4 日夜间到 5 日白天，中西部和
东南部地区阴天有间断小雨或零星小雨，
大部分地区气温 6～13℃。主城区：间断
小雨，气温9～11℃。

间断小雨天气来临
主城最高温难超12℃

▲老人在养老服务中心练书法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