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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们一家人出去玩耍的记忆，几乎没有。”廖雪
松说。

廖雪松是廖子怀的儿子，今年30岁。他告诉记者，儿时最
深刻的记忆，莫过于去楼下叫父亲吃饭。

廖雪松很小的时候，廖子怀住进法庭宿舍，楼下就是办公
室。每到饭点，妻子把饭菜弄好后，一家人总会等着廖子怀，儿
子总要几次下楼叫父亲，总是发现有人找父亲说事。最后，母
子俩吃完饭，廖子怀回家时饭菜早凉了。

“一直到现在，一家人也只有过年时才能好好坐下来吃
顿饭。”廖雪松说，“父亲对这片土地太有感情，从不计较个
人得失，几十年来扎根基层。对他而言，早已把工作当成了
事业。”

“时间长了，老百姓对你也了解了，有了好的口碑，处理案
子就会顺畅得多。从两河口到高楼河的老百姓，我都熟识了。
从乡亲们家门口路过时，大家都会亲热喊我到屋里坐坐。”廖子
怀说。老百姓的认可，是对他的最大肯定。

“虽然工作条件艰苦点，但我对这里的村村院院都很熟
悉。这里的老百姓也相信我，让我工作起来更顺心。这么
多年了，我对这片土地太有感情了！”廖子怀说，“看到当事
人争争吵吵走进法庭，最后高高兴兴握手言和，这是最大的
成就感。”

“我和同事们愿意当盖世五侠”
康飞说：“我们面临的是新型犯罪，诈骗分子花招迭出、

瞬息万变，我放松一秒就会落下千里，老百姓的钱也可能损
失更多。所以，我必须全神贯注、全力加速！”

因为长期疲劳无休，康飞体重噌噌上长，曾经是国家二级
篮球运动员的他形象地展示了“过劳肥”，也收获了一个“功夫
熊猫”的外号。但康飞并不懊恼，反而有点自豪：“功夫熊猫有
功夫，能打坏人，满满的正能量！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也有这样一个让我骄傲的团队——我们支队去年被评
为全国公安机关先进基层单位。我和同事们愿意当盖世五
侠：用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功夫，守护着群众的安宁。”

在康飞脑子里不多的关于父亲的记忆中，有这样一个镜
头：爸爸把案子破了，回家把儿子举得高高的，自豪地说：“爸
爸是警察，没有爸爸抓不到的坏人。”如今，每次破了大案以
后，康飞也会骄傲地对女儿来上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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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廖子怀
审案3绝招

24年来，他以法庭为家，巡回审判，送法下乡，直接办理民事案件3500
余件，无一改判，无一发回重审，无一上访和缠诉。日前，他荣获全国“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称号——他就是巫溪县下堡人民法庭庭长廖子怀。

当地有关部门总结，廖子怀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因为具备3大绝招：一
双铁脚板、一颗铁石心、一张婆婆嘴。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周小平 受访者供图

一双铁脚板
据统计，24 年来，廖子怀走的山

路超过5万公里，走坏40多双解放鞋，
审结3500余起案件，其中20%是以巡
回法庭形式审理的。

每当有人问廖子怀：让老百姓满意
的秘诀是什么？廖子怀的回答简单直
接：宁愿磨破脚板，也不让老百姓耗时
费力。

“我先是在乡镇工作12年。”廖子
怀说，他并不是科班法律专业出身，
1995年自愿申请到基层下堡法庭工
作，一直干到现在。

56岁的廖子怀是土生土长的下
堡人。下堡法庭辖5个乡镇、3个街道
社区、59个行政村，幅员面积780多
平方公里；辖区山高坡陡，交通不便，
东西相距200多里，海拔260至2600
米，群众诉讼成本高。为了让当事人
少花钱少跑路，廖子怀经常到乡村巡
回审理案件。

“人到哪里，法庭就设到哪里。”廖
子怀经常对同事们说。

一颗铁石心
“我干的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

事，总是要得罪人。但我知道，群众心
中有杆秤，只要公平公正，大家总会理
解我。”廖子怀说。

记者采访发现，当地村民觉得廖
子怀没有架子，都愿意与他交心，亲切
称他为“廖哥子”。同样，他的铁石心
也是出了名的。

当地村民张某从电视上看到廖子
怀当选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时，
特意把消息发到朋友圈，点赞廖子怀
是“好法官，好样的！”鲜为人知的是，
张某曾经对廖子怀很有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几年前张某与人
斗殴，将对方打伤，被告上法庭，索赔
数千元医药费，受理此案的正是廖子
怀。因为曾经和廖子怀做过邻居，张某
觉得自己赢定了。但在法庭上，廖子怀
调取双方证据后，判定他承担相应责
任。张某觉得颜面尽失，大骂廖子怀

“不认人”。廖子怀也回敬他一句：“我
吃了法官这碗饭，只认公平，不认人！”
后来，张某专门找廖子怀道歉。

记者了解到，廖子怀在办理土城
乡石壁村龙某名誉权纠纷一案时，龙

某为赢官司，将鸡、猪脚及500元现
金悄悄放在法庭一间空屋内。廖子
怀知道后，立即给龙某打电话，但龙
某说自己已回家了，让他一定收下。
为了防止猪脚变坏，廖子怀和法庭干
警一道，把鸡、猪脚卖给街上一家饭
馆，把钱如数交给龙某，并教育批评
了他的行为。

“他啊，油盐不进。”天元乡王某
说，他是廖子怀的远房表亲，其妻将他
告上法庭，要求离婚。王某仗着与廖
子怀是亲戚，打电话希望关照并承诺
重金感谢。不料，廖子怀回了一句：依
法判决。王某很生气，逢人便说廖子
怀“六亲不认”。后来，王某想通了也
理解了廖子怀的态度。

一张婆婆嘴
“一些人不懂法律，但多半懂道

理。我们不能一上来就讲法，而是用
当事人能够接受的方法，解开心锁，把
思想工作做通。”廖子怀说，面对各种
案件，第一步是通过婆婆嘴，耐心细致
地打开当事人的心锁。

24 年来，廖子怀审结的 3500
多个案件，不仅没有一件改判或
发 回 重 审 ，案 件 调 解 率 也 高 达
80%以上。

廖子怀说，作为一名法官，不仅要
有一颗公正心，还要有一颗菩萨心，有
一张婆婆嘴。自己办理的案件调解率
高达80%以上，法宝之一：找准焦点，
寻求共识，讲理之外更重情。

下堡法庭受理的多是婚姻家庭纠
纷及邻里矛盾，每个案件往往关系着
几个家庭甚至几代人，一旦处理不慎，
很容易造成更大矛盾。廖子怀深知其
中要害，总是一遍遍耐心细致做当事
人的思想工作，从法律和情感不同层
面入手，千方百计化解矛盾，以“案结
事了、定纷止争”为目标，坚持多调少
判，讲理更要讲情。

有一次，廖子怀在办理一件离婚
案时发现，原被告双方矛盾尖锐，可能
引发恶性事件。他立马组织法庭干
警，来到原被告住所地，召集双方当事
人进行耐心疏导，指明解决纠纷的正
确途径和方法，引导双方当事人走入
正确的纠纷解决途径。

廖子怀通过两天一夜苦口婆心的
劝解说服工作，双方当事人终于走上
法庭，成功化解了一起纠纷。

“我对这片土地太有感情了”

4年来，他
带领重庆市
反诈骗中心
民警成功止
付涉案资金
5亿余元，冻
结涉案资金
15亿余元，
累计成功预
警11.4万人
次，返还被
骗资金6000
余万元。

民警康飞
破案3绝招

12月6日，中宣部、公安部发布消息，重庆市
公安局刑侦总队侵财案件侦查支队探长康飞光荣
当选“全国最美基层民警”。

今年8月28日，150名犯罪嫌疑人从柬埔寨
押解回渝，至此，一个涉案金额近亿元的特大涉嫌电信网络
诈骗团伙被捣毁。破案的幕后英雄，就是康飞。38岁的
他，被誉为反诈尖兵，和同事们练就了3大绝招。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彭光瑞 任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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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慢
变身金融通

国内首个成功侦破虚假网络投
资平台诈骗案的他，成为公安部特聘
专案教官，多次赴外省开展实战指
导、培训。

康飞5岁时，当刑警的爸爸因公
牺牲。虽然对爸爸的记忆不多，但他
觉得父亲留在自己血脉里的是忠诚
与执着、智慧与勇气。

怀揣着这颗种子，康飞自警校毕
业后就来到爸爸生前所在的刑侦总
队侵财案件侦查支队工作。从最开
始远赴大凉山破获盗窃案，到后来参
加侦办苏湘渝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并立功受奖，康飞逐渐成长为一个经
验丰富的刑侦。

2014年，康飞开始接触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侦查工作，当即就被透传
线路、7号信令、协议支付、轧差等一
连串的陌生名词弄蒙了。电信诈骗
是远程非接触性新型犯罪，整个犯罪
链条散布于境内境外，犯罪团伙里不
乏通讯、金融、网络高手——康飞发
现，自己在反诈领域还是一片空白。

没有现成的路径可循，那就蹚出
一条新路。在侦办一起虚假网络投
资平台诈骗案中，为了找到案件侦办
关键点，康飞和战友一趟一趟跑银
行，跑第三方支付公司，查了27万余
条大宗商品市场交易明细数据、上千
万条交易流水记录，梳理查证91条
涉及 24个省市的线索——近一个
月，他和同事们成了金融通。

现在，作为国内首个成功侦破此
类案件的他，成为公安部特聘专案教
官，多次赴外省开展实战指导、培训，
多次受到公安部点名表扬。

运用大数据
依托大数据，结合犯罪趋势深钻

细研，提炼出一批针对新型犯罪的数
据侦查技战法，在全国推广。

2015年，康飞受命牵头筹建重
庆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面对新型犯
罪新的特点，康飞带领战友们一起将传
统作战模式进行优化，将电信诈骗案件
侦查力量分成4个工作小组，通过分
片包干形式，有效提升工作效率。

康飞依托大数据，结合犯罪趋势
深钻细研，从实战中提炼出了一批针
对新型犯罪的数据侦查技战法——多
起伪基站诈骗案、网络购物诈骗案、网
络贷款诈骗案、跨国贷款诈骗案、网络
荐股诈骗案等公安部、市局挂牌督办
大要案件，在康飞和同事们坚持不懈
的努力下侦破，300多个诈骗团伙受
到精确打击。其中，康飞和同事们侦
破的一起贷款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
人344人，技战法在全国推广。

去年一年，重庆警方开展境外国
际执法合作，跨境打击犯罪6次，得

到公安部点名表扬。
如今，康飞变成了反诈专家、国

务院联席办特邀专家、首届全国公安
百佳刑警。

今年4月，公安部点名由他组建
打击“杀猪盘”诈骗案件的专业侦查
队，代表部里常驻中缅边境，开展专
项打击工作。

研发反制工具
通过反制追踪，发现犯罪窝点网

上地址；分析异常，对潜在受害人提
供预警；抓住战机，层层追击，冻结止
付被盗资金。

11月7日早，城口县一家公司的
财务人员刚上班，就接到李总通过
QQ指示——转账28万元。办好该
笔业务，财务人员接到李总电话——
没这事。原来，发指示的QQ是假冒
的，公司马上拨打110报警。警情即
刻转到市反诈骗中心。启动应急处
置程序后2分钟，27万元涉案资金被
成功拦截止付。

“原来，查一笔单子手续就要几
天。现在，给110报警30秒内就能启
动应急处置，5分钟内就能完成第一
轮应急止付。”康飞说，止付效率的提
升，是大家4年磨一剑的执着与沉淀。

重庆市反诈骗中心打破信息壁
垒，让各个系统之间实现血脉相联，通
过联合电信运营商、银行、互联网企业
等单位，量身打造了一系列贴近实战
的联动机制，逐步实现反守为攻。

重庆市反诈骗中心完成了纵向
与公安部、110接警平台和基层所队
的数据对接，横向建立起银行和基础
运营商联动机制，率先建立与第三方
支付机构和虚拟营运商的应急联动
机制。先后与腾讯、阿里等互联网企
业建立起涉案数据的快速查询通道，
受邀参加腾讯的守护者计划、支付宝
的斩链行动等警企合作项目，实现社
会化防范与专业化打击的有效互动。
先后组织全市公安机关对涉案冻结资
金开展集中清理工作，联合重庆银监
局草拟《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
冻结资金返还若干规定实施办法》，解
决了止付快返还慢的问题。

不光用韧劲，康飞还善用巧
劲。康飞和同事们转守为攻，进行
源头反制，与高校、互联网安全企
业合作，研发出伪基站监测、改号
反制、病毒溯源分析等一批专业
反制工具，其中两个系统为全
国首创——通过反制追踪，发
现犯罪窝点网上地址；分析异
常，对潜在受害人提供预警。
去年10月，他们抓住战机，层
层追击，成功冻结止付一家互
联网公司近千万的被盗资
金。事后，该公司赞誉康飞
和战友们为“人民卫士”。

4年来，康飞带领重庆市
反诈骗中心民警成功止付涉案
资金5亿余元，冻结涉案资金
15亿余元，累计成功预警11.4
万人次，返还被骗资金6000余
万元，为市民守护好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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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松00001850000000002019036775
黄 芳02000150010380020180901573
陈 稳00001850000000002019004024
姜 平02000150010380020180700358
陈 菊00001850000000002019071569
夏姜戌00001850000000002019067054
陈 欢02000150010380020171202769
刘晴雨02000150000080002015119593

屠 涛02000150010380020170705303
陈康平02000150010380020180804477
杨云龙02000150010380020181102891
姚利军02000150010380020190303987
何欣航00001850000000002019029486
陈 毅00001850000000002019051978
徐 玲02000150010380020170603500
黄亚军02000150010380020180602520
马亚炜02000150010380020180903181
王 玲02000150010380020170301859
陶大锋02000150010380020170702712
周凤琼02000150010380020180503074
陈会林02000150010380020190304826
胡 慧00001850000000002019007161
何水苗02000150010680020180802080
陈小利02000150010680020181200360
陈廷云02000150010680020190301293
张 平00001850000000002019029229
杨绍凯00001850000000002019130991
胡永红00001850000000002019005643
王世建02000150010680020190302972
母春梅00001850000000002019076688
王 薇02000150010680020180301268
黄娅萍00001850000000002019170889
杨川印02000150010680020181100826
龚晓琴02000150010680020170600150
肖余伟00001850000000002019075610
余文涛00001850000000002019005678
罗 维02000150010680020190300661
刘成龙00001850000000002019075492
凌飞军02000150010680020180700945
黄洪剑00001850000000002019040843
吴云霞02000150010680020181201356

●重庆安良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工行重庆西永微电子产
业园区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3100025809100043907，
核准号J6530087422401，声明作废●重庆悦荷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工行重庆西永微电子产
业园区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3100025809100031647，
核准号J6530087422001，声明作废

●遗失2018年8月14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陈秀
梅(南岸区艺料餐饮店)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00108MA601QH88R 声明作废●遗失南岸区艺料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编号JY25001080136420，声明作废

丁德萍遗失昆明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三份，房号：七彩云南古
滇文化旅游名城-新太阳养生苑（A-09-
01）-洋房-22-1-301，收据号：0188830收
据金额10000元，收据号：GD2018060014收
据金额950000元，收据号：GD2018060019
收据金额135772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曾秀池 (身份证号：
510202195502213847)，遗失于1999年
5月1日由重庆市卫生局核发的执业医
师资格证书（证书编号：199850141
510202550221384），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单位不慎将收款收据丢
失，收据编号如下：3741671，3741672，
3741673，3741674，3741675.合计遗失
5份，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快益点电器服务连锁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重庆市沙坪坝区建设工程施工安全
管理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667868248X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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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
债权。特此报告。 联系人：李享 联系电话：65413521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维修二厂载

货电梯设备采购自主非招标竞争性谈判活动，项目
估算投资14.5万元。请具有相应资质并有意参与的
单位，在2019年12月14日16:00前携营业执照、开
户许可证、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等原件并提供盖
鲜章复印件，到我司316室拷取非招标文件。
联 系 人：方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
报名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注销公告：重庆市惠誉杰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120001426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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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惠誉杰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0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巴南区丰盛镇畜牧兽医站，（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12500113G71901734A），根据《巴南委办发
[2019]48号》文件规定，注销本单位，现有职责、资产及退
休人员划入重庆市巴南区丰盛镇农业服务中心。特此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丰盛镇人民政府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丰盛镇财政所（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1250011366088612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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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起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运输管理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001064504370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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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艺 联系电话：65347577

●遗失2017年5月27日核发的个体户唐莲(大渡口
区 松 科 机 电 维 修 部)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00104MA5ULUGD8P)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2017年5月27日核发的个体户李家明(大渡口区石
州 五 金 经 营 部)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00104MA5ULUHF0N)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金龙镇金鼎村村委
员会在重庆农商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24513801、机构信用代码证
Q5450011802451380S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市大渡口区潜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585709081T，经股东会研究决定
拟将注册资本从45430万元整减至30380万元整，根据
《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太富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大堰采石场

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重庆太富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大堰采石场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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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
该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意见。
1、征求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公众或单位的意见或建议；
2、公众可前往建设单位办公室查阅纸质报告书，或通过网络
https://www.cqhc.cn/tiezi-204663-1-1.html查阅报告书。
3、公众可通过信函（合川区三汇镇老龙村大堰采石场）、电子
邮件（3753470@qq.com）等方式，提交公众意见至建设单位。
4、在您看到此公告起10个工作日内，可提交意见和建议。

重庆太富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丰都县保供种养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重庆诸之萌李家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
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丰都县保供种养基地建设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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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信息已在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如需要
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查询链接: https://pan.baidu.
com/s/1hVSDKsPUvwrWFRQVR733Fg 提取码: prv3
建设单位：重庆诸之萌李家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王
老师 电话：13628272325
环评单位：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檀工
3525376672@qq.com，023-62668337

重庆诸之萌李家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2019.12.5

通 知
王方华（身份证号：51022219590522****）：

你自2016年2月17日起至今因病重未上班，在此
期间你的社会保险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已暂由
公司代缴，现公司通知于2020年1月9日与你解
除劳动合同关系，特此通知！

重庆市安仁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9日

灭火弹采购公告
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拟对物资库房灭火弹、大客

车车载灭火弹等进行竞争性谈判采购，现诚邀具备灭火弹生
产、销售、回收资质的公司参与响应，有意者请于2019年11
月29日前带单位介绍信及资质资料联系张老师67886335.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劳务服务项

目自主非招标竞争性谈判活动，估算服务费用20万
元/年，合同有效期24个月。请具有相应资质并有意
参与的单位，在2019年12月14日16:00前携营业
执照、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等原件并提供盖鲜章
复印件，到我司316室考取非招标文件。
联 系 人：方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
报名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重庆菲火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

由200万元减少至20万元。请债权人自减资
公告之日起45日内，持有效证件到公司办理
相关法律手续。2019年12月10日

公司合并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于2019年12月2日决定：云阳

金 田 包 装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
915002350931304602）与云阳金田塑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91500235688917289D)合并，合并方式
为吸收合并，合并前云阳金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云阳金田塑业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8000万元。合并后公司的名称为云阳金田
塑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3000万元；合并后云阳
金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注销，其债权债务由云阳
金田塑业有限公司承接。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对自己是否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作出决定，并于该期
间内通知本公司，否则，本公司将视其为没有提出
要求。特此公告。

云阳金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云阳金田塑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唐卤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陈菲、曹茂、陆羡敏、龚小兵、胡建容、刘英、李
余与你（单位）劳动报酬、其他劳动争议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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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告送达本委渝北劳人仲
案字〔2019〕第2378至23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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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 遗失刘静营业执照正副本
500113613406510作废●遗失刘静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编号JY25001130098870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区德锦足浴馆：

本委受理李朝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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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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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下午
14时在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派驻龙山仲裁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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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2月10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区镇八方火锅店：

本委受理曾凡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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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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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上
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派驻龙山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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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2月10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康才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000MA5U5R821T）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5000万元减少到1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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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世喆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331545857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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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遗失渝A95T77营运证号500227016235作废
●遗失2014.3.14发钱骏营业执照正本500106601241618作废
●重庆丰东热处理工程有限公司遗失渝交运
管许可字正本500106107220号作废
●罗龙友遗失2019年08月26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7MA60FQ9F0Q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2015.4.27发李秀琼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4600145752作废
● 遗失重庆香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编号
5001097057308、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5001097057309作废
●遗失重庆市长寿区邓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公
章备案回执50022120180829023作废
●遗失重庆晓晶广告设计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重
庆沙坪坝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5657201，
账号50001053600050235888，声明作废。
●重庆理工大学饶玉平遗失三方就业协议
书，编号：本2020-0013270，声明作废
●重庆益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印章证明，声明作废。
●尤明浩、邹洁遗失璧山区壁泉街道双星大道55号51幢16-
4房的契税收据，编号：00076643，金额22869.72元作废
●本人张文杰（份证号500103199909207315）保管不善丢失博
邦驾校发票该收据产生一切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恒奥公司渝BS2593 营运证 500110033866 遗失。巨晟公司营运证渝BH9868 渝 BQ3957 渝 BH1730 渝
BQ9527渝BJ2292渝BR2399渝BH2588渝BH5968渝BJ7833渝BH6752遗失。聚升公司渝B5A968营运
证500110068595渝AJ760挂营运证500110068708遗失。弘观公司渝D0845挂营运证500110082375遗失
作废。路港公司渝BQ6105营运证500110102012遗失。巨德公司渝 D91829营运证500110080389遗失。
重庆圣金物流有限公司渝D36145营运证500110081665渝8809挂营运证500110081714渝D87840营运证
500110081667渝D1406挂营运证500110081940遗失。进金公司渝BY8038营运证500110100673遗失。
遗失重庆优享一步运输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68223891声明作废。宏锦公司渝B8230挂营运证
500110047599遗失。重庆圣图物流有限公司渝BY6769渝AC132挂灭失注销。重庆大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綦江分公司渝BQ5667请于登报之日起三日内到公司缴清国家税费、保险及车辆年审，逾期未完善者将申请牌
证公告作废，后果自负，特此公告。以上车辆行驶证、车牌遗失，登报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蕙侪花卉种植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01MA6023GG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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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吉磊甜橙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01MA5U587K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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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安华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票专
用章，编号500227200555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潼南区又一佳蔬菜专业合作社
开户许可证（编号J6530023368603）作废
●遗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名双化工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240300678）声明作废

●遗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王理明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编号JY25001070043454，声明作废
●孙洪(身份证号码500234199501268093)于 2019年
11月4日遗失身份证、驾驶证、医保卡，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姝娴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2391019786）声明作废
●遗失2016.1.28核发的四川省华蓥市南方送变电有限公司重庆北部新区
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576157799A作废
●遗失2019.5.13核发的个体户侯青(南岸区爱若渴饮品店)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60CPTB6P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传信建材有限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传欣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2016.7.28核发的重庆昱豪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一分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059875258R声明作废
●遗失谢方丽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61102513作废
●杨雪琴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证号：501216070222，声明作废
●遗失邓小琴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0350930作废
●佳驰物流有限公司渝BS2329（500110019306）
渝BL9207（500110041251）营运证遗失作废
● 遗 失 重 庆 无 轩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壹 枚 ( 编 号
5001057114924)、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57114925)声明作废

进入12月，重庆天气愈发寒冷，却挡不
住公益的脚步，爱满山城暖寒冬。

2019年12月5日早上，九龙坡区黄桷
坪街道邮电支路社区三楼会议室坐满了闻
讯赶来听课的居民，“千家企业公益行 幸
福课堂进社区”暨“美好生活美学文化展”大
型公益行动首站开讲。

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重报都市传媒集
团、新女报时尚传媒集团千万女性幸福+项
目、重庆莘华堂联合主办。

老有所乐 我很重要

幸福课堂第一讲，是由千万女性幸福+
公益讲师黄绒绒带来的《我很重要》，希望用
心理学知识让老人生活更幸福，价值感被看
见，减轻孤独感。

课堂上，近百位老年人，在老师带领下
积极互动，互相不仅分享了青年时候的故
事，手拉手玩起了家族排列游戏，在活动中
看到了老人的存在对大家的意义。

幸福生活 礼包相助

一边是幸福课堂，一边是美好生活便民
服务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玻璃花房、美奥口腔、普瑞眼科、臻喜母

婴、k12国际私塾、十分妈妈、梦地美创等美
好生活服务商们一大早就搭起了展台，为大
家提供免费的视力检测、口腔检测、花艺培
训、母婴咨询等便民服务（如图）。

居民还免费领取了丰富的美学文化大
礼包。“年龄大了看东西模糊，今天义诊才发
现有白内障。”62岁的张大爷说，隔几天就
去医院治疗，不能耽搁。

全民公益 幸福到家

本次公益行动注重由内而外的关怀，将
从情绪情商、职业化发展及社会关系管理、
财商及家庭财务管理、家庭教育及亲子育儿
能力管理、健康及自我形象管理四个方面，
为重庆市民提供全维度的公益关怀、智力支

持以及系统培训。
活动形式包括幸福课堂和美学文化便

民服务展。
据千万女性幸福+公益项目负责人、幸

福+女子学院常务副院长杨玥介绍，幸福课
堂由全国顶级专家教授团队领衔设计，为有
需要的市民提供最专业最系统又极具落地
实操性的互动讲座；美好生活美学文化展，
则以轻松、有趣、实用的互动展台等具象化
方式呈现美好生活，向重庆市民展示最前
沿、最实效、最有温度的幸福生活美学文化。

公益讲师档案
黄绒绒
重报集团“千万女性幸福+”项目讲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国家三级婚姻家庭咨询师
重庆心理学学会会员
国家青少年心灵成长导师
国家青少年网络心理导师
本报记者 杜瑜 实习记者 赵贤丽

打造“家门口”的暖心服务
千家企业公益行 幸福课堂进社区暨美好生活美学文化展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