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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公 告

重庆延煌矿业有限公司年产51万吨石灰石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重庆延煌矿业有限公司年产51万吨石灰石技改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的有关规定，特公开以下信息，征求相关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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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baidu.com/s/1z_ALEf2yWtOCrx620VrLng 提
取码87kz）查阅报告书；
3、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4、公众可通过来电、发送信函（地址：璧山区大兴镇龙飞村7社重
庆延煌矿业有限公司）、电子邮件（350973559@qq.com）等方式
提出意见。建设单位联系人：魏先生，联系电话13752819476；
环评单位联系人：杨工，联系电话18111282631，在您看到此公
告起10个工作日内，可提交意见和建议。

重庆延煌矿业有限公司

旺利公司渝D71689营运证500110110706遗失。能
凯公司渝D59511 营运证 500110083950 遗失作废。
一帆物流公司渝 D19025 营运证 500110078626 遗
失。重庆鹏安物流有限公司渝 D87126 营运证
500110101012遗失作废。速瑞物流公司渝D67528营
运证500110091211遗失。重庆恒跃物流有限公司渝
BX2268营运证500110043725遗失作废。锦龙公司
渝BY6102营运证500110079881遗失。进金物流公
司A8285挂营运证500110100186遗失。骏豪万盛分
公司渝BU2932营运证500110056904注销；景天国际
物流万盛分公司渝BX1813营运证500110060852渝
BA267挂营运证500110045181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长寿区浩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5MA5UTWC3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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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华新参天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资源化综合利
用固体废弃物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公示

重庆华新参天水泥有限公司拟在重庆永川区红炉镇龙
井口村建设水泥窑资源化综合利用固体废弃物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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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https://bbs.cqyc.net/thread- 1774928- 1-1.html ( 如需
纸质本请至电索取)。
2、征求意见的范围：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或关心本项目
的所有公众。
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由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
填写意见，通过邮箱、电话、信函等方式将意见反馈给建设单位。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 12月 31日至 2020
年1月14日。
联系方式：联系人李老师，电话13996462493。
邮箱272004854@qq.com；地址：重庆市永川区红炉镇龙井口村。

减资公告：经重庆佳希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60LWY308）股东会决定，
现将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至20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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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南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南川区民康大药房（经营者何钱）、陈明政：
我局受理的南川区民康大药房违反工资支付规定一案（案号
南川人社监立〔2018〕13号），经调查，南川区民康大药房及
实际经营者陈明政拖欠王文兴工资20000元（大写贰万元
整），我局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责令南川区民康大药房及实
际经营者陈明政自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3日内支付
王文兴工资2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南川人社监理〔2020〕
1号），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
如对本行政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接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
起60日内向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重庆市
南川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重庆市涪
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未申请行政复议、未起诉
又不执行本行政处理决定的，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南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1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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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MA5YMTEH4X 的重庆贾麟珀海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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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贾麟珀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1月9日

重庆奔峰物流公司车辆渝BQ5086营运
证号500110007631，渝BN3880营运证
号500110044504，渝BQ7158营运证号
500110008763，渝 BV1191 营 运 证
500110079098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星蓝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113MA5YXG6B92）股东决定，将本公司注
册资本由2000万元减少到0.1万元，根据《公司法》的规
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汇满鑫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00110MA5UB0DP08）股东决定，将本公司注册
资本由2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到
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汇百聚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0053216673H）股东决定，将本公司注
册资本由1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根据《公司法》的规
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特此公告

重庆禄海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注销公告：公司因故解散，请债
权人、债务人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来我公司
清算债权、债务。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将向工商部门办
理注销登记，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重庆禄海财务咨询
有限公司(注册号500108000539581) 2020年1月9日

遗失声明
兹有我院重庆市大足区龙滩子卫生院，因管理失误，遗失重庆市
门诊医药费专用收据，批次号2016，NO:026492080第1联、第2
联、第3联NO:026492017第1联、第2联、第3联；批次号2018，
NO:057310294第1联、第2联、第3联NO:057313961第1联、
第2联、第3联。以上发票均已开具，已作废处理。现声明遗失!

公告
重庆市南川区西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承建的石柱县2017年国家农业综
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试点项目
（三标段）已全面竣工验收并结算完
成。本项目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无欠
薪和材料款拖欠情况，同时未出现任何
完全事故。特此公告。

公告
于孝志：

你所有的九龙坡区黄桷坪铁路五村80号3单元6-2号
房屋在黄桷坪长江大桥片区旧城改建屋征收项目（一期）的
征收范围内，因在该项目规定的签约期限内2019年5月23
日起至2019年6月21日止，你与房屋征收部门未能达成补
偿安置协议，房屋征收部门按照相关规定报请重庆市九龙坡
区政府作出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九征字〔2019〕第033号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房屋征收
部门（地址：杨家坪直港大道17号建设大厦负一楼；联系人：
曾老师；联系电话：68630291,68630895）领取征收补偿决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若你对本补偿决定不服，可在补偿决定送达之日起六十
日内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补偿决定送
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 2020年1月9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鑫宇恒模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223MA5YPC7W2W）股东会决
定，现将注册资本从150万元减至5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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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渝北区（龙塔）七色光幼儿园（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50011269391375XC，原 登 记 证 号
010175）拟将注销，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45日内到本
协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遗失李显强、孔丹丹之女李妍熙在2016年7月29
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500114874声明作废●遗失付誉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13611429015作废●遗失重庆市万盛经开区石亮发艺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MA5U5NGL7C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第一中学，杨凤，高中毕
业证，证号：1300010025声明作废●遗失丰都县杭家坪养鸡专业合作社重庆市丰都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2010年12月2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00230NA000489X，声明作废。●遗失贺小敏警察证，警号10132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瀛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一枚（编号：5001141024215），声明作废●大足区雷雷小火锅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JY25001110054816,声明作废●遗失巫山县竹贤乡石院村互助资金扶贫协会社会团体法人登
记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500237585745867X作废●遗失2016.7.21核发的重庆巧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71880G声明作废●遗失2016.11.15核发的重庆美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683908690A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佰纳鑫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YMWLG9E ，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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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债权
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公 告
我公司承建的万盛经开区南门提水工程、万州区孙家镇

飞龙桥农民新村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已完工，现对该项目的债
权情况公告给各相关权利人：
1、我公司对上述项目的人工、材料、机械等所有费用已全部
清偿完毕，无其他任何借款、欠款及应履行的债务。如与此
项目相关的人工、机械、材料及其他经济法律债权人及其他
关联人对此有异议的，请于公示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向我公司电话申报，并在申报后5日内凭相关证明到我公司
办理有关手续，逾期未申报或者申报后5日内未来公司办理
的，视为自动放弃全部权利，我公司将不再承担相应责任。
2、项目部已经解散，项目部人员的工资已全部支付。至此，
项目部不再履行相关职责，项目部的所有成员未经我公司另
行特别书面授权，不再代表我公司及该项目。
3、项目负责人 杨波 仅负责办理竣工结算，将工程尾款支付
回我公司账户、协调处理工程移交、保修的权限，未经我公司
特别书面授权，不得再代表我公司及该项目。
4、该项目从未刻制和使用任何项目部印章、资料章等等，如
有持有相关印章的权利人，属于私自刻制、违法持有，我公司
将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我公司对持有相关印章印鉴资料的
权利人，不承担一切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部门：成控二部 联系方式：023-58236856

重庆市渝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1月8日

●遗失2016.2.1核发的北方-汉沙杨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84223455K声明作废●遗失2003年1月15日核发的重庆市九龙坡区永昌商贸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62202355声明作废●欧登余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注册建造师
执业印章，编号渝205111222895，声明作废●重庆崇峰物资有限公司遗失建行重庆沙坪坝支行上桥分理处开户许
可证,账号50050105370000000010核准号J653006083240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翔源土木建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公章，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索 卡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9150000069121164X6）金税盘（盘号：661554220901）声明作废●遗失程勇残疾证，证号5102141969112304371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江南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渝B7T935车
辆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0046075）声明作废●遗失杨玉安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152964作废●遗失重庆双鸟农业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2331013182作废●遗失渝北区渝弘副食店公章一枚
编号500112716664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巧一味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公章一枚，编号5001122036648作废●遗失2016.9.21发重庆市荣昌区仁义龙君网吧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U7Q862A作废●遗失2018.4.8发重庆市长寿区宏达轿车维修中心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320350261B作废

●遗失陈卫东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13100051-1作废●遗失北碚区蔡家岗镇有有建材经营部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109606427260声明遗失●桂正川遗失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住院收费票据，
编号（2019）190101341744，金额72513.5元作废●遗失重庆市武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5.1.19发武隆县
吉萱餐馆营业执照正副本91500232327806284C作废●遗失北碚区蔡家岗街道刘行奎再生资源回
收站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9611534572作废●遗失经营者裴利娜2013年11月20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160074789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巴南区和泓文华府售房部开的房款收
据票据号：0101771，金额73153元，开的契税收据，
票据号：0101772，金额31301元，声明作废。●遗失范家成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233600248398作废●声明:遗失蒙佳军人身份证，身份证号:
510228198201184226，声明遗失。●遗失陕西龙海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2016.5.9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5UXD92声明作废

怀旧展览会
勾起居民甜蜜回忆

据了解，红育坡社区百家宴连续摆了6
年，承载了许多居民的期待。

“能够见到许久不见的老邻居，交一些
新朋友，很期待。”居民余华说，她为此期盼
了好几个月。

百家宴作为红育坡社区迎接新年的重
头节目，受到社区居民的追捧。百家宴上
还进行了一场爱心书法拍卖活动，拍卖所
得款项全部用于慰问困难群众。

记者看到，百家宴现场入口处，社区工
作人员专门举办了一个怀旧的小型展览
——从人们生活中淡出的唱片、首日封、随
身听、函授大学录取通知书、1978年四川
音乐学院准考证、缝纫机、收录机等。

看到缝纫机，社区居民余华阿姨感慨
不已：“我家也有这样的缝纫机，以前家里
做衣服都是自己买布自己缝制，的确良衣
服一穿就是好些年。现在日子好过了，我
家的缝纫机还没扔，但基本上也没用，就是

一个古董了。”说完，余阿姨笑了起来。
保存完好的唱片，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的目光。在附近一家医院上班的22岁女
护士杜玲看着唱片发呆了：“这就是黑胶唱
片吗？这么多年了，还能放出声音吗？”

放在一旁的收放机，则是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很多家庭的必备之物。收藏者表示，之
所以没丢，一是考虑到那是花了两个月工资
买的；二是给后代留个念想，“跟着我几十
年，现在还能放磁带，质量没得说”。

环卫工是贵宾
感谢他们为社区的付出

这次宴席的贵宾之一、刚刚打扫完卫
生的刘大姐洗了手就来到百家宴现场。她
表示，感谢社区每一次办百家宴都能把她
和同伴们记住。

“我老家在忠县，现在过年回去，都觉
得没得百家宴闹热。”刘大姐告诉记者，“我
在这个社区打扫卫生5年了，每年受邀参
加百家宴，心头感觉很温暖。工作这么些
年，没有遭遇白眼，别人对我很尊重。”

幸运的是，刘大姐在现场抽中一箱牛
奶。“拿回去我老头子喝，他也在打扫卫生，
但身体不好。”刘大姐说。

宴席开始了，坐满环卫工的3桌最闹
热，居民纷纷上前问好：“你们好，我是渝景
新天地的居民，我姓马，感谢你们这一年以
来的辛勤付出，你们辛苦了！”“祝你们平安
幸福！”

来敬酒的都是社区居民，有的人互相
还能记住模样，有的却是第一次见面。环
卫工人们也频频端起杯子，感谢居民热情
厚待。

30元一张票
吸引其他社区居民参加

据了解，今年百家宴是红育坡社区举
办的第6年，每年参加者超过400人。

从2019年10月开始，社区筹备百家
宴，除了落实每桌菜品外，还要给居民减
负，寻找赞助。

“其他社区的居民花30元购票，就能
参加百家宴。社区企业通过筹集资金的方
式，把宴席做得丰富而周全。”专程从奥体
小区跑来参加百家宴的张思群阿姨说，她
的闺蜜住在红育坡社区，得知红育坡社区
百家宴办得很热闹，其他社区居民可以买
票参加后，今年就买了两张。昨天上午10
点，她带着老伴，从奥体坐车来吃百家宴。

“百家宴让我们从高楼上走下来，亲近
地坐在一起，真的很难得，感谢社区给我们
提供这么好的机会！”张阿姨说。

渝州路街道红育坡社区负责人表示，上
月4日开始销售百家宴入场券，不到一个月
就卖完了。受邀的环卫工人、网格员、城市
管理人员免费享受盛宴，目的在于拉近彼此
距离，增进彼此感情，一起迎接新年到来。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昨日，市气象台预计，明天白天各地
阴雨天气有望结束，让我们一起期待周六
的阳光吧。

9日白天：大部分地区气温2～12℃，城
口及东南部0～8℃；主城区零星小雨转阴天，
气温9～12℃。9日夜间到10日白天：大部
分地区气温 2～12℃，城口及东南部 0～
8℃；主城区间断小雨转阴天，气温 9～
11℃。10日夜间：大部分地区气温 3～

14℃，城口及东南部-2～8℃；主城区间断小
雨转多云，气温8～13℃。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
员 康思嘉）日前，璧山区妇联在大兴镇符
家村开展“巴渝巾帼·美丽我家”集中培训
会，50余名妇女参加。

培训会上，璧山区妇联副主席汪国琴向
广大妇女发出三点倡议：从现在做起，争做
农村人居环境的宣传员；从小事做起，争做
农村人居环境的保洁员；从自己做起，争做
农村人居环境的监督员，在人居环境整治中

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正兴镇符家村妇联主席舒洪波从“整理

房前屋后扮靓村间小道、坚持生态发展共享
健康生活、实现花木茂盛创建绿色庭院”三
个方面开展卫生习惯培训，并介绍“四美”评
比活动。培训会结束后，璧山区妇联组织巾
帼志愿者来到符家村农户家中，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贡献巾帼力量。

璧山区妇联开展“巴渝巾帼 美丽我家”集中培训周六有望邂逅好天气

社区百家宴
连续摆6年
如果你有兴趣也可参加

颇有年代感的缝纫机、已经
成为古董的唱片，再加上多年不
见的邻居——一幅幅画面拼凑在
一起，构成今年九龙坡区渝州路
街道红育坡社区百家宴的场景。

昨天中午，来自社区的400
多位居民以及环卫工人、网格员、
城市管理人员聚在一起，用家宴
和歌声迎接新年到来。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
渝凤 文 通讯员 周邦静 摄

▲孙悟空也来参加

▲“大家辛苦了”▲百家宴现场

▲精彩节目吸引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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