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水利局公告
李光文:

经查,你于2019年4月起，你在石柱县黄水镇万胜坝
水库库区界桩第0037号处非法修建化粪池，其行为违反
了《重庆市河道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我
局于2019年8月7日依法向你送达石水利罚字【2019】
1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限你15日内到石柱县政务服务
中心水务窗口领取《罚没收入通知单》，并到石柱县政务
服务中心收费处缴纳罚款。在此期间，你向石柱县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在2019年10月8日申请撤回了行政
复议，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10月9日作
出决定同意撤回复议，至今也未不服从处罚决定向法院
起诉。至今，你未履行石水利罚字【2019】16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确定的罚款壹万元行政处罚。相关的滞纳金
支付从《行政处罚决定书》生效之日起直到支付清算，按
每日本金的3%缴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本局现催告你自收到催告书之日
起十日内自觉履行，逾期未履行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石水利催告字
【2020】第1号）《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你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若要主张行使相关权
利，请在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个工作日内向本局书面
提出，逾期未提出视为放弃该权利。

开户单位：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财政局。
开户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开户账号：4501010120350000011。
缴纳地址：石柱县万安街道都督大道23号行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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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邑兰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何玉梅、杨小梅与你单位计时计件工
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二倍工资差额争议一案（渝
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2928、2929号），因无法直接或
邮寄送达，本委依法于2019年12月6日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
文书。现将开庭时间变更为为2020年4月30日上午9
时00分在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7室（渝
北区桂馥大道10号）开庭审理本案。上述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送达，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
本委将缺席审理，并以此作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2月14日

重庆捷力轮毂搬迁（扩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

重庆捷力轮毂制造有限公司重庆捷力轮毂搬迁（扩能）
项目，位于垫江区工业园县城组团003-03-01、003-05-
01地块，建成后年生产轮毂1200万件，项目已完成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对
该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以征求项目所在区域公众等有
关项目环境影响的相关意见，有效期截止至2020年 2月
21日，公众可登录以下网址或前往重庆捷力轮毂制造有
限公司办公室查阅纸质报告书，并反馈相应公众意见。
网 址 ： http://www.cqjieli.com/aspx/default/news
how.aspx?classid=239&id=200 联系人：何为宇 联系
方 式：15823666011 邮箱 605877322@qq.com 传 真 ：
74666230 地址：重庆市垫江县朝阳工业园

重庆市巴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昶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陈群诉你单位计时、计件工资、二倍工资差额
及赔偿金纠纷一案（巴南劳人仲案字〔2019〕第2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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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12月2日，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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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殊情况，本委将开庭时
间变更为2020年4月21日上午9:30，地点在本委仲裁庭
（重庆市巴南区鱼洞下河路34号四楼）。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
次日起10日内，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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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服务中心
关于提醒道路货物运输企业车辆审验到期的通知

辖区各道路货物运输企业：
经我中心核对以下货运车辆审验将于2020年3月31日前到期。

请各企业及个体经营户接此通知后，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运输管理条例》及《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于2020
年3月31日前来我中心办理车辆审验手续，逾期3个月未进行审验的
车辆，依法注销《车辆道路运输证》。

附件：2020年3月审验车辆明细（454台车辆）
沙坪坝区交通服务中心

2020年2月14日
2020年3月审验车辆明细（454台车辆）

陈端伦：渝AN3310、陈鹏：渝BD8103、陈燕春：渝BN7281、高兴忠：渝CE2816、何亮：渝
BN6278、湖北盛丰物流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渝AN8729、华菱星马（四川）物流有限公司重
庆分公司：渝 AN6208、渝 AN7877、渝 AN6667、渝 AN8630、渝 AN6802、渝 AN7895、渝
AN7552、渝AN6288、渝AN6389、渝AN7595、嘉陵集团重庆宏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渝
A0H316、李元全：渝BF8756、刘家英：渝BN7920、刘前：渝D98251、刘学莲：渝BT2379、马红
香：渝A36681、民生国际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渝A0663G、渝 BD8780、渝 BD8788、渝
BD8799、渝BD8772、聂全平：渝BF7811、渝AN5396、沙坪坝区建平货运部：渝DH0736、宋
小红：渝AN8901、粟学梅：渝D90261、唐前忠：渝A38563、唐绍均：渝A78692、唐玉林：渝
G22232、王强：渝BX5850、王学琴：渝C86662、熊保信：渝A63126、严光银：渝AN6761、渝
BZ5790、张华杨：渝 A69832、郑姣：渝 BV5033、中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渝
A31507、渝A31586、渝A31590、渝A31555、渝A36678、渝A36621、渝A51732、钟刚：渝
BQ8866、重庆百满盛运输有限公司：渝A72210、重庆奔航物流有限公司：渝A67861、渝
A69786、渝D21068、重庆彬瑞物流有限公司：渝BZ3613、渝BZ1365、重庆传财物流有限公
司：渝FN5898、渝BV7916、渝DT3639、渝DG7950、渝DH3618、渝DK2992、重庆创丰运输有
限公司：渝BM7995、重庆创威物流有限公司：渝D17081、渝D65379、渝DD5870、渝DR7836、重
庆创业镁运输有限公司：渝A51332、重庆大丰工贸有限公司：渝A71188、重庆大攀物流有限公司：
渝A78928、渝A78778、渝A79618、渝A90923、渝A90623、重庆大随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渝
D11079、重 庆 丹 林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渝 D55255、渝 D55258、渝 D33157、渝 D91155

重庆定富机械有限公司：渝A51231、重庆东迅物流有限公司：渝AN5387、渝A58752、重庆东
洋海物流有限公司：渝AN8313、渝AN9596、渝AN8255、重庆福源升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
D80085、重庆皋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AN8696、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分公
司：渝AN5666、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渝AN3535、渝AN7077、渝
AN8025、渝AN7276、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公司：渝AN3709、渝AN5007、
渝 BN3917、渝 AN8266、渝 AN6620、渝AN9365、渝AN6206、渝AN9172、渝AN7872、渝
BZ3966、渝D18193、渝D66073、渝D97193、渝D23953、渝D16373、渝D20253、渝D57853、
渝 D21823、渝 D63703、渝 D75703、渝 D27783、渝 D68663、渝 D32793、渝 D08323、渝
D58163、渝D77263、渝D81753、渝D58353、渝D26203、渝D15563、渝D32652、重庆公路运
输(集团)有限公司顺康物流分公司：渝BX0910、渝D38651、重庆公路运输集团集装箱联运有
限公司：渝A58965、渝AN7690、重庆冠博物流有限公司：渝A78336、渝D11876、渝DF0318、
渝D07077、渝D50708、渝D08406、渝D79261、渝D97708、渝D85650、重庆广奎铸造有限公
司：渝A38879、重庆桂晗物流有限公司：渝BZ1127、重庆国富物流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公司：渝
A72395、渝 A72188、重庆韩成贸易有限公司：渝 D11005、重庆航冠运输有限公司：渝
A71581、渝BZ1330、渝BZ2733、渝BZ1300、渝BZ3090、渝BZ3381、渝BZ1535、渝BY9021、
渝BY7530、渝BY1351、渝BY3271、渝D17239、渝D67276、渝D18592、渝D32708、重庆豪灿
物流有限公司：渝BV1997、渝D03582、重庆豪卫运输有限公司：渝G23899、重庆和欢物流有
限公司：渝AN7592、重庆弘越物流有限公司：渝G28983、渝DF8030、重庆红旗弹簧有限公
司：渝A79719、重庆宏都轮胎有限责任公司：渝AN7719、重庆互海杰物流有限公司：渝
H77138、重庆华厦门窗有限责任公司：渝A51201、重庆华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渝AN9725、
渝 AN7367、重庆汇康物流有限公司：渝 D48797、渝 D31222、渝 D01539、渝 D62537、渝
D26216、重庆吉茂物流有限公司：渝D62210、渝D12692、渝D00830、渝D23512、渝D06823、
渝DG0023、重庆加贝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AN5669、重庆加正物流有限公司：渝D30810、
渝D50526、渝D33560、渝D36651、渝DR2862、重庆建运物流有限公司：渝A69165、重庆剑
联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渝A51367、渝AN7973、渝A67779、重庆健超运输有限公司：渝
BV7153、渝 A89983、渝 BX0150、渝 BX3337、渝 BV7993、重庆交运物流有限公司：渝
D67321、渝D08957、渝D67802、渝D82556、重庆金富物流有限公司：渝D23426、渝D58803、
渝D01736、重庆金遥物流有限公司：渝A2H678、渝A6H218、重庆巨拓机械有限公司：渝
BZ7575、重庆聚想成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渝A72250、重庆聚裕物流有限公司：渝D38126、重
庆骏升汽车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渝 BZ3689、重庆康诺运输有限公司：渝 A58831、

重庆酷发物流有限公司：渝G29060、渝BY5932、渝D50007、渝D58319、渝DD8532、重庆雷
成运输有限公司：渝D01166、重庆力东物流有限公司：渝A65121、重庆利璇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渝A59212、重庆联福物流有限公司：渝D01500、渝DT3718、渝D00806、重庆林柯物流有
限公司：渝 D55512、渝 BW0896、渝 BX5783、重庆龙瀚物流有限公司：渝 BN6677、渝
BN6622、重庆满荣物流有限公司：渝 D85276、渝 D80078、重庆美得物流有限公司：渝
D14269、重庆民众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20387、重庆明洋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L7029、
渝 AN3966、渝 BL8711、渝 BL9252、渝 B9C038、渝 B5F010、渝 B5F120、渝 B0F897、渝
A05J65、渝 A107A8、渝 A301D7、渝 A329D1、渝 AH3121、渝 A0H681、渝 AH3109、渝
AH5111、渝 A0H122、渝 A2H916、渝 AH5958、重庆南杭机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渝
A66670、重庆欧康物流有限公司：渝D37895、重庆鹏诚万利物流有限公司：渝D31196、重庆
秋辉物流有限公司：渝F33379、渝F36258、重庆瑞速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48762、渝
D48795、渝D08245、渝D29347、渝D16117、渝D16150、渝D90263、渝D55249、渝D08600、
渝 D55200、渝 D13617、渝 D13678、渝 D26822、渝 D60885、渝 D57008、渝 D13666、渝
D15456、渝D55621、渝D96801、渝D75848、渝D30148、渝D30278、渝D55007、渝D60227、
渝D13828、渝D23263、渝D85620、渝D87060、渝D80010、渝D70312、渝D58863、重庆润天
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渝AN7021、重庆三园物流有限公司：渝D79300、渝D55668、渝
D55660、渝D55697、渝D55630、重庆上顺物流有限公司：渝D06020、渝D55906、重庆尚线机
电有限公司：渝AN8878、重庆升禧物流有限公司：渝BV0206、重庆晟兴速驰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渝 BY8703、重庆盛装物流有限公司：渝 AN9236、重庆世茂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
AN8791、重庆市创和物流有限公司：渝A66995、重庆市春晖运输有限公司：渝A38897、渝
A78560、重庆市固立运输有限公司：渝A65093、重庆市恒志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D91062、
重庆市宏冠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A72812、渝 D08655、重庆市辉跃物流有限公司：渝
BZ1977、重庆市吉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A67688、重庆市江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A59197、重庆市金弼富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渝D08231、重庆市沙坪坝区陵江塑料有
限公司：渝AN7917、重庆市上欣机械有限公司：渝BP1370、渝BT2330、重庆市速捷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渝 A68523、重庆市铁龙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Z5001、渝BZ7666、渝
D62723、渝D23930、重庆市铁瑞运输有限公司：渝D16133、重庆市新伟泡沫厂：渝BN6678、
重庆市星灿运输有限公司：渝AN7303、重庆市直达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渝A58991、渝
A58962、渝 A78833、渝 A78300、渝 A78190、重庆首达物流有限公司：渝 D73635、渝
D52675、重庆思琴物流有限公司：渝D94165、重庆苏澄保温材料有限公司：渝BX0730、

重庆速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D8926、渝AN5583、渝BF7836、渝BF7802、渝BM7820、
渝AN9875、渝BM9095、渝BP3786、渝BP3758、渝AN8132、渝AN8312、渝A72891、渝
A72007、渝 A72675、渝 A72976、渝 A72835、渝 A72869、渝 A72110、渝 A72662、渝
A72119、渝AN6251、渝AN7352、渝A72520、重庆太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N7059、渝
BN7856、渝 BT0025、重庆腾博物流有限公司：渝 A66691、渝 A67852、渝 A66732、渝
A67763、渝A67999、渝D31101、重庆天阔物流有限公司：渝D09862、重庆添锐物流有限公
司沙坪坝分公司：渝BK2115、渝A72638、渝A72813、渝A72805、渝A72609、渝A72378、
渝A72006、重庆铁邦物流有限公司：渝BF9015、重庆铁渝运输有限公司：渝BD8290、重庆
同宏运输有限公司：渝D77376、渝D27968、渝D91958、重庆万利盛物流有限公司：渝
AN8531、重庆万旺物流有限公司：渝DR7712、重庆伟冠物流有限公司：渝D88781、重庆稳
添物流有限公司：渝BX2360、渝BZ7766、重庆稳盈物流有限公司：渝BW0223、渝BX3755、
重庆希渝机械有限公司：渝A51129、渝AN8712、重庆祥铭运输有限公司：渝D50593、重庆
昕伟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渝D63372、重庆欣驰富运输有限公司：渝D55322、重庆欣
速驰物流有限公司：渝 BX5619、渝 BX5209、渝 BX1095、渝 BX3078、渝 A90823、渝
BX5682、渝BX1566、渝A79562、渝A90157、渝BX5350、重庆欣旺利物流有限公司：渝
D51736、渝 D24968、渝 D72156、渝 D75980、渝 D91760、渝 D89627、渝 D39001、渝
D95699、重庆欣稳顺物流有限公司：渝D38909、重庆新厚浩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A62058、
重庆鑫同宇物流有限公司：渝AN3955、渝AN3902、渝F11587、渝G28223、重庆鑫益成建
筑材料有限公司：渝A31255、渝A31103、重庆兴迈物流有限公司：渝D81087、重庆亚恒物
流有限公司：渝D68631、重庆燕慧物流有限公司：渝A78630、渝CB8332、重庆业成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渝A72570、重庆烨洋物流有限公司：渝D67331、重庆亿汇物流有限公司：渝
D62237、重庆营得多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渝BQ9701、重庆永联达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渝
A58990、重庆友驰物流有限公司：渝AN3631、渝AN5010、渝AN8702、重庆友华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渝 AN5028、渝 D54056、重庆远方物流有限公司：渝 A78706、渝
A78316、渝A78526、渝A78087、渝A78376、渝A78067、渝A78315、渝A78581、重庆月
兴物流有限公司：渝 A89583、重庆运泰物流有限公司：渝 BH9229、渝 BM7873、渝
A67018、渝A67299、重庆张文会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渝D92392、渝D65312、重庆
长盈物流有限公司：渝D78759、渝D76059、渝D01332、渝D04689、重庆正硕运输有限
公司：渝D98566、重庆正耀物流有限公司：渝D31646、渝D67398、渝D06049、渝D72181、
渝D05923、重庆智辉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渝CK1263、重庆智能实业有限公司：渝BW0878、
重 庆 中 集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渝 BX3300、渝 A89392、周 俊 岑 ：渝 AN6671。

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局
关于注销逾期未审验的道路货物运输车辆的通知

辖区各道路货物运输企业：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道路货物运输车辆的管理，严把车辆技术等级

评定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重庆市道路运输
管理条例》、《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及《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
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对辖区内逾期3个月以上未进行审验的道路货
物运输车辆依法予以注销。

附件：逾期3个月以上未进行审验道路货物运输车辆明细表
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局

2020年2月14日
逾期3个月以上未进行审验货物运输车辆明细（352台车辆）

柏扬：渝BQ8831、包长平：渝B726U5、北京鹏远新和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渝D2J762、曹兴
隆：渝B76Q98、曾国华：渝A330C6、曾小云：渝A056A7、陈登洪：渝D92X58、陈方均：渝A38891、陈
国海：渝A71A00、陈丽：渝D2E657、陈仕平：渝A78F81、陈渝：渝D1B001、陈月德：渝A8E327、陈
智：渝A9Z603、邓高飞：渝A62R93、底兴顺：渝A96P05、段敏：渝D61G91、樊小莉：渝B5F032、范文
全：渝D5F259、傅兴民：渝A52307、高加海：渝D8J860、高友：渝AN7839、何江林：渝A239G6、何明
庆：渝A3E162、何书碧：渝A72E63、贺宇：渝B6M366、胡俊明：渝D36U55、胡太强：渝D82T56、湖北
盛丰物流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渝B330X2、黄亮：渝B633U8、渝AH229E、黄天禄：渝B7V370、简正
兵：渝A5R326、蒋邦清：渝D27Q32、孔祥华：渝A27H35、蓝朝伦：渝A35992、渝A56351、蓝晶：渝
A216XB、黎宁：渝D878J8、李明会：渝A6E650、李平：渝A05G79、李世程：渝A908PU、李显富：渝
B53S36、廖廷桥：渝DB5778、刘炳明：渝B5F390、刘刚：渝B71R79、刘家阳：渝D73J50、刘江：渝
B198K6、刘金山：渝B353H6、刘明科：渝D87U22、刘青兵：渝B28Q39、刘新国：渝AA8729、刘耀：渝
B57B06、刘瑜：渝B8X235、刘振科：渝D90U08、刘忠彬：渝D62Y88、罗琴：渝D9C529、罗锡刚：渝
B7F376、渝A03U27、渝A719A1、罗兴伟：渝B0F768、罗云富：渝DB9655、马强：渝B1F100、马芝
位：渝AA860J、麦粮伟：渝A622YA、毛波：渝D217B5、母本范：渝D20T16、欧中英：渝A6Q873、潘
祖生：渝A76A61、彭娣华：渝A390C5、蒲远红：渝D61Z19、秦国华：渝A1Z839、秦荣峰：渝B301S0、
曲秋静：渝A095KJ、冉朝财：渝DY1120、任勇：渝D58K63、沙坪坝区春允机械加工厂：渝B09V69、
沙坪坝区得宏机械厂：渝A0U560、沙坪坝区科尔顿整体橱柜衣柜厂：渝A11V22、沙坪坝区顺平
机械厂：渝B11P01、沙坪坝区粤瑜轻质包装材料厂：渝D361H2、舒义平：渝AV5089、孙德政：渝
A56886、孙巧玲：渝 B820U5、谭建国：渝 D320T0、唐福珍：渝 DM2155、唐良勇：渝 B9J626、
唐明成：渝A81B18、腾斌：渝D1E029、滕明友：渝B902F5、王朝东：渝A9S712、王峰：渝A062A5、王
国健：渝A37682、王海龙：渝B809R8、王年贵：渝A05G91、王乾友：渝A123A2、文建东：渝A88B22、
文明益：渝D508L7、吴薇：渝D0C519、吴长模：渝A52303、向朝友：渝A095A8、谢锦云：渝A136NK、
熊兴峰：渝D611R9、熊运成：渝DR0489、许万霞：渝B02R78、薛秋虎：渝DV8907、杨春雷：渝B8F857、
杨仁国：渝D02U77、殷邦忠：渝D87Y26、尹祖玲：渝A8Z633、庾海：渝D28M78、袁柯嘉：渝A1Z028、
袁媛：渝D68S10、岳昌洪：渝A77F50、张波：渝AE381D、张川：渝A1265B、张华明：渝A72F87、张礼
辉：渝A25G19、张其明：渝B21S75、张启余：渝B260U6、张淑蓉：渝D613F8、张先凤：渝A02J79、张晓
东：渝D2K658、张晓礼：渝D8H263、张兴蓉：渝B75Q20、张永国：渝A127A8、张玉琴：渝D9G806、张
志强：渝 B7F269、张志祥：渝 BL9336、渝 BL9317、渝 A7X576、张忠印：渝 A31768、章向兵：渝
A398C9、赵斌：渝AN5181、赵明：渝D89B33、郑静华：渝A18050、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
司：渝 A39950、渝 AN6182、渝 AN6303、渝 AN6012、渝 AN8581、渝 AN8611、渝 AN8590、渝
AN8281、钟旭：渝B901U6、重庆爱星机械有限公司：渝BEX448、重庆澳林机械有限公司：渝A56713、
重庆贝斯特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渝A1A612、重庆奔航物流有限公司：渝AP7019、重庆本智物流有限公
司：渝D0B776、渝D5D729、渝D6E029、渝D8F181、渝D3E789、渝D6J079、渝D5H916、渝D1H526、
渝D2G036、渝D1G709、渝D2H796、重庆博耐美科技有限公司：渝D9Z893、重庆财亿物流有限公
司：渝B21Q76、渝B627Z9、重庆辰牛鑫家具有限公司：渝D7H622、重庆驰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
A7W552、重庆川页运输有限公司：渝A79A25、渝A393C9、渝A116A8、渝B615G6、重庆传财物流
有限公司：渝A1073N、渝AC959Z、重庆创意精锐工艺标识有限公司：渝D2G316、重庆东迅物流有
限公司：渝A5030G、重庆方辉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渝D91S11、重庆高邦物流有限公司：渝D425A9、
渝AV972B、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渝AN3792、重庆冠悦搬家有限公司：渝
AR015J、重庆国富物流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公司：渝 A72790、重庆豪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
A2A105、重庆合贵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 D833K6、重庆华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渝BD6895、渝
A63323、渝AN9796、重庆汇康物流有限公司：渝D57892、重庆惠博门业有限公司：渝D9R006、重庆佳米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AQH838、重庆嘉陵嘉鹏工业有限公司：渝BL3020、重庆交运物流有限公司：渝
AV915C、渝AY685N、渝AD85335、重庆金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渝D5E396、重庆锦华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渝D99023、重庆峻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AE590H、重庆开国机械有限公司：渝B8C232、重庆
酷发物流有限公司：渝D13877、重庆坤峰润滑油销售有限公司：渝A761F9、重庆利建工业有限公司：渝
A258HC、重庆联福物流有限公司：渝AJ385Z、重庆联鑫食品有限公司：渝B132Y7、重庆良盛机械有限公
司：渝B303X9、重庆林柯物流有限公司：渝D15893、渝BY5279、重庆龙涓物流有限公司：渝AN3652、重庆铭
强运输有限公司：渝A69876、重庆品冠物流有限公司：渝A690QM、重庆平川物流有限公司：渝D10600、渝
D25127、渝D68311、渝D35350、渝D68336、渝D68321、渝D68386、渝D68378、渝D26170、渝D68365、

遗失公告 信息发布 电话：15215088569 QQ:2627085728 重庆千里汇物流有限公司：渝D96Q26、重庆乾程富乐物流有限公司：渝BZ0818、重庆庆辰运输服务
有限公司：渝D69913、渝D76759、重庆荣圻物流有限公司：渝A7263N、重庆锐澳工贸有限公司：渝
D795V7、重庆瑞高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AN6233、重庆瑞速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A769AN、渝
A100VK、渝D04498、渝A295XZ、渝AD562P、重庆沙坪坝区瑞荣机械厂：渝A98K76、重庆晟兴速
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7E618、渝D7E905、渝D9E110、渝D8F101、渝D6E298、渝D7F058、渝
D1H790、渝D5H559、渝D7H885、渝D3J661、渝D2J090、渝D20X38、渝D33M56、渝D96Y86、渝
D82T92、渝D223L1、渝A86P09、渝D67Z12、渝D50J79、渝D59Y26、渝D8A499、重庆市迪雅套装
门有限责任公司：渝A5G768、重庆市凤雅铁艺有限公司：渝D05Y58、重庆市金戈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渝D01878、重庆市凝单物流有限公司：渝B58L05、重庆市奇龙工贸有限公司：渝D978L9、重庆市沙
坪坝恒拓摩托车零部件加工厂：渝A1V373、渝A1V335、重庆市沙坪坝区安民摩托车零部件厂：渝
D08J01、重庆市沙坪坝区戈登花卉种植场：渝A156F2、重庆市沙坪坝区瑞和装卸运输部：渝
D76767、重庆市沙坪坝区石花表面加工厂：渝A3Z976、重庆市沙坪坝区信来机械有限公司：渝
A9Z519、重庆市沙坪坝区燕昌物资有限公司：渝B1F881、重庆市圣泽贸易有限公司：渝B5F223、重
庆市西物货运公司第二营业部：渝A03G12、重庆市协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渝BQ5652、重庆市银钢
一通科技有限公司：渝A129W2、渝B07A60、重庆首达物流有限公司：渝A392PN、重庆速驰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渝A9Q681、渝B6F039、渝B8V505、渝A89B12、渝BP2569、渝A86B81、渝A755U5、
渝A91Z69、渝A161A0、渝A390F0、渝A336C3、渝BL1861、渝B20Q09、渝B20Q58、渝B21Q11、
渝B21Q77、渝B28Q07、渝B55G73、渝B21Q26、渝B21Q90、渝B22Q65、渝B26Q07、渝B21Q15、
渝B27Q65、渝B27Q05、渝B23Q75、渝B75Q70、渝B2F661、渝A3S376、渝B129U5、渝B5D323、渝
B0D138、渝B93Q56、渝A617F6、渝A7P822、渝BL3890、渝B77Q27、渝B60K81、渝B35Y61、渝
B27Q16、渝B96Q99、渝B308E5、重庆太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Q5150、渝BS1368、重庆腾凯运
输有限公司：渝A981VZ、渝A638XQ、重庆田伟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渝D0G106、重庆万秋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渝AN8256、重庆稳添物流有限公司：渝A2020U、重庆希望运输有限公司：渝AZ0079、
重庆欣速驰物流有限公司：渝B881U3、渝B859U6、渝B066X0、渝B709Q5、渝B700Q8、渝D13838、
渝D5B122、渝D3D523、渝D7F783、渝D7E316、渝D8E311、渝D2G260、渝D3G979、渝D1J569、重
庆欣稳顺物流有限公司：渝AV810F、重庆雅伯士洁具有限公司：渝A61U72、重庆亿豪机械有限公
司：渝AN6632、重庆优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D7J380、重庆远通联运有限公司：渝A151A2、重庆
云英豪琳科技有限公司：渝A285W0、重庆韵晨金属合金有限公司：渝D720H7、重庆振翰物流有限公
司：渝D04313、重庆正耀物流有限公司：渝AR982X、重庆中集汽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渝BY5113、
渝D571L9、渝D052T9、重庆筑巢鸟床上用品有限公司：渝B7A170、周彬：渝B2E670、周红波：渝
D1J928、周小波：渝A300D8、邹小芬：渝D9F679、左兴旺：渝A552Y2、左尧船：渝D50J15、

▶许函喜
欢参加各种
活动 

▲许函睿（左一）与普京合影

让生活 下来慢慢新闻深阅读03慢新闻·人物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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