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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能科技新建厂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第4号）规定，对重庆塑能科技有限公司塑能科技新建厂房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征求意见公示。
1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http://www.js-eia.cn/proj
ects?publishtype=2；纸质报告书通过重庆塑能科技有限公司查阅
2 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重庆塑能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黄总
13594612255；环评单位：重庆重大环境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联系
人李工，18623568714，邮箱1765781413@qq.com
3征求意见范围：项目周边企业单位及社会群众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表连接：http://www.
js -eia.cn/projects?publishtype=2，填写后发送至联系人邮箱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5月19日至2020年5月22日

重庆塑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公 告

重庆鑫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我中心已多次公告联系你司未果，现再次公告通知你

司，根据征地拆迁补偿政策，你司应得拆迁补偿款384.0417
万元，望你司在2020年5月31日前到我中心签订协议，并配
合办理付款手续。如期未至，我办将依法处置该笔款项。

联系单位：大渡口区征地服务中心
联系人：唐元刚 联系电话：13594143238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平安人寿离职业务员
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谢中华00001850000000002019012068
陈健02000150010180020181104906
冉炳赤00001850010180002019001081
冯情花00001850000000002019157783
文作玲00001850000000002019244401
蒋毅02000150010180020190300334
胡思琪00001850010180002019002484
张雪峰02000150010180020190310067
牟娟00001850000000002019160230
吴智勇00001850010180002019002958
张秦00001850000000002019238884
王刚00001850010180002019000423
韩曦02000150010180020190301040
徐祥00001850000000002019140229
重庆新氟科技有限公司2500吨/年聚全氟乙丙烯

（FEP）及配套四氟乙烯（TFE）节能、环保技术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重庆新氟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承担2500吨/年聚全氟乙丙烯（FEP）及配套四氟乙烯（TFE）
节能、环保技术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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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已在网站http://www.cnjf.com/aspx/
ch/dutylist.aspx?classid=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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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氟科技有限公司
游部长，13224961106，33291648@qq.com，环评单位：重庆环
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付老师，023-62668337

公 告
按照提升城市品质的工作要求。经核查，位于沙坪坝区

三峡广场商圈辖区内的“好吃狗”商铺未经相关职能部门批
准，擅自在公共场所违章搭建建（构）筑物。根据重庆市人民
政府第282号令的相关规定，限期实施强制拆除。

请搭建“好吃狗”商铺的单位或个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日内，请到沙坪坝区渝碚路街道办事处依法接受处理。公
告期满无法确定当事人或当事人未接受处理的，本机关将依
法实施强制拆除。特此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 渝碚路街道办事处
二○二○年五月九日

九龙坡区西彭镇重庆泓源贵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
厂房建设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4号）对九龙坡区西彭镇重庆泓源贵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厂
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征求意见公示。
1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http://www.js-eia.cn/proj
ects?publishtype=2；纸质报告书通过重庆泓源贵报废汽车回收
有限公司查阅
2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重庆泓源贵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联系人
马总18602321118；环评单位：重庆重大环境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工，18623568714，邮箱1765781413@qq.com
3征求意见范围：项目周边企业单位及社会群众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表连接：http://www.
js -eia.cn/projects?publishtype=2，填写后发送至联系人邮箱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5月19日至2020年5月22日

重庆泓源贵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解除劳动关系公告
1、严小刚，男，生于1973.9月，通风队员工，身份证地址，南川
区南城街道办事处万寿村7组，2019.7与公司签订一年期劳
动合同，2019年11月19日起至今无故旷工。
2、韦继书，男，生于1973.3月，采煤队员工，身份证地址，南川
区东城街道办事处三秀村10组91号，2019.3月与公司签订
一年期劳动合同，2020年3月31日起至今无故旷工。
3、杨玉兵，男，生于1973.7月，掘进队员工，身份证地址，南川
区金山镇玉泉村娄家山组，2019.7月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黄珍书，男，生于1974.1月，掘进队员工，身份证地址，南川区
南城街道办事处双河场村1组53号，2019年11月与公司签
订一年期劳动合同。杨文才，男，生于1970.6月，掘进队员
工，身份证地址，南川区南城街道办事处松林居委 7组，
2019.8 与公司签订一年期劳动合同。王定权，男，生于
1968.4月，掘进队员工，身份证地址，南川区中桥村中溪村9
组，2019.7月与公司签订一年期劳动合同。王兴荣，男，生于
1976.7月，掘进队员工，身份证地址，四川省蓬安县群乐乡风
来安村六组。2019年7月与公司签订一年期劳动合同。以
上五人2020年3月6日起至今无故旷工。
以上七名员工因长期无故不上班，无法联系到本人。

重庆市南川宏能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5月20日
债权债务完清公告

重庆市万州创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丰都县名山街
道名山占地移民组团后侧安全边坡防护工程，已于 2018年
11月21日已通过了丰都移民综合开发区开发总公司组织的
验收，合格并已投入运行，现决算审计完成，现告请所有与该
工程项目有关的经济活动单位或个人于2020年6月20日申
报相关债权债务（出示原件并提交欠民工工资及欠材料款的
相关复印件），双方完清其债权债务，逾期视为自动弃权，我
公司不再受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相关经济责任。特此公告
办公地点：重庆市万州区白岩二支路15号 电话：023-58809126
联系人：黄胜：18623460086 丁锡杨 ：18184715019

重庆市万州创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3日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旭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张明利（碚劳人仲案字〔2019〕第1419号）与你单
位因二倍工资差额引起的劳动争议。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与相关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0个工作日内。本委定于2020年8月12日上午9
时在本委仲裁庭（北碚区缙善路100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
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重庆市南川区东部片区水资源配置规划（2018-2030年）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重庆市南川区东部片区水资源配置规
划（2018-2030年）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予以第二次公示。
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
www.cqnc.gov.cn/zwgk_197/fdzdgknr/zdlyxxgk/sthb/
202005/t20200511_7374845.html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规划实施影响的所有公众，
及对本规划实施或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
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连接下载公众意见表（下
载 链 接 ：（http://www.cqnc.gov.cn/zwgk_197/fdzdgknr/zd
lyxxgk/sthb/202005/t20200511_7374845.html）并按要求填写后发
送至规划编制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
方式向规划编制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5月12日-2020年5月25日。
5、联系方式：规划编制单位：重庆市南川区禹光水务投资有限公
司；联系人：曾先生；电话：17729689970。环境影响评价单位：重
庆港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张工；电话：18725795340；邮
箱：1228720923@qq.com。

减资公告：重庆汉坤医疗用品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699266549T)经股
东会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200万元减至50万
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宗虎机械有限公司在重
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璧
山支行的开户许可证，账号：
2101010120010016457 核准号：
J6530067754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李建华，2017年11
月 21 日认购恒大未来城 5-6-
1904 房屋，房款收款 841959.00
元，票据编号n0103680,上述一张
票据因遗失作废，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经重庆瑜煌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9556764719N）股东决定，同意公司
将实收资本减少6000万元，公司股权及注册资本等事
项保持不变。特此公告。2020年5月20日

减资公告
经重庆顺泰铁塔制造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5765943182D）股东决定，同意公司将实
收资本减少12500万元，公司股权及注册资本等事项
保持不变。特此公告。2020年5月20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街道财政所（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125001063587197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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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5
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何敏 联系电话：65311418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街道社会保障服务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1250010605778001X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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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
月15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何敏 联系电话：65311418

25个水库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一期豆腐桥水库水质
达标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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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令 第4号）的要求，本公
司现对25个水库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一期豆腐桥水库水质达标治
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进行第二次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VRrBCZr4WEG60I1cVndVw
提取码：rhk2。
二、征求意见公众范围 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周围公众，包括公民、
法人及其他组织。征求内容为环评相关建议。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及时限 公众可通过链接下载查阅
项目征求意见稿，并通过邮件、传真、电话、信函、来访或填写公
众调查表等方式与建设单位联系和反映。
公众意见提出时限：2020.5.12~5.25
四、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重庆市昌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地
址：重庆市荣昌区盘龙镇，评价机构：重庆中楷工程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联系人：危工，电话：18875278659
25个水库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一期麻雀岩水库水质
达标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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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令 第4号）的要求，本公
司现对25个水库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一期麻雀岩水库水质达标治
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进行第二次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_CI3F7W6NLTdimOpyEQeA
提取码：wcxr。
二、征求意见公众范围 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周围公众，包括公民、
法人及其他组织。征求内容为环评相关建议。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及时限 公众可通过链接下载查阅
项目征求意见稿，并通过邮件、传真、电话、信函、来访或填写公
众调查表等方式与建设单位联系和反映。
公众意见提出时限：2020.5.12~5.25
四、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重庆市昌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地
址：重庆市荣昌区荣隆镇，评价机构：重庆中楷工程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联系人：危工，电话：18875278659
25个水库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一期吊楼子水库水质
达标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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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令 第4号）的要求，本公
司现对25个水库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一期吊楼子水库水质达标治
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进行第二次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x6POs1CsQCvS2MtsNKguA
提取码：pqcq
二、征求意见公众范围 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周围公众，包括公民、
法人及其他组织。征求内容为环评相关建议。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及时限 公众可通过链接下载查阅
项目征求意见稿，并通过邮件、传真、电话、信函、来访或填写公
众调查表等方式与建设单位联系和反映。
公众意见提出时限：2020.5.12~5.25
四、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重庆市昌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地
址：重庆市荣昌区盘龙镇，评价机构：重庆中楷工程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联系人：危工，电话：18875278659
25个水库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一期罗家桥水库水质
达标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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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令 第4号）的要求，本公
司现对25个水库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一期罗家桥水库水质达标治
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进行第二次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7qXuBbloK0wfzMB_FzZA5Q提取码：60dd
二、征求意见公众范围 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周围公众，包括公民、
法人及其他组织。征求内容为环评相关建议。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及时限 公众可通过链接下载查阅
项目征求意见稿，并通过邮件、传真、电话、信函、来访或填写公
众调查表等方式与建设单位联系和反映。
公众意见提出时限：2020.5.12~5.25
四、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重庆市昌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地
址：重庆市荣昌区远觉镇，评价机构：重庆中楷工程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联系人：危工，电话：18875278659

遗失巴南区本骑电脑经营部在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巴
南区龙洲湾支行的开户许可证，账
号：50001113600050214509核准
号：J6530036406201声明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街道社会文化服务中心（挂文化站牌

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6062878097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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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15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何敏 联系电话：65311418

遗失声明
父:彭明国，母:向春燕，孩子彭浩翔遗失出

生证明，性别男，2010年12月3日出生，出生
证号J50019753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肿瘤研究所工会基本
户开户许可证，开户银行平安银行
重 庆 沙 坪 坝 支 行 ，账 号
11000066934001，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530011048302，声明作废。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家惠鲜超市管理（重庆）有限公司：

杨雷（碚劳人仲案字〔2019〕第1350号）与你单位因解除
劳动关系、劳动报酬、二倍工资差额引起的劳动争议，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裁决，
可于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逾期不起诉，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公 告
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计公司”)

需聘请有资质的律师团队为西计公司提供应收账款追
收专项法律服务，有意者请到西计公司领取询价书。
该公告有效时间截止2020年5月23日下午17:00时。

联系人:鲁先生 联系电话:13883353285
重庆市永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重庆博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机关受理张明华申请的工伤认定一案后，已于2020年4月
30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永川人社伤险认字〔2020〕456
号），认定张明华2019年5月24日在你单位劳务分包的合安
高速公路土建三标桥梁下部结构项目所涉的重庆市合川区
隆兴镇的桥梁下部结构结构工程工地上班时受伤。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上述认定工伤决定书，公告期限为60日，
期满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决定，可在上述认定工伤决定书
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永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也可在60日内向永川区人民政府或上一级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申请行政复议。 2020年5月19日

●遗失潘城保险执业证66050300193192声明作废●遗失唐熙淋保险执业证66050300192110声明作废●遗失曾亦潇保险执业证66050300192111声明作废●遗失周乐凤保险执业证66050300191891声明作废●遗失刘万那保险执业证66050300193189声明作废

重庆亚润涂料有限公司
招聘真石漆销售业务员
电话13508381217

招
聘

拍卖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根据《拍卖法》相关规定，对以下标的按现
状公开拍卖。
一、拍卖时间、地点：2020年05月28日10时00分，重庆旅游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重庆市江北区北滨一路526号）
二 、拍 卖 标 的 ：1. 车 牌 为 渝 AGJ345 丰 田 凯 美 瑞
GTM7240GB轿车一辆，评估价5万元，保证金1万元；2. 车
牌为渝AEN015大众帕萨特SVW7183SJD轿车一辆，评估
价3.3万元，保证金0.66万元；3. 车牌为渝AFB468大众帕萨
特SVW7183SJD轿车一辆，评估价3万元，保证金0.6万元；
4. 车牌为渝ARZ137别克SGM6527AT商务车一辆，评估价
2.8万元，保证金0.56万元。
三、特别说明：车辆涉及的欠费（包括但不限于违章罚款、滞
纳金等）及过户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四、车辆展示：2020年05月22日-05月26日，重庆市江北区
北滨一路526号。
五、竞买手续：竞买人于05月27日12时前交纳足额的竞买
保证金至指定帐户并持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报名时收取资料费100元。逾期不予办理。报名地址：重庆
市渝北区东湖南路40号力帆时代2-704。详情请向我公司咨
询，并以我公司拍卖资料为准。联系电话：400-809-6672。

重庆乾德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05月20日

●普顺公司渝BM6068营运证500115045923,渝
BP0863营运证500115045142遗失作废●宝顺物流有限公司渝BS9309（500110054779 ）渝
BS9178（500110054203）渝BS5168（500110077167）
营运证声明作废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区分公司贝迪营业厅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000500034728，声明作废●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联通网苑南坪快乐
直营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230000390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启恒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110MA5URW876L）经股东会研究
决定拟将注册资本金由500万元整减资为100万元
整。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自公告发布45日
内向本公司申请债权并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王福 你好！
就你车牌渝DT1089于2019年9月30日在贵州铜仁发生的交通
事故产生的修理费，铜仁市碧江区正通修理厂合法向你和圣图公
司追讨，但你置之不理一直未支付，造成车辆停运。现公司已为
你先行垫付所有修理费。登报之日起10日内到公司支付费用。
否则圣图公司可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向你合法追偿。

减资公告：经重庆五澜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RGX472）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20万元减少到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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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20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沃尊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MA5U6Y5D7X）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20万元减少到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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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20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瑞徕农业股份合作社（以下简称

“本专业合作社”）2020年5月18日全体成员决定，本专业合作
社决定解散，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四十三条之规定，请债
权人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专业合作社申报
债权，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何周维

●遗失韩从容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证书
编号：090206009586，特此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涛缘服装经营部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500383200026309)，声明作废。●遗失杨文重庆市行政执法证（编号202050018）声明作废●重庆友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重庆潼南蔬
菜批发物流市场有限公司开具的房屋保证金收据（号
码8025912、8025908、3004537）声明作废。●遗失2011-3-10发罗夕元营业执照正本500382600059810作废●陈梅遗失重庆葛洲坝融创深达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1号-C14-
2-1）商铺保证金收据，编号0001711，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遗失汤小燕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90202095作废●遗失陈从江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083513作废●遗失徐小军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0000202019001221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力源三星运输有限公司渝C78558营运证作废● 潘 存 存 ， 二 代 身 份 证 号
522601199405260833遗失,声明作废。●遗失忠县桃子小吃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编号JY2500233006661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大足区粮食总公司在工商银行永川大足支
行营业室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4488502声明作废●董文刚、彭红夫妇之子（董成龙）遗失重
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院的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R500008406）声明作废。●遗失庞林巧、邹恰飞之子邹镇春2008年6月6日在永川区
集嫒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I50003452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菲尔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2391072788）声明作废●遗失林家泺出生证，编号C500999999，声明作废●遗失2019.4.18核发的梁平县儒雅教学用品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86889206809 声明作废●重庆福农达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工行重庆綦江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3100083109200049721核准号J6530060401902声明作废●遗失中建钢构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遗失吴贵红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JY25001120104841作废●遗失重庆丽格新能源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一枚作废●遗失2019.8.21发朱彩凤营业执照92500103MA60H5311P正本作废●遗失代松桃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JY25001100094763作废●杨茂林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201709遗失补办●谢家元遗失建设位置为开县新城兴合占地移民安置区A054#
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编码：镇安编号2009005号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航禾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000MA5U61K22N）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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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20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亿姿妍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000MA606JRF71）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少到2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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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20日

遗失重庆旺高物流有限公司车牌号渝D13778营运证声明作废。重庆川镇物流有限公司渝BX5005营
运证遗失。祥宝公司渝A95018营运证500110047826渝A99527营运证500110047994呀遗失。重庆
学 友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渝 D29283 车 架 号 LZFF31X60JD048025 商 业 险 保 单 号
PQEL201941010000000169商业险保单遗失。胜丰公司渝BV9526营运证500110046213遗失作废。
重庆籍力物流有限公司渝D93890 营运证 500110096588 遗失作废。丰祥公司渝D61621 营运证
500110105237遗失作废。东美公司渝D23791营运证500110092937遗失作废。重庆美成物流有限公
司渝D79350营运证500110088364渝D44659营运证500110088358遗失作废。鑫金公司渝BU6523
营运证500110036619作废。重庆金元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110009905遗失作废。
重庆睿目物流有限公司渝B5A172营运证500110068355遗失作废。锦龙公司渝D8802挂营运证
500110081742渝BR2653营运证号500110018117渝BR7573营运证500110016304遗失。顺雅宏公
司渝D46346营运证500227013052遗失。丰圣公司渝D05270营运证500110088694遗失作废。

遗失“丰都县移民局”(中国农业银
行丰都县支行高镇营业所)开户许
可 证 两 份 ， 核 准 号 ：
Z6694000037701 和
Z6694000037601，作废。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第十建筑工程有限
公 司 发 票 专 用 章 一 枚 ，编 号
5003834012394、合同专用章一枚，
编号5003834057294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肌肉兄弟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600HYC95）股
东会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整减至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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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
队车辆管理所遗失非税收入一般缴款
书 2 张 ，批 次 号 2015，票 号
004925034、00490517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千亿嘉广告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编
号5001057101146、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
5001057101147、发票专用章一枚，编号
5001057101148、合同专用章一枚，编号
5001057110708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凯歌之王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赵洁、贾春兰、蒋保宁、陈科与你（单位）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计时计件工资、加班加点工资争议一案，
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20〕第1157-1160号。因无法直
接送达和邮寄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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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上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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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20日

●遗失重庆庆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
5001038044002、合同专用章一枚，编号5001035013742作废●遗失重庆汇百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编号
5001001107285、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5001101107286作废●遗失重庆百星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印章备
案回执（公章编号5002278001317）作废●遗失邹雨轩出生医学证明编号H500228169作废●遗失唐雪出生医学证明编号H500099894作废●遗失杨海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JY25001090003785作废●遗失重庆青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5003847023429印章备案回执作废●遗失重庆曾老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印章备案
回执单，编号50011220171127048声明作废●遗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浩宇副食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JY15002400052093作废● 遗 失 云 阳 县 波 尔 山 羊 养 殖 场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500235573439176、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573439176作废●遗失:2019年05月16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别祖惠《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5UP0LT0R，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盼微苗木种植场《税务登记证》正
本（税号500113053200778）声明作废●西南大学现代经济管理1998年毕业生闫圣遗
失毕业生证书原件，编号：980300307，声明作废●邹紫阳遗失重庆工商大学就业协书，编号20200003921，声明作废●重庆弘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税号91500112MA60RNGC8F )
遗失税控设备税务UKey，编号667900926752声明作废

遗 失 彭 小 勇《执 业 医 师 资 格 证 书》证 号 ：
20085011051232419790226631X；《执业医师执
业证书》证号：110500230000391，声明作废
遗失两江新区喻氏餐馆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正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JY25003590079648声明作废

对于南岸区南坪街道市场监管所的执
法人员来说，每天的工作都充满着挑战。
近日，记者从南岸区市场监管局获悉，近年
来，执法人员们有一个同感，消费者的维权
意识逐年提高。

据记者走访了解，南坪街道市场监管
所服务管辖面积约4.25平方公里，截至目
前，辖区内共设立登记各类市场主体
26485 户，其中企业占 13726 户、个体
12759户。该所所长郑洪伟告诉记者，服务
管辖的各类市场主体当中，主要以传统商
贸企业为主，新型电子商务、科技类企业近
年随之增多，辖区内目前没有生产型企业。

“今年一季度的消费者投诉举报量，相

比往年有所上升。”郑洪伟告诉记者，尤其
今年五一节期间，该所受理消费者投诉举
报40余件，这数量较之往年明显提升2倍
以上。他和同事们感受到，消费者的维权
意识在逐年增强。

“大多数时候，执法人员都会站在消费
者的角度想问题，只要消费者和商家提出
的问题合法合规，经过执法人员协调，多数
时候都能和解或达成一致意见。”郑洪伟
说，但在调解过程中，也会突发一些意想不
到的状况。

记者从南坪街道了解到，该街道曾收
获全国和谐邻里建设街道、全国“残疾人之
家”、重庆市文明街道等荣誉称号，这其中，

就包含着南坪街道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贡
献的一份力。

该所副所长刘南君是所里为数不多的
80后，军人转业的他，在岗位上的体验很
深，他说，基层执法人员的责任很重，要想
办事事半功倍，最主要是要养成一种刚柔
并济的处事能力。据记者了解，疫情期间，
该所无人休息，全员投入到防疫一线。

在刘南君办公桌上，记者看到厚厚的
文件夹，里面装着食品、药品、医疗器械方
面的监督意见书、责令整改书等。刘南君
说，近来，每次出门，都要带上它们。因为
大家的辛勤付出，现在商户跟执法人员的
配合度明显增加，大多数商户都能做到积

极配合执法。
“让老百姓的菜篮子更干净，生活更安

全，让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更好保障。”刘南
君说，这是所里同事们共同奋斗的方向，希
望通过努力获得大家的认可和鼓励。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琅 摄
影报道

南坪街道市场监管所：
最大程度为消费者争取权益

“我表扬一下642线的女司机，看到行
动不便的人，不但没有一点不耐烦，还专门
下车去扶她，我把照片拍下来专门来路队
表扬一下她，目的是想给她说，这个世界因
为有他们的付出，才会这么温暖。”昨日下
午3点，交通开投公交集团两江公交642
线调度室迎来一位姓郭的乘客，她希望路
队能把这份感谢转达那位温暖了一车人的
女驾驶员。

因为天气炎热，郭阿姨坐下歇了口气
才道出事情的原委。

老人乘车
女司机下车搀扶

郭阿姨告诉调度室的工作人员，前日

下午1：40左右，她乘坐642路公交车从出
口加工区前往空港工职学院，在四号桥公
交车站时，站台上出现了一位老人，看样子
起码有80来岁。

“老人家，您上车吗？”女驾驶员朝着站
台问。

“要上。”透过车窗往外看，郭阿姨看
到，站台上的老人一手拿着拐杖，一手拿着
一个蓝色的手提袋，对于行动本来就不方
便的她来说，上车有些费力。

正在她思索着怎么上车时，女驾驶员
把刹车拉好，从驾驶室钻了出去。下车后，
一边用手扶着她上车，一边还给老人说：

“老人家，您慢点，坐好了我再起步。”
郭阿姨说，那位老人手上不空，上车

后，驾驶员帮她找了个座位坐下，一直叮嘱
老人，到站后再站起来。

热心拍照
感谢给予感动的人

车辆到了终点站，老人要下车了，女驾
驶员又从驾驶室钻出来，将行动不便的老
人扶下车。这时，坐在后车门旁的郭阿姨，
把女驾驶员扶人下车的一幕拍了下来。

经过调度辨认，扶人的是一位叫黄凤
的公交驾驶员。等到黄凤回到调度室，郭
阿姨一眼便认出了黄凤：“对头，就是这个
妹儿，心地善良，我过来表扬她，是希望她
这样的行为能够感动更多的人。”

面对乘客的表扬，黄凤反而有些不好
意思。

黄凤告诉记者，平时在路上遇到不方
便上下车的乘客，都会帮一把。没想到还
有人专程到调度室表扬，她也很
意外，“举手之劳，不足挂齿。但
是真的很感谢郭阿姨的用心，以
后我也会在自己的岗位上，把这
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要让年轻人的热心有回应，
这个世界才会越来越温暖。”郭阿
姨离开调度室前，也说出了自己
的感动与初衷。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渝凤 郭阿姨供图

感谢给予全车感动的女司机

乘客记录暖心瞬间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钱也）昨日，重庆各地持续晴好天
气。上午11时，沙坪坝、江津、永川、荣
昌、潼南气温已超31℃，最热的潼南直逼
34℃。

市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到夜间，中
东部雷雨或阵雨，雨量中雨到大雨，局地
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阵
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阵雨。

专家提醒，本次过程中西部东南部
地区雨量较大，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
发的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部分
地区将出现雷电，局地有阵性大风、冰雹
等强对流天气，请市民注意防范。

天气预报
今天：各地雷雨或阵雨，雨量大部地

区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
有短时强降水和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大部分地区气温 17～31℃，城口及
东南部 16～28℃；主城区：大雨转阵雨，
22～30℃。

明天：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阵雨转
多云，其余地区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
16～31℃，城口及东南部15～30℃；主城
区：阵雨转多云，22～29℃。

强对流天气来袭
市民注意防范

▲慢慢下车，车上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反
而大家都很感动。

▲驾驶员黄凤在老人下车时搀扶她

▲执法人员日常奔走在南坪街道超市、药
房、农贸市场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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