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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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顺凤02000150011880020180300270
蒋小娟00001850000000002019080980
张世海00001850000000002019091677
于进丹02000150011880020190400886
邱 庆02000150011880020190400878
徐太鹏02000150011880020190100980
秦久燕02000150011880020171001558
吴小燕00001850000000002019025977
蒋晓兰00001850000000002019124404
刘 丰00001850010000002019001016
钟传清00001850000000002019229269
韦 玲00001850000000002019249243
李 霞00001850000000002019212591
姚洪连02000150011880020180700827
鲁布连02000150000080002013288396
苏彭娟02000150011880020190305977
徐兴琼00001850000000002019124599
陈善莲00001850010000002019003670
覃洪慧00001850000000002019229277
康厚友00001850010000002019000562

巨冬梅00001850010000002019000968
杨本平00001850000000002019006364
杜凤琴00001850000000002019056027
秦 莉02000150011880020170903340
郑 军00001850000000002019118115
汪丹丹00001850000000002019228516
彭 倩02000150011880020181204410
李 明00001850000000002019025784
朱丽萍02000150011880020171200299
钟亚兰00001850000000002019026036
邓文红00001850000000002019225499
杨小平00001850010000002019002450
骆孝正00001850000000002019124236
周婷02000150011880020190301728
李开兵00001850000000002019231384
黄玉冬00001850000000002019118004
黄良武02000150011880020180302592
杨德华02000150011880020190300810
邓先碧02000150011880020171202879
晏理鲜00001850000000002019048911

蒋体贵00001850000000002019104706
陈德雯00001850000000002019242750
童青玉00001850010000002020003086
周刘勇00001850000000002019189985
李美琳00001850000000002019232682
唐海波00001850010000002019002636
李川东00001850010000002019003389
苏道容00001850010000002019000819
凡 梅02000150011880020181002152
林 霞00001850000000002019086964
张凤茹00001850010000002019004068
曾平源00001850000000002019108269
王华春00001850010000002019001733
杨 涛00001850000000002019084918
杨 贇00001850010000002019002142
刘 远00001850000000002019217667
戴 伟00001850000000002019180214
黄定东00001850010000002019000917
陈星羽00001850010000002019001400
胡春平0000185001000000201900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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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燕00001850010000002019005559
彭书敏02000150011880020181001264
唐献富00001850010000002019000499
黎中玲02000150011880020190301146
周 玲00001850000000002019208528
唐华菊00001850000000002019208577
杨和艳00001850000000002019112642
张成宇00001850000000002019231376
蒋 鹏00001850000000002019055858
李 瑞00001850000000002019088996
熊道斌00001850000000002019164039
刘云祥00001850000000002019187490
吴润琴00001850000000002019203696
龙小娟00001850000000002019124197
李行足00001850010000002019004806
李 萍02000150011880020180701434
李 芳00001850000000002019172637

张小芳00001850000000002019190863
罗 莉00001850000000002019180319
杨世兰00001850010000002019000474
杨万会02000150011880020180602456
赵 莉00001850000000002019093558
龚玉梅00001850000000002019124156
陈 强00001850000000002019151690
袁长波00001850010000002019003006
李 琴00001850000000002019093540
杨孝羲00001850000000002019245654
宋祥学00001850000000002019235757
黄廷国00001850000000002019198829
鲍 冯00001850010000002019002263
李嫣然00001850000000002019206070
闫淑章00001850000000002019238212
杨 平00001850010000002019002175
周成亚00001850010000002019000691

唐大琼00001850010300002019003536
张永平02000150011880020181103091
叶嗣玲02000150011880020190304458
王 博02000150011880020190304431
陈定刚00001850000000002019210071
詹 琴00001850000000002019180280
张 浩00001850010000002019001153
赵显玲00001850000000002019243781
李国文00001850010000002019000771
彭 波00001850010000002019000984
张 斌00001850010000002019004025
曹树珍00001850010000002020001066
李中其00001850000000002019045930
李建华00001850010000002019003233
李林林00001850010000002019004349
李 星00001850000000002019228508
蒋首雨000018500100000020190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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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明平02000150011880020190300334
姚小勤00001850000000002019187192
刘高全02000150011880020170902285
李文峰00001850000000002019229156
管秋曲02000150011880020181203724
李维翠00001850000000002019198923
肖中亮00001850010000002019002271
高洪琪00001850000000002019063962
刘 霜02000150011880020171204399
莫成容00001850010000002019003428
冷大川00001850010000002019000345
张 月02000150011880020190302807
唐 鹏00001850000000002019240310
李天静00001850000000002019118287
杨 娟00001850000000002019026168
邱金江00001850000000002019117655
郑周强00001850010000002019003715

张兴碧00001850010000002019004687
康中兰00001850000000002019212261
王家华00001850000000002019233763
郑显华00001850010000002019001848
黄玉珍02000150011880020180401976
谢小霞02000150011880020190400860
赵小芬00001850000000002019220751
蔡永杰02000150011880020190304503
李本勇00001850000000002019182935
黄 河00001850010000002019004558
邹兴婷00001850000000002019198804
黄文娟00001850010000002019003688
蒋尔奎02000150011880020180402643
阳 杨00001850000000002019100764
廖淑强00001850000000002019247367
谢均强00001850010000002019002749
杨世容00001850000000002019220698

杨贤秀00001850010000002019002087
黄常琴00001850010000002019004404
彭勇军02000150011880020180600797
张德桥02000150000080002015217834
李 玲00001850000000002019059652
李显凤00001850000000002019222648
陈桂红00001850010000002019004783
杨进书00001850010000002019003268
阳 明02000150011880020180702837
金 燕00001850000000002019036759
唐安珍00001850000000002019238157
覃绍容00001850010000002019004381
刘小梅00001850000000002019217554
陈 倩00001850000000002019238253
皮生芳00001850000000002019160762
唐岐梅00001850000000002019090805
张学英00001850000000002019184810

遗失重庆市渝北区恩玲农家乐增值税
普通发票 发票代码 050001700107
发 票 号 码 55460501- 55460525 ，
55460601-55460700声明作废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重庆白涛化工园区热电联产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承担重庆白涛化工园区热电联产项目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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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fon.com.cn/khyfw/mlxz/index.shtml
上发布，如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
询。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工作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
反映与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联系人，杨老师 电话15223830953 邮箱466563017@qq.com。

●遗失彭水县龙洞山庄公章一枚，编
号：5002435004376声明作废●遗失彭水县知心网咖网吧公章一
枚，编号：500243500290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华秀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上海支路店(注册号500101300027544)投资人决定，
本公司拟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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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内到本企业申请债权。联
系人：冯艳联系电话13996555490。2020年5月21日

张蓉遗失位于重庆云欧产业有限公司的
购房收据两张如下：票号0092153，金额
为 245037 元；票号 0092154，金额为
10948.91元，现声明作废。

比选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一次性医用口罩比

选采购，需求数量：4万只。请具有一类医疗器械及以上销售
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20年5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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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室报名。
联 系 人：梁老师；联系电话：62923675
报名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重庆昌琛希科技有限公司遗失2019年10月
1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5MA60JEKU29）作废
重庆旺琛富科技有限公司遗失2019年10月
1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00105MA60JEJ6XH）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鲜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000MA60X9HW2J）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1200万元减少到4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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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减资公告：重庆首邦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0059889641Q）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
定拟将注册资本由1000万整减资为50万元整。根
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自公告发布45日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并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王福_就你挂靠圣图公司车牌渝DT1098/渝D3X19挂，
2019 年 8 月 11 日在贵州省思南县发生渝 DT1098/渝
D3X19的单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现圣图公司为你垫付了修
理和施救等相关费用，费用以微信，短信的形式发送给你，
请核对。逾期未核对费用所产生的不利后果由你自行承担。
请于登报之日起10日内与公司协商支付相关费用事宜。

●遗失：重庆绸厂友谊经营部2005年08月25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一枚。注册号5001121901149●遗失：重庆绸厂丝绸销售部2005年08月30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一枚。注册号90350604●遗失：重庆绸厂服装经营部2001年11月06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一枚。注册号5001121901148●遗失：重庆绸厂丝绸销售部2008年08月25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及公章一枚。注册号500112190376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务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1MA60BAP8X3 )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减少注册资
本2990万元，即将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按
《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
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人:陈务友 电话: 17782379096

重庆务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B 航站楼、第四跑道及
配套设施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受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了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B 航站楼、第四跑道及配套设施建设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为使社会各界更了解该项目的建设内容、环境影
响评价程序和内容，现将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B 航站楼、第四跑道
及配套设施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1.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欢迎
关注本项目的单位和个人在公示之后到从网站下载重庆江北国际
机场 T3B 航站楼、第四跑道及配套设施建设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下载地址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PSuXxOy2PJYWAhHOkryYHw；提取码请向建设单位与
环评单位索取。公众还可通过电话、电子邮箱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
环评单位索取纸质报告书。调查表下载链接：https://pan.bai du.
com/s/1_ErbLSTaUQpjcnZZMGEpcg 提取码：tk9v。
建设单位：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杰 联系电话：
67153711，环 评 单 位 ：重 庆 后 科 环 保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李 工
15923044912，149147187@qq.com
2.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影响的所有公众，及对本
项目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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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并
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或电话向建
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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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至2019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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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
//mp.weixin.qq.com/s/d2i-eZCdka6ox6tLUYw1z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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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工，
584066707@qq.com，18580685009。

重庆太富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经重庆墨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607XK2X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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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2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林琴英生态林木种植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5MA5U70UN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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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西南农业大学科技开发公司种苗分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91910569作废●遗失西南农业大学科技开发公司商贸分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91910568作废
●遗失重庆市南川区民政局2016年6月30日核发的重庆市南
川区永福人家休闲养老中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人）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19331719562Y，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川区永福人家休闲养老中心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玉和祥珠宝不慎将重庆沙坪坝万
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
多经履约保证金，票号：0002184，
金额：28000元；多经质量保证金
10000元，票号：0002185，以上收
据遗失，声明作废。

公 告
重庆健尔康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贵司承租的渝北区
宝圣湖街道玉石路258号办公楼高栋楼5至6楼房
屋，因面临政府拆迁，现通知贵司：自公告之日起，双
方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解除。请贵司在10日
内将承租房屋内的物品取回、将房屋交还本公司，逾
期视为贵司放弃这些物品的所有权，交由拆迁部门
作为丢弃物处置，我司自行收回房屋。并请贵公司
立即向本公司支付自2019年5月1日起至本通知发
出之日起的租金，结清管理费、水电费等各项费用。
重庆金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康乐制药有限公司羟基喹啉及莫沙必利
中间体生产线项目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重庆康乐制药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承担重庆康乐制药有限公司羟基喹啉及莫沙必利中间体生
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现该报告的征求意见
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向公
众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uGtLsNg5iUa8p28bGpyDA
提取码：fpvt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实施影响的所有公
众（主要是项目周边5km范围内公众）及对本工程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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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表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
箱，也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向建设单位
或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索取纸质报告和实名反馈相关意见。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即日起。（不少于5个工作日）
5、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庆康乐制药有限公司；联系人：蔡
工；电话17353291155 ；邮箱：czw516@163.com。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系人：
王工；电话：023-68606368；邮箱：37333395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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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途公司渝D92798营运证 500224012438 遗失作
废。重庆市万盛区渝南公路运输有限公司渝BR1397
营运证 500110093139 遗失作废。王立芳车牌渝
BN8003营运证500110028614遗失作废。凯富公司
渝D30367营运证500110103572遗失作废。重庆华
旭物流有限公司渝BR3862营运证500110014295遗
失作废。富存公司渝D61387营运证500115058324
遗失。万盛区文桃长寿分公司渝B1616挂营运证
500115064745遗失作废。鼎峰公司渝BN9861营运
证 500110003507 渝 B7228 挂 营 运 证
500110003501遗失作废。顺永公司渝BQ2361营运
证 500110027413 遗失作废。鸣通万盛分公司渝
BZ9759营运证500110065080遗失。重庆福锦物流
有限公司渝BU5791营运证遗失作废。拓金公司渝
BU7907营运证500110051065遗失作废。重庆鼎创
物流有限公司渝D69703营运证 500381026751 渝
D10225营运证500381026749遗失作废。加财公司
渝BY8150营运证500222046849遗失。

●李丹遗失护士执业证书，证书编
号201350005116，声明作废●遗失2016.4.11核发的重庆市渝北区苇畅野生动物养殖场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5EHG84声明作废●重庆瑰锡医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商行荣昌支行观胜分理处
开户许可证,账号1915010120010001123核准号J6530084777001作废●遗失重庆朝显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
执，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68198835）声明作废●重庆市亿伍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工行两路支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3100086109024597906核准号J65300410234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首度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未经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编号
500103000087019)，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09000087019)声明作废●遗失个体工商户唐义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编号：JY25001070216005，声明作废●遗失声明：罗剑聪施工员证遗失，证
书编号：渝131100109339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彬华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1
份，编码（50011220150506035），声明作废。●经济技术开发区畅速汽车维修服务部刻章证明遗失声明作废●遗失石中元退休证510202195110205936作废●遗失王俪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500155898声明作废● 重庆中基恒业电子产品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嘉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开具的租房押金收据，编号 NO 0024703金额80522.10元作废●遗失奉节县川鄂电子产品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2362004184声明作废●遗失南岸区迎龙镇大坪村大坪组李平仲2010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证件编号CQ080609010262，声明作废●遗失赵奇越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03MA5YUQA13K作废●遗失夏梓豪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51816作废●遗失重庆君贝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章一枚作废●遗失大渡口小南海梅洪机械厂营业执照
正副本500104600202090作废●遗失丰都熊亚东中医诊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
本，登记号：PDY860749500230217D212作废●遗失2018.9.4发重庆市渝权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602MEN6M作废●遗失奉节县苏绪眉副食经营部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500236600191192作废●遗失钱天阔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6600226652作废●遗失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上坝村卫生室公章一枚作废●张正生遗失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编号渝建安B（2012）0001574作废●遗失父亲毛建国、母亲王艳艳之子毛明瑞于2017.7.25在
永川区集媛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R500113713作废●遗失章经纬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JY25001120123111作废●陈佳义遗失川外重庆南方翻译学院大学
学生证，证号：1815050101，声明作废。●蒋杰遗失医师执业证书，证书编码
12033018100012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城口县康秋木炭生产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00229700297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林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05704073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游来游去文化旅游发
展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05305259566M ，拟将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
减少为50万元。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到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20年5月21日
重庆市荣昌区畅吉建材有限公司岚峰石厂改扩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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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现对岚峰石厂改扩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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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Cby4u24mA8rroM31-
G7fw 提取码：9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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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20~6.2
四、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重庆市荣昌区畅吉建材有限公司，建
设地址：重庆市荣昌区双河镇岚峰村，评价机构：重庆中楷工程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系人：陈老师 电话：15683140440

重庆市荣昌区畅吉建材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个人独资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铭心发
型设计室(注册号:5001012000258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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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

弃婴（儿童）、身份疑难人员寻亲公告
1.姓名：汪红（养父取）女 18岁

被捡拾情况：渝北区兴隆镇村民汪清友同村村
民在福建省长龙市古槐医院前路口捡拾一女
婴，捡拾时包裹内有一张纸条写有日期“2002
年12月15日”，无其他信息；汪清友抱养回家
抚养至今。

2.姓名：陈诗颖（养母取）女 约5岁
被捡拾情况：2015年8月10日，渝北区龙兴镇
陈伦利在重庆市渝北区第二人民医院附近捡拾
一名女婴，衣服内有一张字条写有“出生日期
2015.08.08”，无其他信息；陈伦利捡拾回家抚
养至今。

3.姓名：曹炼（养父取）女 约6岁
被捡拾情况：2014年8月9日渝北区兴隆镇曹
兴友驾驶出租车路经重庆市南岸区南山路段工
商学院后门公路边草坪时听见婴儿哭，婴儿随
身无其他信息；曹兴友久等无人认领，遂带回家
抚养至今。

4.姓名：罗佳欣（养母取）女 约4岁
被捡拾情况：2016年11月21日渝北区洛碛镇
皮俊卿在贵州六盘水三夏村垃圾桶旁捡拾一
名女婴，无其他信息，遂带回家抚养至今。

此寻亲公告有效期为30个工作日，公示时
间截止后若无人认领将依法安置。

联系人：渝北区救助管理站，
联系电话：023-67824051，地址：渝北区汉渝路76号。

明日（本周五）下午3点，第四节中国
（卢作孚）民营经济学院·云课堂《加快发展
智能制造 推动重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正
式开讲，课程采用视频录播理论教学+课后
师生实时互动的形式，由重庆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智能化处副处长王逸飞传授。

本期课程通过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上游
新闻·渝商微课直播平台进行实况播出，授
课总时长为30分钟。授课结束后，授课嘉

宾将通过微信互动群与学员进行30分钟
的实时互动，参与互动的学员可通过文字
形式向讲师提问，主讲人将及时为各位学
员答疑解惑。敬请广大重庆市中小企业主

及员工在线关注参与。
在本期课程中，主讲人将紧紧围绕主题，

详细讲述全球智能制造发展历程、重庆智能
制造的实施情况、重庆市发展智能制造的实

施方案、重庆市推进工业互联网发
展若干政策解读、符合政策支持条
件和补助标准的相关项目申报实
操等多方面的知识和内容。

中国(卢作孚)民营经济学
院打造优秀民营企业家摇篮

中国(卢作孚)民营经济学院，
于2019年4月29日揭牌成立，由
重庆市工商联、北碚区人民政府
和西南大学联合创办，是全国第
一所省级、西部首个民营经济学
院，着力打造高端人才培训基地
和培养优秀民营企业家的摇篮。

学院针对企业推出面向中高
层管理人员及基层员工的整体培
训课程体系。课程体系以着重解
决管理中的实际问题为目的，通
过系统的培训切实提高企业中高
层管理人员的企业家精神素养、
企业发展战略能力、企业管理水

平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以适应社会经济
发展新形势，实现管理现代化，提升企业执
行力的实际需要。

一、课程预告：
课题：《加快发展智能制造 推动重庆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主讲人：王逸飞（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智能化处副处长）
授课时间：5月 22 日（本周五）15:

00～15:30
互动时间：5 月 22 日（本周五）15:

30～16:00
二、特别提示：
授课地址：请扫

描右方二维码进入
直播间

互动地址：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工
作人员微信，邀请进入云课堂互动群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牛科

《加快发展智能制造 推动重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卢作孚）民营经济学院·云课堂明日开讲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钱也）市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
到夜间，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阵雨转
阴天，其余地区阴天间多云。

天气预报

21日白天：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
阵雨转阴天，其余地区阴天间多云，大
部分地区气温17～31℃；主城区：阵雨
转阴天，23～29℃。

21日夜间到22日白天：各地多云间
阴天，局地有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16～
33℃；主城区：多云间阴天，23～32℃。

短暂降温阳光逐步回归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昨天是5月20日，谐音“520”意味着

“我爱你”。上午，交通开投公交集团两江
公交赛利分公司的员工们以一朵玫瑰花
为载体，向那些奋战在一线、为城市建设
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献上一朵玫瑰花。

在空港新城公交站场，调度员李永琴
拿着一朵玫瑰送给了刚刚回到车站的女
驾驶员李黎，“520要有好心情，祝你每天
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李永琴向李黎送
上温馨的祝福。

接过花的李黎一路小跑，把这朵还有
淡淡芬芳的玫瑰送给了正在打扫卫生的
女环卫工。“大姐，祝你每天都开心。”环卫
大姐激动得不知如何表达，嘴里不停地说
着“谢谢谢谢，我还要过节啊！”

为了传递这份特殊的爱，李黎把丈夫
朱东也游说到了送花的行列中来。在空
港新城公交站场，朱东将玫瑰送给一位老
人家，还有年轻的乘客和刚上幼儿园的小
朋友，“平时，他们坐车多，我们表达感激
也是应该的。”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王渝凤 摄影报道

巴南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昨日排队领
红本本的新人多于往常。5月20日谐音

“我爱你”，部分新人认为，在这一天领取红
本本，寓意幸福甜蜜。

截止昨日13时，该婚姻登记处领证新
人已超200对，而待办的新人也在百对以
上。工作人员透露，清晨6时左右，就有几
十对新人在大厅外排队取号了。

为让新人们感到幸福舒适，婚姻登记
处提供了免费打印、手机充电、志愿者颁证
等人性化服务。

此外，婚姻登记处还特地引进了婚姻
登记照自助拍摄项目，不收取任何费用。
记者在大厅看到，自助拍摄机旁有工作人
员引导新人操作，“抬头看前方，两人肩部
靠拢，面带微笑……”现场工作人员当起了
临时摄影师。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琅 摄
影报道

特别的玫瑰
献给特别的你

特别的日子
嫁娶特别的你

▲新人有序办理手续

◀自助拍
婚姻登记
照便捷

◀幸福
的模样

▲昨日新人登记结婚的数量多于往常

▶玫瑰
送给环
卫工人

▶鲜花
送给乘
客

▶杜师
傅拿到
鲜花很
感慨

520
▲玫瑰代表特别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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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第2020092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0年5月20日

基本号码
30 02 18 27 24 20 05

特别号码
29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20040期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009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5 9 9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009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5 9 9 8 0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0年5月20日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2003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1 05 15 22 31+02 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