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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巴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关于确定违法建筑当事人的公告

渝规限拆巴南字[2020]第01号
经查，位于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其龙村四社修建的建(构)

筑物(附图详见李家沱街道公示栏)，未经规划许可，根据《重
庆市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属于违法建筑。
因本机关无法确定违法建筑当事人，现发布公告，公告时间为
十日。请该违法建筑当事人在2020年6月5日前，到本机关
进行登记确认进行陈述申辩并接受处理；逾期未登记确认、陈
述申辩并接受处理的，将由巴南区人民政府根据《重庆市城乡
规划条例》第九十四条第三款和《重庆市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
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对该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特此公告
联系人:陈华 联系电话: 62859358
联系地址:巴南区花溪街道民主新街十栋206

重庆市巴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5月26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惠民街道财政所依据《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
请注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5月
27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韶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硅胶制品及塑胶制品生产”项
目环评征求意见公示

1、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为：http://
www.bishan.ccoo.cn/forum/thread-9550326-1-1.html。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建设单位“重庆韶光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联系电话：陈老师13883835459）”均可查阅；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边企业单位及群众；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http://www.bishan.ccoo.cn/
forum/thread-9550326-1-1.html。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填写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
或致电建设单位、环评单位；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

由于我院保管不慎，导致重庆市经济管理学会编号为No：
0003842052的重庆市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遗失，因此我
单位无法将该票据退回给重庆市经济管理学会，因丢失该
票据引起的一切经济纠纷由我单位负责。特此说明

重庆博众房地产管理研究院

重庆三江物资公司渝鑫弹簧加工
厂，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5009011901151，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遗失，税号500903745342777

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重庆市渝北区支公司
保险增值税普通发票与商业险保单，发票代码：
050001900104，号码：24151873，商业险保单号
805112020500112001327，声明作废。

公 告
重庆兴耀泰老年公寓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刘力玮与你单位关于解除劳动关系、双倍工资、工
资、经济补偿、失业保险金、年休假工资争议一案，现向你公告
送达合川劳人仲案字【2020】第241号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
书及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0年8月14日上午9时00分，在合川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合川区南津街江城大道236
号）一楼112室（仲裁一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
领取本案裁决书的期限为开庭后的10日内。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5月29日

个人独资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杨曾蓉家政服务部
【注册号渝州（微型企业）500101200075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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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13272945172 联系人：杨曾蓉

拍卖 公告
我公司受委托，依法对下列标的按实际现状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 位于重庆市渝北区加州花园A2幢 6-3号房屋，产权证号：[渝北区不动产权证渝2020字第

000294786号],据该产权证显示：建筑面积：155.89㎡，用途：住宅，参考价：121.64万元，保证金：10万元。2.位于重庆市
渝北区加州花园A2幢6-4号房屋，产权证号：[渝北区不动产权证渝2020字第00029497号],据该产权证显示：建筑面
积：137.51㎡，用途：住宅，参考价：107.30万元，保证金：10万元。

二、拍卖时间及地点：兹定于2020年6月13日上午10：00时在重庆市渝北区希曼酒店会议室举行。
三、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2020年6月12日17：00时止，在标的现场展示（竞买人应到标的物现场踏勘和

测量，并对自己竞买的标的负责）。
四、其他事项：凡有意者，须持有效身份证、户口簿或《工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

件加盖公章（鲜）以及法定代表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和竞买保证金银行凭证原件，于2020年6月12日10：00时前
缴到指定账户上，保证金帐户（户名：重庆创毅拍卖有限公司务川分公司；开户行：贵州省务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大街支行,账号；2321020001201100012006），以到账为准，于公告之日起至竞价结束前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逾
期视为放弃，本公司不予受理。

郑重提醒：办理竞买报名手续时，请仔细阅读拍卖人制作的拍卖资料，《竞买须知》、《竞买协议》和《拍卖目录》等资料，
了解和咨询标的物的瑕疵，办理完成竞买手续即表明竞买人完全接受标的物现状（包括已知和未知的瑕疵）。

详见：[http://www.cqcypm123.com /http://www.lp113.com/index/index]。
重庆报名地址：重庆市南川区南园路12号A幢4楼 贵州报名地址：贵州省务川自治县黔北印象3号楼503室
联系人：刘先生 毛女士 联系电话：023-71430655 0851-25626060 13985266611

重庆创毅拍卖有限公司务川分公司 2020年5月29日

公 告
“港城·铜锣湾”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

“港城·铜锣湾”项目位于大足区棠香街道办事处五星大道南段3
号，由重庆锦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现重庆锦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向我局提出申请对“港城·铜锣湾”16#-23#楼方案进行调
整。现拟将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20年6月1日至2020
年6月7日，公示地点为“港城·铜锣湾”项目售房部、公示栏及大足区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www.dazu.gov.cn/gtfg）, 请业主
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相互转告。

若各位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无重大异议，公示结束
后我局将依法按程序对该调整办理相关规划手续。特此公告

联 系 人：何老师 联系电话：43394705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5月29日

遗失重庆德林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石
坪桥经营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石坪桥支行《开户许可证》，开户
许可证号：J6530005011704，，账
号：114405390714，声明作废

公告:南州水务集团修建渝南市场
上跨G75兰海高速路大桥，因施工
须要于2020年6月5日至6月20
日需临时占用1045Km路段应急
车道。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地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开具给重庆市黔江区畜牧发展中
心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二联）代码
050001900104 号码 30626240、
3062624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恩纬西照明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263316001827）经公司股东会研究
决定拟将注册资本由1000万整减资为10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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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重庆市綦江区成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7500658583）经公司股东会
研究决定拟将注册资本由200万整减资为20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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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重庆市綦江区旺真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22MA5U4X6DXW）经公司股东会
研究决定拟将注册资本由200万整减资为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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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万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BR2197营运证500110094123遗失作废。胜丰公司渝BU7203营运证
500110092470遗失作废，卡乐公司渝BN7857营运证500110078900遗失作废。重庆捷元广物流有
限公司渝D22865营运证500110094184渝D5295挂营运证500110093857遗失作废。重庆鑫睿汽
车配件有限公司渝AN9505营运证500106021353遗失作废。重庆宝箴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
分公司渝AG925挂营运证500115048484遗失作废。一帆公司渝BN0071营运证500110045159遗
失。重庆金堆公司渝D72367营运证500110091693遗失补办。顺永公司和梁武于2013年8月18日
签订的车辆挂靠合同遗失作废。友鸿公司渝BV5315营运证500110083030遗失作废。运华公司渝
BU8032营运证500110027698遗失作废。圣图公司渝AC132挂营运证500110111265遗失。豪沃公
司渝DU9238营运证500110113790遗失作废。银展公司渝BN0762营运证500222033954渝BL6278
营运证500222033953注销。路港公司渝BQ0399营运证500110059346遗失。

遗失重庆速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编
号：5002431002716，天子九龙御花园项目部
公章一枚，编号：5002431003509，羊角镇搬迁
新址居民房屋建设工程公章一枚，编号：
5002435005870，以上印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都圣工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 500382000004455）股东会研究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石柱博爱精神病医院开具给杨邦胜的重庆市国家税务
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代码:150001600405，发票号码:
00869105:金额66元，遗失石柱博爱精神病医院开具给隆
亚红的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代码:
150001600405，发票号码:00869185:金额62.1元，遗失石
柱博爱精神病医院开具給谭正福的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通用
机打发票，发票代码:150001600405，发票号码:00869186:
金额190.08元，遗失石柱博爱精神病医院开具給马春梅的重
庆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代码:150001600405，发
票号码:00869187:金额21.12元，遗失石柱博爱精神病医院开
具給马兹怀的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代码:
150001600405，发票号码:00869188:金额109.2元，遗失石柱
博爱精神病医院开具給谭小华的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
发票，发票代码:150001600405，发票号码:00869189:金额
158.69元，以上发票的第一，第二，第三联作废特此声明

六六顺汽车运输公司渝 D98501 光银汽车运输公司渝
BJ1092 渝 BJ2250, 光 银 长 寿 分 公 司 渝 BM0716 渝
BM0552 渝 BM0359 渝 BF3782,森勃汽车运输公司渝
BS9560 渝 B76295 渝 BP0172 渝 A96887 渝 A96728 渝
A98908 渝A91933渝A93676 渝BA970挂渝BA969挂森
勃长寿分公司渝BP6070渝BT0791渝BP6708渝BP6626
渝BP6369，渝BP6269以上车辆与公司失去联系，经多方寻
找未果，该批车辆多年未参加年度检验及保险，未交回行驶
证，营运证，牌照，登记证书，请车主见报之日三日内与公司
联系，自登报起该车牌证公告作废并注销营运资质，产生的
一切后果由实际车主自行承担。同时上述行为已构成违约，
现告知挂靠实际车主在见报后十日内与我司联系，逾期则双
方签订的车辆挂靠合同自动解除，对应车辆将做灭失处理，
并注销，该车产生的交通事故和法律责任等一切后果由实际
车主自行承担！路源汽车运输公司渝 BJ2992 营运证
500110100090遗失作废。渝A99805\渝A91036号车,实
际车主王娜，你与重庆森勃汽车公司于2016年7月6日签订
《营运车辆挂靠合同》，现你方没有履行合同规定义务（按时
缴纳管理费、购买保险等），且找各种理由拒不配合，已严重违
约，合同约定之目的不能实现。从登报之日起重庆森勃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与渝A99805\渝A91036号车挂靠关系即解除。
该车产生的所有纠纷及赔偿责任均由实际车主自行承担。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胜韬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MA5UKGG67U）股东决定，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3000万元减少到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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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减资公告：经隆铭达（重庆）汽车经纪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60W0EX11）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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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宏荣烨保温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3MA5YUFCK1W）股东决定，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300万元减少到8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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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原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遗失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柱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871000589502，账号：
3100019309219555520，声明作废。

●遗失2015年08月05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张正军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3606052327声明作废●遗失渝北区蒋东方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2500112018924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乾赤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金田厨具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72102223）声明作废●遗失2015.11.10核发的北京来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3HGP2P声明作废●重庆凯冠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邮政储蓄银
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开户许可证，声明作废。●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非税收入一般缴款
书一张，发票号码：006152748，发票金额：1650元，特此声明。●黔江区民族小学校工会委员会工会法人法定代表
人证书，证号：230002000125遗失，声明作废。●童瑶遗失护士执业证书: 编号201450006823，遗失护
士资格证(签发日期：2014年12月30日)，声明作废● 遗 失 南 岸 区 迎 龙 镇 龙 顶 村 胡 世 碧（ 身 份 证 号
510222194001154122）1996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圣路鑫物资有限公司印
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遗失云阳县高阳镇九叶青花椒种植场壹枚公
章，编号5002351004833声明作废●遗失广州华申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公章备案回执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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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通讯员 高太鹏）5月27日，在大渡口
丽景社区，居民积极参加垃圾分类趣
味游戏。该社区结合“垃圾分类新时
尚·青年志愿在行动”主题活动，启动
垃圾分类丽景新风尚·环保你我他主
题宣传活动周，活动通过设置分类垃
圾桶、发放分类专用收置垃圾袋、设置

分类回收引导提示和开展趣味游戏等
方式，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创新社会治
理新举措。

丽景社区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以
来，已基本形成“政府推动、党员带头、
社企联动”的“三位一体”垃圾分类工
作体系。目前，丽景社区辖区5个物
业小区已全面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丽景社区启动垃圾分类主题活动周
让居民家园更美丽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钱也）昨天，重庆主城多云转晴，
阳光时隐时现，不少市民感叹天气真
的是很舒服。据重庆市气象台预计，
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部阵雨转多云，
其余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到夜间，各
地多云间晴。

天气预报
5 月 29 日，东南部及中西部偏南

地区阵雨转多云，其余地区阴天转多
云，大部分地区气温 17～32℃。主城
区：阴天转多云，22～30℃。

5 月 30 日，各地多云到晴。大部
分地区气温 17～35℃。主城区：多云
到晴，22～33℃。

5月31日，偏南地区阴天有阵雨，其
余地区阴天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19～
33℃。主城区：阴天间多云，23～30℃。

阳光回归山城 明天最高温冲35℃

出租房内老鼠搞破坏

昨晚，记者在大坪时代天街C馆见到了刘
红昀夫妇。刘红昀今年36岁，其媳妇小沈
35岁，二人在时代天街附近经营着一家
小店。今年春节前夕，刘红昀夫妇搬
进了石油路某小区的新房子居住，两
人位于白马凼白马支路的一套两室老
式民居，则计划作出租屋补贴家用。4
月中旬，老房子清理完毕，迎来了第一拨租客，
是两位在石桥铺电脑城上班的妹子，一位28岁，
一位31岁，月租金为1000元。“租给女娃儿放心
些，爱干净讲卫生。”小沈说。

最初，二人还暗暗高兴，但很快，麻烦就来
了。“大哥，你们这个房子啷个有耗子？你们赶紧
处理下。”5月初的一个早晨，刘红昀一大早就接
到了租客打来的电话，称老鼠出没将她们采购的
蔬菜、米袋都咬坏了。

花钱请专业人士灭鼠

当天傍晚，刘红昀和小沈就赶到
了出租屋，在两位租客的指引下，二
人发现，屋里确实有很多吃的被咬
坏。此外，屋内的一些书籍、衣服、鞋
子、木头家具也都有被老鼠破坏的痕
迹。“太吓人了，我们最怕老鼠了，大
哥大姐，你们要来处理啊。”两位租客说，老鼠已经出
没了几个晚上，二人忍无可忍才给刘红昀打的电话。

刘红昀告诉记者，这个屋子虽老，但是他和小
沈带着孩子居住多年，一直都很注意防鼠，还安装
了钢纱窗，没有被鼠患困扰过，“她们应该是没有我
们注意，晚上窗子没关好，给了老鼠可乘之机。”为
了解决问题，刘红昀专门花了200元钱请了灭鼠人
士，将屋内仔仔细细地治理了一番，抓到了2只老
鼠，又在热水器、抽油烟机外排管道口处塞了铁丝
网，同时也叮嘱两位租客一定要关好门窗。

鼠患不解决房客要搬

但才过了一周多，刘红昀又接到了两位租客轮
番打来的电话，称一到晚上仍然有老鼠出没，又破
坏了不少东西，甚至晚上都能听到老鼠在啃木头的
声音，吓得二人觉也睡不好。“大哥，你们必须要解
决啊，不然你们就把押金退给我们，我们不租这个
房子了。”

刘红昀说，自己与租客签订的是一年的租房合
同，如今，租客才租一两个月就要搬走，这让夫妻俩
非常窝火：“我们也是受害者，房子里的家具都被咬
坏了。况且我们该做的都做了。”71岁的吴奶奶是
刘红昀老房子的老邻居，吴奶奶在电话里告诉记
者：“屋头有老鼠很正常，怪房东没得道理。吃的这
些该收的收好，窗子关好，或者养只猫儿。”随后，记
者拨打了两位租客的电话，她们表示，此事只和房
东说，便挂了电话。

出租房内现鼠患
房客受惊要搬家

抓老鼠这件事儿
该户主还是租客

解决房屋鼠患是出租人的义务还是
承租人的义务呢？重庆捷讯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唐宏波律师特意查询了“中国裁
判文书网”，搜索“房屋”“鼠患”关键词，
全国只搜索到 251 个相关案例，而这些
案例中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根据
现行的合同法，房屋租赁合同是出租人
将房屋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
付房租的合同。出租人有交付安全的房
屋的义务，承租人有使用房屋的权利及
合理使用的义务。出租人应当履行房屋
的维修义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唐宏波认为，解决出租屋鼠患可分
4种情况来解决：

1.从房屋安全的角度讲，因房屋自
身安全问题产生的鼠患应由出租人负责
解决。如老鼠通过房屋自身裂缝进入房
间，维修义务是出租人的，出租人应维修
房屋自身裂缝，从而解决老鼠进入房间
的问题；

2.如房屋安全问题是由承租人产生

的，或者合同约定房屋维修义务是承租
人的，那么此时房屋安全问题产生的鼠
患应由承租人解决。如承租人装修房屋
致使房屋产生了裂缝，老鼠从该裂缝进
入房屋，那么房屋的鼠患就应由承租人
自己解决。

3.从房屋使用的角度讲，因房屋使
用过程中产生的鼠患应由承租人自己解
决。如房间内存放的食物引来老鼠，老
鼠通过未关闭的门窗进入房间，那么就
应由承租人自己解决房屋使用过程中产
生的鼠患问题。

4.从侵权的角度讲，若因第三人的
行为产生的鼠患，此时应由第三人消除
影响，解决鼠患。如曾经有新闻报道一
老人在家养老鼠，致使全楼鼠患严重，此
时这位老人有义务解决鼠患，而非出租
人、承租人的责任。

解决房屋鼠患分4种情况

小谢（29岁 女 设计
师）：那就直接租好点的房子
嘛，电梯高级公寓一般都没
得老鼠。总不可能又要图便
宜租老房子，又要嫌房子有
老鼠。

余俊华（28岁 男 程
序员）：我租的每套房子都遇
到了老鼠，有一次还把我心
爱的鼠标都咬坏了，我还不
是自己认了。

琴琴（31岁 女 置业
顾问）：我认为如果只有几只
老鼠真的怪不到房东，除非
老鼠多到已经无法居住了，
那确实可以找房东理论。

邹小姐（28岁 女 后
勤）：我觉得这个在于和房东
事先说好了没，就像我房东
告诉我，如果马桶不注意使
用就会堵塞，还教了我注意
事项，后来还是堵了，我就自
己花钱解决的。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王薇 受访者供图

成为“包租公包租婆”原本是件开心的事情，但80后的刘红昀
夫妇最近却因此烦恼——他们租出去的房子出现鼠患，在租客要
求下，夫妻俩专门请了人灭鼠，但租客反映仍有老鼠出没，要
求彻底解决鼠患，不然就要提前搬走。“老鼠怎么抓得尽，
这事我怎么负责到底啊？”刘红昀夫妇想请教专家，了
解此事的责任归属。

律师说法

七嘴八舌

▲租客称这堆衣服也被老鼠
爬过

▲租客微信发来的被咬坏导致只能丢掉的衣物和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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