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生活 下来慢慢新闻深阅读慢生活03
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
责编 陈志刚 视觉 张超
图编 张路 责校 蒋国敏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毕克勤 摄影报道）昨日，记者从重庆交通开投集
团了解到，截至目前，公交轨道一体换乘站点建设
已完成102个。同时，站点在建设过程中，还增设
了电子站牌、电子滚动信息牌、等候座位等人性化

服务设施，切实方便了沿线居民出行。
记者从重庆交通开投集团了解到，目前，在

已建设完成的 102 个换乘站点中，公交线路已
覆盖77个站点，涉及线路169条。其中，规范停
靠113条、调整线路81条、新开线路1条。17个
站点正完善线路审批手续及站杆站牌等附属设
施建设，计划 7月初开行公交线路完成站点基
本覆盖，剩余 8个站点待周边市政道路建设完
成实施覆盖。

据介绍，改造前，公交换乘站点平均换乘距
离 215米，改造后平均距离缩短至 35米。69%
的轨道站在50米范围内可换乘公交，85%的轨
道站在 100 米范围内可换乘公交，公交轨道换
乘步行距离大幅减少，市民出行更省时、更便
捷、更舒适。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介绍，从
已投运的情况看，换乘距离缩短
后，方便了乘客换乘出行，同时
增加了公交吸引力。截至目前，
日均客流达到3.68万人次，较开
通 前 增 加 1.27 万 人 次 ，增 幅
53%，极大提升了主城区公交服
务水平。

同时，换乘站还增设电子
站牌、电子滚动信息牌、等候座
位、分类垃圾桶等，不仅可以实
时查看车辆到站情况，还可以
坐着等候。据了解，目前，已完
成江北城站、大剧院站、龙头寺
公园站等 77 处公交站人性化
服务建设。

小学全科教师培养（训）研讨会
在西南大学举行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前日，小学全科教师
培养（训）研讨会在西南大学举行。记者了解到，此次研讨会邀请各地
从事小学全科教师教育和培训的优秀专家学者，分享教学与培训实践
经验，深度探讨瓶颈问题和发展方向。同时，会议肯定了西南大学组织
编写的小学教育（全科教师）系列教材的创新性和实用性，为各地培养
小学全科教师的高等学校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有利于推动小学全科教
师教育的发展。

会议由西南大学副校长、小学教育（全科教师）系列教材总主编靳玉
乐教授主持。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副司长宋磊，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邓睿分别作了讲话，西南大学副校长、小学教育（全科教师）系列教材编委
会主任陈时见教授致辞，教育部西南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主任、小学教
育（全科教师）系列教材总主编、西南大学宋乃庆教授作主旨报告。

据了解，此次研讨会上，共有16位知名专家作了报告。他们分别
从小学全科教师培养体系、培养模式、培训基地、课程设计，教师的核心
素养、关键能力、专业发展以及教材编写等角度，作了精彩的发言。

此外，全国各地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培训机构的专家、学者、教师
等300多人通过在线的方式，参加了会议。

公交轨道换乘站点建设完成102个

沿线居民出行更方便了

▲新开通的3601路公交车在轨道金渝站接送乘客

特大
喜讯
为帮助中老年眼睛不适和青少年看手机，用电脑眼

睛不适人群,特此举办“蓝莓枸杞叶黄素持价惠民活动”,
6瓶高品质蓝莓枸杞叶黄素只需100元。

由于此次优惠产品数量有限,活动时间仅限7天,还望
广大朋友抓紧时间报名申购,申购者必须是真正有需求的
朋友,50岁以上中老年人优先体验，谢谢您的合作和理解！

抢订热线400-6564-626

蓝莓枸杞叶黄素6瓶只需100元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快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564-626

健康用眼
很重要，长期看
手机,疲劳,老
化,容易迎风流
泪。请补充蓝
莓叶黄素,滋润
双眼,眼睛也就
明亮啦。

高品质蓝莓枸杞叶黄素
6瓶只需100元

声明
重庆智电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近期收到举

报，一款名为“智电能源”APP冒用我公司名义，以投资移动充
电宝模式，通过互联网虚假宣传、违法销售非法理财产品，该款
APP已经涉嫌网络诈骗。我公司高度重视，已积极配合市场
监督主管部门调查并通知APP托管平台进行下架处理。

本公司特此声明：我公司目前从未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发
行“智电能源”APP或任何理财产品；“智电能源”APP上所
有理财产品与我公司无任何关系。“智电能源”APP冒用我公
司名义进行虚假宣传、违法销售非法理财产品，严重损害我
公司声誉，影响十分恶劣，我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同时敬告投资者增强防范意识，远离网络诈骗。
特此声明！

重庆智电能源有限公司 2020年06月30日
重庆市北碚区缙云山—北温泉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2020

年~2030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你们好！
《重庆市北碚区缙云山—北温泉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2020
年~2030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初步形成，根
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将其向社会进行公示。
1、各位公众请登录：http://www.beibei.gov.cn/zwxx_
239/gggs/index.html；在公示期限内公众可到重庆市北碚
十里温泉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查阅纸质报告书。2、本规划
范围位于重庆市北碚区，此次主要征求受规划实施影响的公
众对规划实施的意见和建议。3、请各位公众请登录：http:
//www.beibei.gov.cn/zwxx_239/gggs/index.html自行
下载公众意见表。4、公众可以通过信函（重庆市北碚十里温
泉城管理委员会）、电话（023-63103628）等方式向我单位
反馈相关减缓环境影响的意见和建议。5、公众提出意见的
起止时间为2020年6月22日~2020年7月6日。

重庆市北碚十里温泉城管理委员会 2020年6月22日

北碚区蔡家岗镇重庆中弗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试实验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受重庆中弗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
公司承担《北碚区蔡家岗镇重庆中弗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试
实验环境影响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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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征求与项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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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pan.baidu.com/s/1aA2K8sZbk5fAx3XGOhb
FeQ 提取码: mz5u；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项目影响
的公众，及对项目实施有意见和建议的公众。3、公众提出意见的
方式和途径：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
至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
方式实名反馈相关意见。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6
月28至2020年7月2日。5、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庆中弗聚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胡老师：023-68255660、417300643@qq.
com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公司，何工：
023-60335188 、1801810971@qq.com

●广州贝希娅皮革制品有限公司遗失重庆万达广
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物管费保证金收据，
号码：00005192。金额：9432.93元，声明作废●何兰萍遗失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
学生证，证号：1702010410，声明作废。●吴文建遗失重庆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物管
费保证金收据，号码：00003732金额19585.50元，声明作废●吴文建遗失重庆万达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开具的履约
保证金收据，号码：00001312金额106830元，声明作废●薛强遗失重庆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物管费
保证金收据:号码00005367金额19147.26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重庆千创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注册号：500103000061747），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债
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办理债权债
务相关事宜。 2020年6月30日

刘少华（身份证号：432522198210101883)
不慎遗失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原娄底师范高
等专科学院）普师专业毕业证一张，证书编
号：200119336声明作废。

公 告
重庆猎航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本机关受理的冉龙菊工
伤认定申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受理决定书、限期举
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举
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机关将依
法作出认定。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注销公告
重庆侠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60XCNY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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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重庆熊大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60TC8C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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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重庆广石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5304942670B）经股东研究决
定,根据《公司法》规定, 注册资本从80万元减
至1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
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
本人刘炜与重庆首资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的《授权委托书、资产委托管理服务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YCYJ-
CQWT0000502）已于 2020 年 6 月
28日协商终止，特此声明！
成都硕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北碚万达广场
置业有限公司的履约保证金：46655元，声明作废
庹胡遗失重庆北碚万达广场统一收款收据4份，收
据号码NO.0000403、NO.0000404、NO.0000066、
NO.0000067声明作废

遗失彭水县全顺汽车救援服务有限
公司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彭水支行河堡分理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875001085301作废
注销公告：经武隆县川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2320018688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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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本单位不慎将收款收据丢失，收据编号如下：
3710076- 3710100，3757976- 3758000，3743501- 3743525，
3713451- 3713475，3714076- 3714100，3744051- 3744075，
3714101-3714125，3714276-3714300，3714626-3714650，
合计遗失225份，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快益点电器服务连锁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重庆韩泰轮胎有限公司重庆韩泰轮胎自修复轮胎用特种胶

生产建设项目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受重庆韩泰轮胎有限公司委托，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承担重庆韩泰轮胎自修复轮胎用特种胶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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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征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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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jt.
liangjiang.gov.cn/public/detail/12190；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
围：可能受到项目影响的公众，及对项目实施有意见和建议的公
众。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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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实名反馈相关意见。4、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6月29日至2020年7月3日。
5、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庆韩泰轮胎有限公司；张老师：
13896091653；环境影响评价单位：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杨工：023-68089330；1320496379@qq.com。

现我司重庆腾讯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二期之室外工程施工分包及重庆
腾讯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一期之正式道路及雨污水管线已完成工程项
目竣工验收,并已办完竣工结算。以上项目所有农民工工资、工程人员
工资、所有的材料款、设备租赁费用等已全部支付完毕。若与上述项目
有关联的债权债务、工资、材料款、租金等未结清的单位或个人,请于10
天内与我司联系办理。逾期未前来办理者后果自负，我司将不承担任何
责任。联系人:张小姐电话:023-63056626,地址:重庆市洪湖西路22
号上丁商务楼9楼。重庆西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20年6月30日
减资公告：经股东决定，重庆市家家贝创房屋经纪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105MA5U6F146H ，拟将注册资本由200万
元减少为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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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馨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5MA607HQ32W）股东会决定，
现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整减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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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两江新区人和街道总工会的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开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30031407202，编号：653001267694，
账号：111615357646，户名：重庆两江新区人
和街道总工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悦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由于我(方凡)将贵司开予我的
票据(金额:11051.1)遗失，现申明原始票据作废，此票据载明
的债权债务以此票据复印件为准。请贵司为我（方凡）办理相
关业务。由此产生的所有法律责任由我(方凡)自行承担。

公 告
“集美江山”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

“集美江山”项目位于一环北路东段以北、清明桥水厂以西。由重
庆住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现重庆住邦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向我局提出申请对“集美江山”2#门岗进行调整。现拟将调整情
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7日，公示地
点为“集美江山”项目售房部及重庆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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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区前风机械配件加工厂：
本委受理的方庆勇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委渝北劳
人仲案字〔2020〕第498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
10号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8室），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
的基层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6月30日

重庆永强农业有限公司规模化生猪养殖场新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重庆永强农业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承担重庆永强农业有限公司规模化生猪养殖场新建项目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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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已在重
庆市垫江县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如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
，请查询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7GcQ_HOS6lmX
iyrnsdK8A 提取码: nhhn建设单位:重庆永强农业有限公司
徐老师 电话:15095912271环评单位: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檀工 3525376672@qq.com，023- 62668337

重庆永强农业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5日

丰都县智慧生态生猪产业发展项目——丰都县树人镇
种猪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重庆丰都良选畜牧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承担丰都县智慧生态生猪产业发展项目——丰都县树人镇
种猪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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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已在重庆农投肉食品有限公司网站上发布，如需要了解该项
目详细信息，请查询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cbJc_Z
52-TZqhhDKiusgQ提取码:b2nf建设单位：重庆丰都良选畜牧有限
公司 陈老师 电话：13996302045环评单位：重庆环科源博达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檀工 3525376672@qq.com，023-62668337

重庆丰都良选畜牧有限公司 2020.6.15

招租公告
大足区龙岗步行街一、二楼，共26间门
面，857.14平方米整体招租，价格面议

联系人:郑洪斌 13272716252

声 明
重庆源创正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限公司法

人傅成敏即日起正式提出不继续担任该公司非股东
及非经营管理法人及经理职务。特此登报声明。

声明人：傅成敏 2020年6月29日

公 告
重庆米凡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依法受理卢光美诉你单位因劳动
报酬劳动争议一案（渝两江劳仲案字〔2020〕第1381号）,因无法
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申
请书副本及出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
视为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本委应诉。
本委定于2020年9月21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庭（重庆渝北区
加工区一路7号金泰.彩时代2号楼16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
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6月30日

公 告
重庆乐兔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已依法受理刘瑞、
张丹丹、杨庆诉你单位因确认劳动关系、二倍工资差额、劳动报
酬劳动争议一案（渝两江劳仲案字〔2020〕第1350号-1352
号）,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
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出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60日视为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本委应
诉。本委定于2020年9月21日下午14时在本委仲裁庭（重庆渝北
区加工区一路7号金泰.彩时代2号楼16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
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6月30日
公 告

重庆美克美拓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已依法受理姚南
姣、郭念、廖燕珏、严黎、向鑫诉你单位因劳动报酬、经济补偿
金劳动争议一案（渝两江劳仲案字〔2020〕第1236号、1276
号-1278号、1390号）,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出庭通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
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本委应诉。本委定于2020年9月22
日下午14时在本委仲裁庭（重庆渝北区加工区一路7号金
泰.彩时代2号楼16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6月30日
公 告

长沙君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本委已依法受理管
靖谊、熊艳诉你单位因劳动报酬、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赔偿金劳动争议一案（渝两江劳仲案字〔2020〕第546号、
1144号）,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出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送达
之日起10日内到本委应诉。本委定于2020年 9月 22日
上午 9时在本委仲裁庭（重庆渝北区加工区一路 7号金
泰 .彩时代2号楼16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6月30日
公 告

重庆嘉悦口腔医院有限公司：本委已依法受理宋毅诉你单位因劳
动报酬劳动争议一案（渝两江劳仲案字〔2020〕第1268号）,因
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及出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
日视为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本委应
诉。本委定于2020年9月23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庭（重庆
渝北区加工区一路7号金泰.彩时代2号楼16楼仲裁庭）开庭
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6月30日

公 告
重庆佛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已依法受理周绍怀诉你单位因
工伤保险待遇劳动争议一案（渝两江劳仲案字〔2020〕第1303
号）,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通
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出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
日视为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本委应诉。
本委定于2020年9月23日下午14时在本委仲裁庭（重庆渝北区
加工区一路7号金泰.彩时代2号楼16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
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6月30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安业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统一信
用代码：9150010675307133XQ）股东会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
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

重庆安业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6月30日

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凯尔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杨宗梁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仲裁裁决书无法送达于你，依照《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渝万盛经开劳
人仲案字〔2019〕第310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
发区松林路111号国能天街8号楼3楼318室），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重庆市綦江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清溪河流域综合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规定，现将重庆市万盛经开
区清溪河流域综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予以公示。
项目基本情况：清溪河流域规划范围面积约68.3km2。具体规划指
标为：河道整治2条/3.77km、山洪治理工程2个/12km、水库1座/
1118万m3、灌溉工程2960亩、扩建城镇供水工程1个，以及水环境
治理、水土保持、流域综合管理等管理要求和建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7cYU_Qrp1OV7jXPXKA8T_w 提取码: b7wm
公 众 意 见 表 的 网 络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_rWG87jdhPU5a4BAerwhnA 提取码: eqbi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本规划影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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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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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水务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代老师 电话：13372616099；邮箱：249594180@qq.com
环评单位：重庆宝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工 电话：15060127633；邮箱：1581015425@qq.com

●遗失父亲黎雄权，母亲龚路之子黎志韩在2014年6月
26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116049声明作废●遗失父亲廖意，母亲彭海燕，之女廖梓晨在2014年5月
12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11072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伯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H1CJ0A）股东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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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
告. 重庆市伯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鱼子新区景城连通隧道工程（永利豪庭-五零八库-鱼子岗隧
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规定，现将鱼子新区景城
连通隧道工程（永利豪庭-五零八库-鱼子岗隧道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征求意见稿予以公示。
项目基本情况：项目选址位于万盛经开区万东镇、黑山镇，全长
3.872公里，道路等级为一级公路。主要结构物有：桥梁76米/1
座，隧道2657米/2座，涵洞9道，平面交叉3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
du.com/s/1Gq4cAvcbYC3AF43TWzUBLw 提取码: q994
公 众 意 见 表 的 网 络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pw1F9z5ARg0MLlEMy-Agqw 提取码: 6khk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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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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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单位：重庆市万盛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老师电话：17323561297；邮箱：1539397085 @qq.com
环评单位：重庆精创联合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工 电话：18580865316；邮箱：550335070 @qq.com
重庆峰海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再生PP、PE塑料

颗粒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一）环评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L377qTmK3bvgPpmCOPWhaw 提取码：pjjh查阅纸
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重庆峰海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办公楼
内（重庆市长寿区海棠工业园）（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周
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mB3MEGkY3Lu Za4fZDx8Lw
提取码：0vym（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
函、传真、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等方式将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
联系人：王 工 电话：023-68664453；邮箱：578879401@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6月24日~2020年7月8日。

重庆仝升物流有限公司渝D70912营运证500110093508遗失作废
重庆聚熙物流有限公司渝D24456营运证500110084517遗失作废
重庆万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BR2109营运证
500110021755遗失作废
重庆盛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Q0376营运证500110026054,渝
BV0086 营 运 证 500110032688, 渝 BU6776 营 运 证
500110059307，渝BU6716营运证500110030174遗失作废
重庆豪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51005营运证500110095691遗失作废
雄财公司渝DQ2595营运证500110109835
遗失作废。富庆公司渝 BW3357 营运证
500110049234 遗失。九辉公司渝BT0260
营运证 500115057686 遗失。银泽公司渝
BQ3877 营运证遗失。联成物流公司渝
D40027 营运证 500110090810 遗失作废。
强顺公司渝D67695 渝 B6A235渝 B1A325
渝AJ726G营运证遗失，强泰公司渝D87929
营运证遗失。圣图公司渝D70127 营运证
500110086979遗失。元仁公司渝B6A956
营运证 500110114363 遗失。上佳公司渝
DD9862营运证500110110857遗失。重庆
奔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5A311营运证
500115047560遗失作废。汇旺物流公司渝
DQ9686营运证500110109295遗失。

遗失重庆越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票
专用章一枚，编号：5001047010821
财务章一枚，编号：5001047010808，
现登报声明作废！

●重庆市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万盛大道门市部合
同：XCJN0001758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责任纠纷与重庆市
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声明。●重庆市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大渡口区巴国城门
市部合同 XCCJ0002388.XCCJ0003453.XCJN0003962 声
明作废，由此产生的责任纠纷与重庆市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无关，特此声明。●重庆悠程去哪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以下门市合同：
1.合川双牌坊门市国内合同YCJN0008132.YCJN0008363
出境合同YCCJ0005859.YCCJ0006750；2.永川三号站门市
国内合同 YCJN0008114,YCJN0008115, 出境合同 YC-
CJ0006743,YCCJ0007056；3.南岸区弹子石蓝光coco耍街
国 际 社 区 门 市 国 内 合 同（2 份 ）：YCJN0006568.
YCJN0008546.出境合同（1份）：YCCJ0005749收据（5份）
YCCQSJ00010578.YCCQSJ00010701.YCCQSJ00010702.
YCCQSJ00010707.YCCQSJ00010708；4.巴南鱼洞门市出
境合同YCCJ0006558.YCCJ0006675；5.解放碑八一路门市
境 内 合 同 YCJN0008047.YCJN0008050.YCJN0008051.
YCJN0008052.YCJN0008053.YCJNH0008477 出 境 合 同
YCCJ0006543；6.渝中区上清寺门市部收据YCCQSJ00012027,
YCCQSJ00011535- YCCQSJ00011544,YCCQSJ00012028,
YCCQSJ00012029,YCCQSJ00012390- YCCQSJ00012417,
共计41份,出境合同：YCCJ0006645；7.巴南区鱼洞巴县大
道门市国内合同：YCJN0007512出境合同YCCJ000428、YC-
CJ0005819、YCCJ0005818；8.九龙坡区西郊支路门市国内合同
YCJN0007738.YCJN0007570，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责任纠纷
与重庆悠程去哪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云阳县凤鸣鲜猪肉店公章一
枚，编号5002351032579作废●遗失璧山区德顺建材经营部（公章编号
5002278051653）印章备案回执作废●遗失重庆市大足区妞妞蔬菜配送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编号：5002257017533声明作废●遗失巫溪县鑫瑞副食批发部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084699559、税务登记证正副本91500238084699559E作废●遗失重庆海来汇景度假酒店有限公司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JY25001200041680作废●遗失2018.11.12发袁萍执照副本92500112MA605JJH72作废●遗失毕娇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0180020170602819补办●遗失吕轩勇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274542补办●遗失中科润达（重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印章
备案回执（编号50022120200512009）作废●遗失重庆市荣昌区峰高街道凤凰村卫生室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登记号500226PDY702097作废2020-6-29●遗失北碚区彭建餐馆公章一枚，编
号5001097011159作废● 遗 失 重 庆 舟 悠 景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
5001038130966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5001038130967声明作废●遗失朱昕勤记者证，编号：B5000016665553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正高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财务专用章壹枚、法人张璐平私章壹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远扬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8MA5UHXTF3N）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3000万元减少到6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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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
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江支公司非机动
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定额保险单（AEZIDI5019BD9）5份，
号 段 号 码 ：50001900018484、50001900090362、
50001900091816、50001900094273、50001900094651，
声明作废。

●西南政法大学20180301040256法学院刑法学硕
士研究生王鑫431228199610300027学生证遗失●重庆各尧音乐中心，郝晔佳在本校订的
钢琴课合同和收据遗失，特此声明●遗失：中国联和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合川分公司龙市分部2007年
01月1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2300007254声明作废●遗失：中国联和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合川分公司钱塘分部2007年
01月1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2300007262声明作废●遗失渝中区马超百货经营部公章一枚，编号：
5001038122462，马超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携程国际旅行社，出境合同
号 1156、1686、2088、306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全湖商贸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5001087102077），声明作废。●遗失孔令英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4079281作废●遗失奉节县云俊中药材种植场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236200336548声明作废●华博健康药房重庆市铜梁区圣康药店遗失药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渝CB0220301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小渡镇人民政府张洋、谌伦友、亓春龙、吴
帮 红 办 理 的 编 号 分 别 为 202150028、202150023、
202150019、202150018重庆市行政执法证，声明作废● 遗 失 城 口 县 三 佳 广 告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5002291003867及发票专用章5002297000215作废●重庆天亿律师事务所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上航物流公司渝BR9687营运证500110074263遗失作废●云驰公司渝BW1653营运证500115030208遗失补证●遗失重庆众智达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107807712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稻草援助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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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0011307881563XM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富渝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00103709358202、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709358202声明作废●遗失2017.6.12核发的深圳新科特种装饰工程公司重庆分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5905399372声明作废●遗失奉节县夔文建材有限公司公章（号
码：5002369815579）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陈珉曦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306781作废●遗失吴稀诺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308718作废●遗失张刚燕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980020190300201作废●遗失周阿玲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980020181202204作废●遗失重庆市綦江区绿州苑旅店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重庆威鼎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工行重庆市分行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开户
许可证账号3100020409200093402核准号J6530013797101声明作废●张法勤(身份证340303196206165013)遗失一级建造师注册证原
件，执业印章原件，注册单位：重庆日月兴装饰有限公司，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