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及西南地区提供免费乙肝高敏检测的定点医院
重庆地区13个主城及区县医院如下所列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
2.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感染科）
3.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科）
4.陆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
5.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消化科）
6.巴南区人民医院（感染科）
7.重庆市中医院（肝病科）
8.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院（感染科）
9.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原三峡中心医院）（肝病科）
10.大足区人民医院（感染科）
11.石柱县人民医院（感染科）
12.重庆涪陵中心医院（肝病与转化医学科）
13.重庆黔江中心医院（感染科）

成都地区
1.成都公共卫生中心
2.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原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云南地区
1.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
2.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感染肝病科）

贵州地区
贵州省人民医院（感染科）

西藏地区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感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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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
就近免费高敏检测，
实现“应检尽检”

在本次启动仪式上，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发布
了西南地区免费筛查点地图，
鼓励区域内的乙肝患者到距
离自己最近的高敏检测点，参
加免费的乙型肝炎病毒的脱
氧核糖核酸(HBV DNA)高敏
感检测。

为了进一步加强乙型肝
炎的防控，由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主导进行一项真
实世界研究正式启动，将探索
核苷酸类药物经治未获得完
全病毒应答而存在低病毒血
症 (LLV，HBV DNA>20IU/
ml)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加用
或换用一线核苷酸类药物的
疗效、安全性以及对于肝纤维
化、肝癌的影响，从而引起临
床医师对低病毒血症患者的
重视，为临床医生治疗慢乙肝
低病毒血症患者提供依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副院长胡鹏教授介绍：

“乙肝还不能治愈，需要长期
治疗，如果治疗不好，往往容
易复发。通过开展高敏感检
测，有助于早期发现患者，对
于乙肝患者而言，把 HBV
DNA 控制在 20IU/ml 以下，
有助于降低肝癌风险。目
前，创新药已经纳入2019年
医保目录之中，患者使用创新
药物进行抗病毒治疗的负担
大大降低。”

第十个世界肝炎日来了！
认清病毒性肝炎真面目 切勿错失最佳治疗时机

丙肝
瞄准高危人群，

实现丙肝“微清除”

在丙型肝炎防治方面，由
重庆疾病控制中心联合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庆
市病毒性肝病质量控制中心，
联合展开“重庆市丙型肝炎微
消除模式探索”，加强和规范
丙肝防控工作，降低丙型肝炎
流行水平，保障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助力全市实现消除丙型
肝炎危害的目标。

根据规划，本次“清除模
式”探索的目标是实现大众
对丙肝防治知识知晓率达
90%以上；重点人群（男男同
性性行为者、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美沙酮门诊在治吸毒
者）丙肝检测率达到85%以
上；户籍人口符合医保条件
的新报告丙肝患者抗病毒药
物应用比例达到80%以上；
治疗的丙肝感染人群中90%
获得治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院长任红教授表示：“目
前，慢性丙型肝炎已经可以
实现治愈，大部分患者经过
规范治疗，可以实现治愈。
因此，加强实施各项丙肝防
治措施，最大限度发现和治
疗丙肝患者，减少和避免因
丙肝导致相关肝硬化、肝癌
的发生，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和健康水平，减少丙肝感染
和传播，助力实现消除丙肝
危害的目标。”

2020年7月28日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第十个“世界肝炎日”，当天，由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举办的“没
有肝炎的未来”西南地区乙肝高精检测真实世界研究暨重庆丙肝消除行动正式启动。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文翰 摄影报道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开展乙肝、丙肝免费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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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马青团:

在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限定的搬迁期限
内，因下落不明仍未履行搬迁义务，现依法向下列被征收人公告送达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催告书》，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即视为送达。
房屋坐落 证载产权人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文号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催告书文号
通用新村146号附5号 张凯(已故)马青团 江北府国征决[2019]第91号 (2020) 江府催字第6号

请上述被征收人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10日内，履行房屋征收补偿
决定书规定，选择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的方式与房屋征收部门完清房
屋征收补偿安置和移交相关手续，并自行搬迁。逾期不履行的，本府
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上述催告，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
内到征收现场办公室(地址:江北区石马河街道通用新村199号，原通
用新村幼儿园内，电话: 67603626)进行陈述和申辩，并进一步协商征
收补偿相关事宜。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2020年7月30日

林启云510212197409290831遗失雅居
乐富春山居项目2期-E1-1206房屋首
付 款 和 契 税 收 据 ，首 付 款 收 据 号
0025866，金额 510455 元，契税收据号
0025870，金额46801.51元，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重庆贝斯伯顿教学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8MA5U31AD2G公司因故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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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贝斯伯顿教学设备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0日

公告：大足区交通局核发以下
车辆道路运输证注销。
渝CH0509 500225001911
渝BH7526 500225004594
渝C75616 500225011862
渝CG0197 5002225002602
渝CFW878 500225004995
渝C71500 500225001078
渝CG5688 500225005104
渝CG7835 500225006466
渝CH0590 500225005065
渝C99327 500225004289
渝C62632 500225003746
渝C85268 500225009847
渝C83122 500225002580
渝CG0978 500225003941
渝C93356 500225008130
渝CU1965 500225004824
渝CH0907 500225003896

渝CM3755 500225005780
渝CG7212 500225005767
渝CG1278 500225009690
渝CG8106 0524621
渝CG0916 500225002508
渝C78332 500225006892
渝CG9391 500225006702
渝C66S52 500225008131
渝CH0605 500225005308
渝CT0829 500225007238
渝CT2602 0631303
渝C85386 500225001468
渝CT7313 500225001700
渝CT7257 500225002063
渝CB8111 500225002237
渝C73289 500225006526
渝CD1639 500225012114
渝CV1872 500225003227
渝C5G767 500225003629

渝A320P8 500225008504
渝B1F807 500225005334
渝CG0766 500383022949
渝C70518 500225006925
渝C67H21 500225006112
渝C33S03 500225007603
渝A509P1 500225008202
渝C80376 500225008661
渝C61339 500225007095
渝D8F039 500225009367
渝B3A777 500225009845
渝CH0537 500225009899
渝D0R251 5002225010230
渝A9679D 500225012378
渝A8115X 500225012909
渝CH0630 500225014005
渝C39898 500225014288
渝CT0278 0614658
渝C8K313 500225005018

减资公告：经重庆董翰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3346034064B）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少到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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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

刁秋林遗失与重庆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2019
年12月27日签订的重庆融创文旅城（房号
D5-Y6-1-201）洋房的《商品房认购协议》和
《商品房认购协议补充协议》，声明作废。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魏 旭02000150000080020190317685
黄显合02000150000080020190316016
张显羽00001850000000002019015186
邹阳林02000150000080020181203403
王 琼02000150000080020180929541
陈昌纯02000150000080020171102406
梁双庆02000150000080020181218191
贾安波02000150000080020180414433
冉 芹02000150000080020171105385
王 聃02000150000080020180908513
兰号东00001850000000002019042003
苏祥涛00001850000000002019009154
朱柯宇00001850000000002019025083
孙 政02000150000080020181202540

李 勃02000150000080020190404602
张成建00001850000000002019040281
滕 丽02000150000080020181008758
黄建超02000150000080020190200431
田江洪02000150000080020181204772
周 露02000150000080020190317982
胡武进02000150000080020181010486
向邦群02000150000080020180508577
李 坤02000150000080020181100779
刘育义02000150000080020181216361
王 威00001850000000002019070592
何福彬00001850000000002019048657
卢小容00001850000000002019160682
朱建平02000150000080020190302567

周 陶00001850000000002019026941
吴义情00001850000000002019188642
杨 旺00001850000000002019156959
贾 坤00001850000000002019146717
陈雪姣00001850000000002019162137
吴小丰00001850000000002019182236
徐 显02000150000080020190308522
付 裕00001850000000002019203372
周清燕00001850000000002019015173
简江林00001850000000002019140614
田龙毛02000150000080020181207800
方晓娟00001850000000002019070584
吴晓峰00001850000000002019182293
罗华兰0200015000008002018063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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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胜兵02000150000080020190114206
杨芙蓉00001850000000002019204839
梅海波02000150000080020190309378
陈小林02000150000080020180502003
李 斌00001850011400002019000020
王世康00001850011400002019000940
冉 俊00001850000000002019121049
姚志军00001850011400002019000589
陈亚洲00001850011400002019000708
邓 春00001850011400002019001305
冉 谊00001850000000002019068477

蒲前锋00001850011400002020001868
喻家娥00001850000000002019192422
赵江梅00001850000000002019182210
何 花00001850000000002019203397
李娇娥00001850011400002019000732
冉秋蓉00001850000000002019076573
李朝芳02000150000080020180701413
邬江梅00001850000000002019182269
聂小珊00001850000000002019146725
谢中荣02000150000080020171102578
庞春雷00001850011400002020001479

郑腾松00001850000000002019009176
王菊英00001850011400002020000113
庹 伟00001850011400002020001149
唐亚玲00001850011400002019001532
谢刚毅00001850000000002019230443
管永奎00001850011400002019001135
邹 金00001850011400002020000381
许毕波00001850011400002020000775
闵健容00001850011400002020000662
吴晓英0000185001140000202000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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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巴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邦保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杨洪生诉你单位工伤保险纠纷案（巴南劳人仲案
字〔2020〕第1135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
书副本、仲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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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下
午14:30在本委仲裁庭（重庆市巴南区鱼洞下河路34号406
室）开庭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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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凯弘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

本委受理王世兵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案号为渝中劳人仲
案字〔2019〕第2844号，现依法公告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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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中区和
平路211号），逾期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
起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如不服本裁决，可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渝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
裁决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
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
一方当事人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二○年七月三十日

夏明霞00001850010200002020011489
周 龙00001850010200002019005938
肖光敏00001850010200002019001445
王邦勤00001850010200002020005431
朱明莉00001850010200002020004720
严小娜00001850010200002020010283
李华烽00001850000000002019181549
冉武松00001850000000002019081440
彭泓博00001850010200002019010028
陈李玲00001850000000002019215243
冯 杰00001850010200002019001880

蒋林良00001850010200002020005249
何春艳00001850000000002019200984
李琼凤00001850010200002019006537
陈 宗00001850000000002019189784
魏小东00001850010200002019006336
王露涛00001850010200002019006352
向丽娟00001850010200002019000838
李波燕00001850000000002019215294
窦玉梅00001850010200002020001455
刘 引00001850000000002019085654
陈建阳00001850010200002019004380

盛 娅00001850000000002019190507
冉晓菊00001850000000002019189725
韩 念00001850000000002019215497
谭建英00001850010200002019001726
王廷芳00001850000000002019131293
罗治红00001850000000002019145048
马杰玉00001850000000002019190390
倪 嫚02000150010280020180505579
陈晋兰0200015001028002017121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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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连庆物流有限公司渝BS5759营运证500110038105遗失作废
重庆恒帅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Z2026营运证500110105280遗失作废
重庆五千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渝BP6627营运证500110058350遗失作废

重庆市南岸区凤翔汽配经营部遗失
中国银行重庆南坪南路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03355002（账
号111600763153）声明作废

●重庆市江津区吴滩镇现龙村民委员
会兴龙村民小组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重庆市江津区吴滩镇现龙村民委员
会西牛村民小组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重庆市江津区吴滩镇现龙村民委员
会场房村民小组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重庆市江津区吴滩镇现龙村民委员
会小岩村民小组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重庆市江津区吴滩镇邢家村民委员会
建良桥村民小组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重庆市江津区吴滩镇邢家村民委员会
老槽房村民小组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赛欧健身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廖坤与你（单位）劳动（人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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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渝北劳人仲案字〔2020〕第
6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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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本裁决不服，可
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
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
行，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7月30日

重庆旭详物资回收有限公司重庆旭详再生资源（报废车辆）
收运处理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重庆旭详物资回收有限公司重庆旭详再生资源（报废车辆）
收运处理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
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特公开
以下信息，征求相关公众意见。1、征求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公
众或单位的意见或建议；2、公众可前往建设单位办公室查阅
纸 质 报 告 书 ，或 通 过 网 络（https://kdocs.cn/l/ssYG
Fm0jHlX4）查阅报告书；3、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s://
kdocs.cn/l/sokp6e9iTnXV；4、公众可通过来电、发送信函
（地址：垫江工业园区县城组团三期重庆旭详物资回收有限
公司）、电子邮件（1398241765@qq.com）等方式提出意见。
建设单位联系人：汤总，联系电话15025325555；环评单位联
系人：冉工，联系电话17723131034，在您看到此公告起10
个工作日内，可提交意见和建议。 重庆旭详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陈周军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136490遗失作废
卢小利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0780120181101103遗失作废
皮荐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083046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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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亚红00001850000000002019050143
苟会琼02000150010280020181204255
何桂花02000150010280020170302011
杨 伟02000150010280020181203196
熊松梅02000150010280020170803483
刘波伶00001850000000002019190531
田时容00001850000000002019200894
陈 颖00001850010200002020005595
况 维00001850010200002019006117
沈春明00001850010200002019006490
田维军00001850000000002019159797
纪义勇00001850000000002019211050
何 勇00001850000000002019226467
张素兰00001850000000002019232272
汪钟丽00001850000000002019114812
李霜燕00001850000000002019069902
王 俊00001850010200002020001908
余建平00001850010200002020002355
袁 锋00001850010200002020000108
王泽会00001850010200002019000879
冯 婧00001850010200002020005013
秦小娟00001850010200002020003067
李昌情00001850010200002020006969

欧亚群00001850000000002019244926
王春霞00001850010200002020001916
谢小蓉00001850010200002020003202
陈明忠00001850010200002020003317
张 燕00001850010200002019001277
张明均00001850010200002019006980
黄慧敏00001850010200002019010622
刘 莉00001850010200002020008389
李小菊00001850000000002019103561
邓坤玲00001850010200002019011543
肖 冰00001850010200002020010179
杨在容00001850010200002020008854
赵 雪00001850010200002020009507
郎欣学00001850010200002020010355
王 怡00001850010200002020011497
郑 艳00001850010200002020006483
罗雪梅00001850010200002020006153
金琳皓00001850010200002020006442
向科霞00001850010200002019011439
李 露00001850010200002020002120
朱婷婷00001850010200002020002656
王春英00001850010200002020002912
薛华美00001850010200002020002849

王松林00001850010200002020007685
张 倩00001850010200002020011528
雷世明00001850010200002019000485
瞿艳丽00001850000000002019244436
邓 红00001850010200002020001334
江 莉00001850010200002019002495
李春梅00001850010200002019005745
彭海艳00001850010200002020003807
孙未琴00001850010200002020002605
况知香00001850010200002019000661
张成红00001850010200002019011300
李 勇00001850010200002019003617
吴金弟00001850000000002019069822
刘俟秀00001850010200002020004133
邓小林00001850010200002020004168
李永飞00001850010200002020009252
苗振东00001850010200002020005089
朱小利00001850010200002020004213
刘颜秋00001850010200002020000116
况金凤00001850010200002019008258
吴思琴00001850010200002019008733
黄 娅00001850010200002019010315
熊岑岑00001850010200002020004192

●遗失重庆市平强保温建材有限公司发票章编
号500381706253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江津区世路电子商务服务部公章
一枚编号5003817025825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市 五 根 酒 业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5001078035785）财务章（500107803578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荣昌区农惠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公章
壹枚，编号500226301979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瑞珠能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42MA5YPKY98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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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工程设计咨询服务项目
自主非招标竞争性谈判活动（第二次），估算服务费30万元/
年，合同期24个月。请具有相应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
2020年8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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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室考取非招标文件。
联 系 人：方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
报名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
《重庆盛清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综合净水剂生产线技改项目(征
求意见稿)》报告书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为:http://www.
cqlanjie.com/news/1/，纸质报告书存放于建设单位办公室。
建设单位地址巴南区麻柳沿江开发区梓桐路16号，联系人邹老
师，电话15923234066，邮箱761418761@qq.com。
真诚征求关心本项目建设的个人、专家及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的
意见，征求意见起止日期为2020年7月24日至2020年8月7日。

公告人:重庆盛清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智荣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重庆智荣再生资源(报废车辆)
收运处理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重庆智荣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重庆智荣再生资源(报废车
辆)收运处理站建设项目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现将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1、公众可前往建设单位办公室（重庆市垫江县桂阳街道万安
社区3组）查阅纸质版报告书，或通过网络链接http://bbs.cqd
jw.com/thread-861879-1-1.html 查阅报告书并下载公众意
见表填写意见。2、本次征求评价范围内受影响的居民、
企 事 业 单 位等意见和建议。3、公众可采取信件或电子
邮 件 (313720741@qq.com)等方式反馈征求意见表至建设单
位。4、征求意见的起止日期为2020年7月28日~8月10日。

重庆智荣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8日
公 告

本公司承建的 潼南区米心镇堤防（水毁修复）应急工程项目
已竣工，现进入结算阶段，为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自本公告
之日起60日内，为保障广大农民工和材料供应商的权益，如
还有未付清款项，请及时与公司财务人员取得联系便于后期
统计发放，工程劳务班组、材料供应商、机械租赁商等持相关
材料申报债权。逾期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联系人：陈定燕18166379531 罗仁玲18896080735
地址：重庆市巫山县广东东路126号2楼 特此公告！

重庆大明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9日

●遗失邱梓鑫医学出生证明Q500178238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静源煲粥坊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
号：JY25001520065449）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桂林街道居民李祝于2007.11.09在该区妇幼保
健院所生之女杜佩静（原名杜文文）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中国第十八冶金建设公司第一新冶建筑工程公司
不慎将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9150010720311418XP）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三联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56664103728）股东会决定，
现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整减至20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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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口县天成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城口县沿河乡小水电代燃料项
目聚马二级电站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第二次）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要求，
城口县天成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城口县沿河乡小水电代燃料项
目聚马二级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公开下列信
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全 文 网 络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aIDl0FIc
Qd1bR_FsKlSqTA 提取码: wt26;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公众可到建设单位办公场所查阅环评报告。联系人：刘老师 电
话：13896300018 地址：重庆市城口县沿河乡聚马二级电站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
docx。（四）公 众 提 出 意 见 的 方 式 和 途 径 ；电 子 邮 件 ：
564451803@qq.com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
式。（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年7月30日至2020年
8月12日（10个工作日）

城口县天成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0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未言空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MA5U3YCL07）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490万元减少到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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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仑灵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60WF839C ，
拟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为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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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
合 成 物 流 万 盛 分 公 司 渝 A89862 营 运 证
500110073896遗失。穗明公司渝BR3170营运证
500222061237遗失作废。重庆捷元广物流有限公
司渝D72825营运证500110098269渝DD860挂营
运 证 500110098267 遗 失 作 废 。 尊 翔 公 司 渝
D56919营运证500110074698遗失作废。为平公
司渝BS8695营运证 500110030961遗失作废。豪
悦公司渝B2A057营运证500110067030遗失。龙
凤呈祥公司渝 BS7809 营运证 500222083723 渝
BS7955营运证500222059218遗失。

重庆嘉钛昕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年均7000辆报废汽
车回收拆解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一）建设内容：重庆嘉钛昕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投资
2000万元，在重庆江津区珞璜镇津东路3号建设“年均7000
辆报废汽车回收拆解项目”。建成后年回收拆解报废汽车
7000 辆（包括小车5000辆、货车1500 辆、客车500辆，不涉
及电动车、危险废物化学品运输车辆拆解、进口废汽车压件拆解）。
（二）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获取方式 公众可访问http://
www.jiataixin.net自行下载或到重庆市江津区珞璜工业园B
区津东路3号重庆嘉钛昕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现场查询。
（三）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时间、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于2020年7
月30日～2020年8月12日（十个工作日）通过信函、传真、电
子邮件将公众意见表提交于建设单位。
（四）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重庆嘉钛昕再生资源综合
利用有限公司 联系人：苟工 电话：023-47607783
地址：重庆市江津区珞璜工业园B区津东路3号
重庆嘉钛昕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二○二○年七月三十日

●遗失：杨光平（51022419751014894X）医师
执业证，编号110500190000391申明作废●王凯遗失：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人民
政府核发的行政执法证，编号:00023010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联芳街道人
民武装部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川港物流有限公司渝D71705营运证500381024510作废●遗失重庆川港物流有限公司渝DA610挂营运证500381024305作废●遗失两江新区刘建权电机维修部公章
一枚（编码5001127079452)，声明作废。●遗失父亲刘桥，母亲熊丹之子刘梓睿在2014年11月
30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G500396501声明作废●重庆磬乔建材经营部遗失中国工商银行重庆荣昌广顺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88370201，声明作废●重庆迪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工行重庆李家沱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3100026409201170966核准号J6530070784301声明作废●遗失2017.9.15核发的重庆坤飞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U2GF7X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吉菘家具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78159413)、
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78159414)声明作废●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久满老火锅店(税号92500240MA5UAFEU3G)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050001900104号码01767255-01767279作废●遗失重庆舜珏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壹枚、财务专用章壹
枚、发票专用章壹枚、法人何俊梅私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渝北区爱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章5001127189137，财务章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吉善堂医药有限公司三江店公章作废●遗失胡冲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0180020170703737作废●遗失彭兴燕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0100002020030787作废●遗失丰都县梨地坪免烧砖厂公章
一枚，编号5002307012280作废●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民政局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JY35001060024634作废●遗失永川区安亮文艺演出团营业性演出
许可证副本编号500118110076声明作废●遗失长寿区忠明汽车修理厂印章备案回
执，编号50022120150114016作废●重庆市大足区双龙法律服务所张靖鼎遗失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执业证，执业证号：32219151100063，声明作废。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文翰）现代社会随着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
变快，与之而来的压力也逐渐增大，越来越
多的人需要心理疏导、释放情绪。为此，市
卫生健康委开通了“12320”心理咨询援助
热线，帮助市民对紧张、抑郁、精神压力等
方面提供免费咨询、疏导服务。同时，还向
市民发布了公众版的自测问卷，有需要的

市民不妨来看一看、测一测。
市卫生健康委疾控处杨天蓉副处长介

绍，1月23日全市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后，市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疫情
期间重点人群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先后出
台了紧急心理危机干预相关文件，最大限
度地预防和减少疫情造成的危害，减少心
理危机的发生，保障公众心理健康，维护正

常的社会秩序。同时，组织全市精神卫生、
高校、心理健康相关协会、学会发动具有灾
后心理危机干预经验的专家，建立了医务
人员心理干预、患者干预、疑似患者心理干
预、密切接触者干预、公共人群干预等5个
心理救援专家组，在各专家组下组建5支干
预队伍，为各区县开展心理热线人员业务
培训和督导、人群心理状况评估、拟定干预

计划、实施心理危机干预、公众健康教育等
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依托12320市级热线和
其他已有的心理援助热线，积极吸纳社会
志愿者参与，统筹组织心理工作者轮值，提
供7×24小时在线服务，及时为人群提供
实时心理支持和心理援助服务。目前，全
市共开通心理援助热线31条，其中市级心
理援助热线1条，各区县心理援助热线共
30条，疫情防控期间共接听有效热线近
5000次。同时开通豆芽湾、心窝云等心理
健康线上平台，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
近百篇，群众累计访问12000余次，为全市
市民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12320”心理咨询援助热线开通啦
有需要的市民不妨试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