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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峰，王彬，易万2019年3月9
日20时到10日凌晨在重庆市巴
南区鱼洞长江大桥至大渡口区钓
二嘴水塔长江水域以电击方式捕
鱼，对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造成损
失，特诚挚向社会公众道歉。

声 明
兹有我公司依法承建的“江南新城

景观通廊工程”现已完工，请本工程所有
债权人与本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向该
工程项目部申请报债权，逾期未申报视
为放弃债权，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与
我公司和项目部无关，联系人高泽吉：电
话15696667111。 特此声明！
江西牧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二0二0年八月六日

债权转让公告：（借款人）：赵成会：赵成会于
2014年1月22日在哈尔滨银行万州支行办理一
笔个人房全通贷款，借款合同号为重庆万州支行
2013年各借字第0050号，由赵成会提供抵押担
保，该笔贷款于2015年6月21日形成不良贷款，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于2015年12
月25日将该笔不良贷款转让给重庆欣昱商贸有
限公司。现重庆欣昱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
让方”)研究决定，将该笔债权（含从权利）一并转回
给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

“受让方”)（截止2015年12月25日，债权本金余
额为406,111.42元，利息余额未19,587.74元，
以及合同约定的其他债权金额0元）。转让方对上
述债权转让的事实予以确认；受让方已取得债权
人的地位，有权行使转让方作为债权人时享有的
各项权利。现通知贵方上述债权转让之事实，并
请贵方及/或其法定或约定的义务继受人立即向
受让方履行上述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受让方的
联系方式如下：联系人：麻博，联系地址：重庆市渝
中区五一路197号，电话：023-88867973。转让
方：重庆欣昱贸易有限公司。受让方：哈尔滨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19年11月13日

通 知
杨祖明（身份证号510224196607231753）：
因你无故离岗，请你在2020年8月11日之前速回公司上班，
逾期未到岗，公司将按旷工处理，解除你与公司的劳动关系。

重庆市威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2020年8月6日

减资公告
经重庆鸿泰医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4MA5U9AMP4L）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少到7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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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

讣告
慈母王邦伦老人，因病医治无效，2020年8月6日3时正，在綦江

区中医院不幸逝世，享年八十五岁。
王邦伦老人历经历史沧桑，见证了时代变迁，毕生自律正直。年

少负笈，坚强自立；相夫教子，温良恭让；和睦友邻，仁爱兼善；晚年多
福，功德圆满。哀今日仙逝，祈天地同悼，音容宛在，德泽永存。

敬遵先母遗愿，丧事从简，恩情在心。
特此泣告亲朋好友共祭。

长女代小萍
长子代 兵

2020年8月6日
债权转让公告：重庆新先成商贸有限公司（借款
人）：罗义群、文红、重庆勇卓物资有限公司、卢
猛、卢芹（保证人）：重庆新先成商贸有限公司于
2012年12月13日在哈尔滨银行重庆分行办理
了一笔流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号为
（重庆分行2012年小企贷字第0262号）并于2014
年12月9日在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办理了展期，展期协议编号为（重庆分行2012
年小企贷展字第0262-1号）由罗义群、文红、重
庆勇卓物资有限公司、卢猛、卢芹提供连带保证
担保。现重庆欣昱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
让方”)研究决定，将该笔债权（含从权利）一并转
回给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
称“受让方”)（截止2019年11月07日，债权本金余
额为4,500,000.00元，应收未收利息92,250.00
元，欠还罚息为1,913,765.63元，欠还复利为39,
887.74以及合同约定的其他债权金额0元）。转
让方对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予以确认；受让方已
取得债权人的地位，有权行使转让方作为债权人
时享有的各项权利。现通知贵方上述债权转让之
事实，并请贵方及/或其法定或约定的义务继受人
立即向受让方履行上述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受
让方的联系方式如下：联系人：杨星，联系地址：重
庆市渝中区五一路197号，电话：023-88867009。
转让方：重庆欣昱贸易有限公司。受让方：哈尔滨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19年11月12日

遗失声明
本人李鑫星身份证500107199611077920购买重庆·中

骏·云景台房号 14-2402，不慎遗失房款首期收据编号
0963893，收据金额 133138.00（壹拾叁万叁仟壹百叁拾捌
元），契税收据编号0963892，收据金额13957.93（壹万叁仟玖
佰伍拾柒元玖角叁分），专项维修基金收据编号0963892，收
据金额7195.2（柒仟壹佰玖拾伍元贰角），定金收据编号0963795，
收据金额20000（贰万元），特此声明此收据作废！因此产生的
一切经济责任均由本人承担与重庆坤煌港帆实业有限公司无关。

声明人：李鑫星 2020年8月7日

九龙坡区直港大道3号负2
层车位25、26号，套内面积
19.6平方米，交通便捷，联系
电话:68105355鲁老师。

停车位
出 租

公 告
江津区白沙镇流水寺污水整治工程项目部全体民工及材料
供应商们：

江津区白沙镇流水寺污水整治工程已于 2019 年12月已
完工。为了更好维护你方合法权益，现公司对江津区白沙镇
流水寺污水整治工程项目部农民工工资和材料款付款拖欠
情况进行切实核查。若该项目部尚有拖欠农民工工资及供
应商材料款的情况，请你及时向我公司据实反映、并提供拖
欠费用的详细资料（姓名、身份证号和复印件、欠款事由及金
额，账号、开户行、电话）、材料供给请提供购销合同及供货清
单、款项金额及其对公账户，以便我公司及时了解实际情
况。如有弄虚作假的行为，我公司按相关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
此公告截止日期2020年8月25日，若超过截止时间，本公
司可认定为你方自愿放弃有关权益！ 特此公告！
公司工程部联系人：向先生 联系电话：18996689323

重庆风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8月 7日

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服务中心关于重庆亨韵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小型客车租赁车辆备案证公告作废的通知

因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局已对重庆亨韵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小型客车租赁企业交通行政许可实施注
销，现将该公司已在我中心办理了备案的18台小型
租赁客车（渝D60F17、渝DM2160、渝DN9750、渝
BRQ648、渝 DR6666、渝 D38E80、渝 D69C11、渝
D53H81、渝 D56G70、渝 D21H36、渝 D33F29、渝
D01E90、渝 D99H97、渝 D05H11、渝 D61G22、渝
D00G55渝D35F83、渝D70G55）的《小型客车租赁
车辆备案证》公告作废。

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服务中心 2020年8月7日

个人独资企业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许春
燕美容院(注册号5001012000684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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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2020年8月6日
公告：重庆路航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巴南分公司渝
D77996,车辆保险脱保请于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
司交清国家税费、保险和车辆年审，行驶证、营运
证、登记证书、车辆牌照、未交回，逾期未完善，将向
车管所，运管所申请牌证公告作废，后果自负。
重庆创源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渝A98272车主长期脱离公司监管，驾
驶人员拒不参加公司定期组织的安全培训学习，不按规定进行强
制安全检查和年审。拒绝按规定强制保险，处于脱保状态，限车主
在三日之内到公司完善一切手续，预期未完善公司将向车管所申
请灭失注销，及营运证注销；后果自负，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重庆华万伦生物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公章（5003817016621）财务
章 （5003817016622） 发 票 章
（5003817035321） 合 同 章
（5003817017354）声明作废

个人独资企业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炜丽保洁服务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1567871325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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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35356297，联系人：凌炜丽 2020年8月7日

重庆市万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万臻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张春兰、唐开刚、包和兵、易晨、姜小林、陈军、骆
园园、罗程、刘录翠、潘文科、张应德与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万州劳人仲案字[2020] 第773-783号仲裁
出庭通知书及申请书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逾
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0年11月5日下午2时在本
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重庆市万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8月5日

重庆银冠物流有限公司渝D1325挂营运证500222108631
遗失作废，渝AJ009挂营运证500222102793遗失作废，
渝AJ109挂营运证500222056648遗失作废。金骏
公司渝D02467营运证500115049115注销，国凯公
司渝A8329挂营运证500110050295遗失作废。万
泽公司渝BJ3881营运证500110019843遗失作废

万州盛欣宝农业开发养殖基地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万州盛欣宝农业开发养殖基地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已开始编制，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该项目环评相关
信息公示如下：1.建设内容：拟建项目为养殖场项目，项目总占地面
积为8592平方米，其中包括生产设施面积及附属设施面积。建筑
面积包括5间育肥舍，5间保育舍，1间隔离舍，2间产房，1间配怀
舍，1间管理房，1间仓库，1间药品房，1间发酵床，及附属设施
建筑。并安装相关设备。项目建成后，引进二元种母猪250头
（采用人工授精）。最终达到生猪存栏量1500头，年出栏5000头
的生猪养殖规模。2.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2NRC4Uj0c7x41rx6SLATaQ提取码：li9j；3.征求意见的
公众范围：包括受建设单位影响或者关心工程建设的公民、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个体。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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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邮
箱，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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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州区盛欣宝农业开发家庭农场 周雪华
17347908435，88367623@qq.com环评单位：重庆绿之豪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 尹德林18102338609 1835475436@qq.com。5.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8月7日—2020年8月20日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
关于能仁寺周边环境品质提升工程房屋征收项目

安置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的公告
各拟被征收人：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暂行）〉等有关办法的通知》（渝办发
〔2011〕123号）和《渝中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
则（试行）》（渝中府发〔2014〕32号）的规定，渝中区住房和城市
建设委员会就能仁寺周边环境品质提升工程房屋征收项目拟
订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并报渝中区人民政府组织有关
部门进行论证。现将该方案予以公布，向拟被征收人征求意
见。如您对该方案有修改意见，请您向现场办公室提出。

一、征求意见期限
从2020 年8月7 日起至2020年9月5日止，共计30天。
二、征求意见方式及《方案》修改程序
1、拟被征收人持有效身份证明及相关资料到征收现场

办公室咨询相关政策，充分表达意见或建议，并填写《房屋征
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表》。

2、渝中区人民政府在征求意见期满后将征求意见情况
和根据公众意见修改的情况予以公布。

三、联系方式
现场办公地点：中华路74号2-1、2-2
现场办公电话：63308011 监督电话：63918736
特此公告
附件：渝中区能仁寺周边环境品质提升工程房屋征收项

目安置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 2020年8月7日

●重庆黄金钾物流有限公司渝 BL5672 营运证
500110038825渝BR5283营运证500110032344注销。●驰发公司渝BQ7680营运证500110105534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南控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5U9JDFXP)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向重庆市商务委
员会、重庆市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减资登记。拟将注册
资本由28000万港币减至10000万港币。根据《外商投资法》
《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债权人可自公告日起45日内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2020年8月7日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福建腾安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曹兴目（碚劳
人仲案字〔2020〕第713号）与你单位因工伤保险等引起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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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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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母亲熊德攀、父亲王福友之子王贵沐于2014
年8月14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O500322330作废●遗失重庆美联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买卖承诺书（买方）
叁份编号：0011066、0011065、0010877 声明作废。●重庆捷科隆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500381500297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讯道楼宇智能化有限公司石桥铺分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130000956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大渡口区医学会社团登记证书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1500104C55898521F，声明作废。●江津区德感街道三河村卫生室公章5003817072625声明作废●遗失彭以宸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379741作废●遗失肖恺妍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355215作废●遗失永川区朱沱镇龙汇垭村股份经济联合社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登记证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N2500118MF0894096D作废●孟靖林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1108103遗失作废●李庆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0000202019001416遗失作废●遗失两江新区刘建权电机维修部金税盘
一个，编码44-661622811762声明作废●重庆依金物流有限公司渝A96185车辆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巨伟建筑加固工程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洋河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2547102声明作废●重庆烽火五金制造有限公司遗失《印章
刻制、查询、缴销证明》，特此声明作废。●刘朝华遗失重庆金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社保收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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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海交易所科创板备受全球
瞩目，拥有海内外业务的优质科技公
司顺势在科创板上市，逐步吸引更多
国内外投资者进入中国A股市场。

7月份，国内最大的芯片组制造
商中芯国际筹集了460亿元人民币的
资金，成为10年来中国规模最大的
IPO，是迄今为止科创板最大的成功
案例。此后其股价翻了三倍，成为国
内最有价值的上市科技股。中芯国际
的成功有望鼓励更多的中国科技公
司，不需再通过上市于纳斯达克而走
进国内市场。

这些事态发展已经引起国内外金

融机构的极大兴趣。国内投资公司发
现先机（北京）投资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首席投资官哈维·李表示：“在中国的
主要优质企业选择不上市于美国之
后，国内甚至全球所有的目光都集中
在科创板。许多国内企业在美国股市
恶劣的情况下，选择在中国上市更为
有利，而科创板上市的成功案例也为
其他公司铺平了道路。”

自2018年开始，发现先机就一直
在推崇中国A股市场。该公司洞察
到中国经济发展与股市增长之间的不
平衡，逐渐增加了对A股的持股，并
从去年中国股市的反弹中获益匪浅。

今年7月，上证综指飙升至3400点，
创下2018年初以来的新高。然而，正
如哈维·李所说：“这仅仅是辉煌牛市
的开始。”

长期以来，我国强力进行金融改
革，逐步放宽金融法规。自2018年政
府宣布了一系列放宽政策的条例，逐
步取消了对外国投资者持股和投资的
限制。目的是要创建一个与美国势均
力敌的资本市场，而科创板很可能就
是答案。

有利政策变化的影响已经显现出
来：美国企业投入中国的外资较上年
同期增长了 6%。随着政策持续放

松，预计外资还会不停并显著地增加。
“在当前全球疫情不明朗的局势

下，中国已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投
资目的地 ，许多国家正努力应对新
冠病毒疫情的影响，而中国的经济基
本上则保持不变。中国在面对疫情和
危机时有效果断的应对方式确实令人
印象深刻和赞赏。” 哈维·李兴奋地
表示，“发现先机在即将到来的牛市中
处于较有利的位置。我们预计科创板
在未来两个季度将会有更加优越的表
现，为中国市场提供巨大的推动力,科
创板的长期发展形势将是吸引全球投
资的关键。”

发现先机：科创板将为中国A股市场带来新的曙光

歌曲封面是列车穿楼

前日，歌手陈奕迅在他的官方微博上
发布了由他演唱的《世界上不存在的歌》，
一时间吸引许多粉丝关注。

细心的网友还发现，这首歌的封面很
是特别，居然是重庆轨道交通2号线李子
坝穿楼的场景，虽然调成了黑白色，但看起
来很有质感。

为何会将李子坝穿楼的场景用作这首
歌的封面呢？或许从这首歌身上找得到答
案。记者了解到，陈奕迅版《世界上不存在
的歌》是2020年重唱版。此前这首歌在
2016年3月30日发行过，这首歌是由杨庆
作词、赵英俊作曲并演唱的歌曲，亦是杨庆
执导电影《火锅英雄》的主题曲。

如果你看过由陈坤主演的电影《火锅
英雄》，一定还记得其中的一些剧情吧。其
中就包括有3号线铜元局站、3号线唐家院
子站和2号线李子坝站的镜头出现。由此
可见，他们对重庆以及重庆轨道交通的喜
爱程度。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石亨）昨日，包括中心城区在内
的重庆各地连晴继续。上午9点，市
气象台连续第六天发布“高温橙色预
警信号”。下午4点，全市仅南川、秀
山、黔江、酉阳气温在35℃以下，开州
仍是全市最热的地方，气温再一次突
破了40℃。

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晚开始到明
天白天各地转雨，局地雨量较大，部分
地区有暴雨，这个周末，伴随着降雨的

到来，高温有望缓解。
天气预报
今天，各地晴到多云，东北部偏北

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大部分地区气温
24～41℃；中心城区：多云间晴，气温
30～39℃。

明天，长江沿线以北地区阵雨或
雷雨，其余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雨，雨
量小雨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大
部分地区气温22～36℃。中心城区：
多云转阵雨，气温28～34℃。

这个周末 大雨来降温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通讯员 唐佳佳）近日，八桥镇村（社
区）干部培训第一期培训班正式开班，
100余名村（社区）工作人员、辖区党
组织二级党支部书记、骨干党员代表
参加了培训。据了解，八桥镇将分两
批次对辖区村（社区）干部进行全覆盖
培训，每批次培训时间为三天，这也是
近年来八桥镇举办的首次村（社区）干
部全覆盖培训，旨在进一步提升村（社

区）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工作水平，推动
全镇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此次专题培训采用自学与集中培
训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政治建设、党风
廉政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村（居）财务
规范、基层社会治理等主题进行专题
教学。

学员们表示，本次培训让大家获
益不少。今后将秉持初心、努力提升
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本领。

百名村（社区）干部集中“充电”

登上陈奕迅歌曲封面
轨道交通李子坝站再刷屏

镜头中的李子坝站

近年来，李子坝站列车穿楼一景吸引
了许多网友的关注，不仅有全国各地的游
客前来打卡，连不少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等
都前来取景。

说到影视作品，当然得提到《火锅英
雄》。这一部在重庆拍摄的电影，里面多个
场景拍摄出了重庆的味道。还记得当时电
影院观影时，当大荧幕上放到李子坝列车
穿楼时，好多人都喊了出来。

演员张译拍摄的《重生》电视剧，前不
久在网络热播。这部剧也是在重庆拍摄
的，里面也有许多重庆元素，比如交通茶
馆、特色的筒子楼、鹅公岩大桥等，还有李
子坝列车穿楼的场景，让人很是熟悉。

青春励志真人秀《一路成年》也来到
李子坝观景台取景。让人印象最深的是
歌手李汶翰和父亲来到李子坝站，互相拍
摄对方吃列车穿楼的动作。李汶翰还现
场教父亲如何才能拍出错位感的吃列车
的动作。

除了这些用镜头拍摄的画面外，还有
动画作品也出现过李子坝。比如国产青春
文艺爱情动画《我是江小白》，完全取景于
重庆，包括川美涂鸦街道，轨道交通李子坝
站，长江索道……重庆的很多知名地标建
筑，都有出现在动画之中。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月 摄
影报道

近日，重庆轨道交通2号线
李子坝站又刷屏了。此次的它，
出现在歌手陈奕迅演唱的歌曲封

面上，引起许多网友的关注。
最近几年，轨道交通李子坝站不仅吸

引来了许多外地游客打卡，连不少影视综
艺也前来取景。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些
精彩画面。

◀
陈
奕
迅
新
歌
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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