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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晴热回归冲击40℃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

也）据市气象台预计，今天起高温晴热天气将回
归，明天全市最高温将冲击40℃大关。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8 月 14 日：分散阵雨转多云，气温 27℃～
37℃。

8月15日：多云，气温30℃～38℃。
8月16日：多云，气温31℃～38℃。

最全两江新区公园
游玩路线！

一条游一天，让你玩过瘾

金海
湾、悦来
湾，三十
里湾区繁

花似锦；两江交汇，
四山簇拥，百园叠
翠，勾勒出“一半山
水一半城”的生态
版图。随着两江新
区“双晒”直播进入
倒计时，很多市民
咨询到两江新区去
逛公园，有什么好
的路线推荐。下
面，记者为市民推
荐4条游玩路线。

路线1：照母山公园群
【路线指南：照母山森林公园→九曲河湿地公园→金

州公园→百林公园→恋湖公园→竹林公园→颐和公园→
测绘公园等】
照母山森林公园

行走在照母山，感受磅礴大气的景观，古朴清旷的风
貌厚重深邃的文化，让人流连忘返。远观，照母山郁郁葱
葱犹如一条长龙。近赏，巨树修竹。芳草香花星罗棋布，
摇曳生姿。
九曲河湿地公园

作为嘉陵江的重要支流，九曲河终年流水潺潺。公
园临河而建，依山就势，园中的观景栈廊、碧荷藕香，渔家
唱晚、流水夕渡、竹林幽径、民俗映像、柳浪闻莺等多个景
点，呈现独特的山水风貌。
金州公园

该公园北邻九曲河湿地公园，南邻照母山森林公园，
东有规划中的生态体育公园，西接嘉陵江金海湾滨江公
园，位于得天独厚的城市公园群落中。

路线2：礼嘉公园群
【路线指南：礼嘉智慧公园→金海湾滨江公园→白云

山公园→白云寨公园→白云湖公园等】
礼嘉智慧公园

绿色是这里的生态底色，占地面积3平方公里的礼嘉
智慧公园沿江依山而建，江、山、湖交相辉映，将白云山、
白云寨、白云湖、金海湾4个生态公园串联起来。
金海湾滨江公园

背靠嘉陵江畔，有重庆小垦丁之称的金海湾滨江公
园，隐匿在江边的森林小秘境中。浑然天成的自然生态
和园林雅趣，让金海湾成为都市人群的向往之地。

路线3：悦来公园群
【路线指南：悦来滨江公园→悦来会展公园→中央公

园→园博园等】
悦来滨江公园

悦来国际会展城滨江公园面朝嘉陵江，在这里可从
日出到日落享受江畔之美。盛夏，滨江公园最美当属马
鞭草花海，蓝天下的紫色花海，在日光下反射出深邃的
紫，在紫色花海里拍上几张美照，好心情立刻乘着微风飞
上云霄。
悦来会展公园

一提到悦来会展公园，不得不联想到青青草地、浪漫
花道、山林漫步运动天地、亲子乐园等场景。漫步于悦来
会展公园，碧绿的荷叶映入眼帘，或是粉红色、或是白色

的荷花，点缀其中，美不胜收。
园博园

园博园植被种类丰富，景观古色古香，形
成了春季山花烂漫，夏季浓荫叠翠、秋色层林
尽染、冬景苍劲纯洁的季相分明，风景如画且
生态环境良好的旅游胜地。
中央公园

中央公园是一座融会中西方文化，依托重
庆山水风貌特色，体现自然和谐之美的现代城
市公园。

路线4：龙盛公园群
【路线指南：三板溪公园→双溪湿地→石

清河公园→启动区公园→龙湾森林公园等】
三板溪公园

以桃源、幽居为主题的开放式公园，步行
在彩色步道上，低头可观清澈溪流，抬眼能赏
美女樱花开吐蕊。水清、花美、草绿，蜿蜒流
动的自然溪水穿行而过，干净清澈而又不断
流动，流水淙淙惬意绵绵。
双溪湿地

溪水潺潺、绿树葱葱。双溪湿地公园总
占地约8.9万平方米，其中陆地面积7.88万
平方米，水域面积1.02万平方米，总绿地面
积6.78万平方米。
启动区公园

该公园位于两江协同创新区核心区，毗
邻水天一色的明月湖，背靠苍翠葱茏的明月
山，面积10万平方米，是名副其实的“智慧公
园”“生态大园”。曲径通幽处，沿着由浅灰岩
石铺就的步道拾级而上，不同植被和再造景
观打造的生态景点，没有太多人为雕饰，与自
然和谐并存。
龙湾森林公园

以生态为基础、生命主题艺术为线索，展
现了城市、人、自然和谐共生，为未来构建一
个休闲娱乐、环保知识的传播平台、生态文化
教育基地、生命主题艺术露天博物馆。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渝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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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0177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0年8月13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017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6 2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017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6 2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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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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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0年8月13日

公告·遗失13368336681登
报

杨军，李招2019年5月20日13时许，在重庆
市荣昌区双河街道白云溪河肖家桥附近河段
使用电击方式非法捕捞水产品，对生态资源和
渔业资源造成损失，特诚挚向社会公众道歉。

重庆航运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港主城港区佛耳岩
作业区二期工程（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的公告

各位公众：重庆航运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实际建设过程
中为满足公司发展需求，将原环评拟建设的1个3000t级件杂泊
位提升为5000t级件杂泊位，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
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中“港口建
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相关规定，本项目属于重大变动，
需重新编制环评报告。变更后工程建设1个3000吨级及1个
5000吨级件杂货泊位，吞吐量150万t/a，项目运输货物不涉及
危险化学品及散货。目前，已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对重庆港主城港区佛耳岩作业区二期工程（重新报
批）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第二次公示，公众可登录以下网址查阅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就您关心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网 址 ：http://www.cqbn.gov.cn/bmjz/jz/ydjd/zwxx_89158/dt_89160/
联 系 人：孙老师 联系电话：023-88734299

重庆航运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经重庆七利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6MA60103A4Q）股东研究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5100万元减至1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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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8月14日

遗失重庆数衡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龙溪支行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1774404，编
号 ： 6530- 01204286， 账 号 ：
3100086209024847525，声明作废

●杨秀华遗失重庆盛冠爆破有限公司安全员
证件，证号：5000000208077，声明作废。●李洪伟遗失重庆盛冠爆破有限公司爆破员
证，证号：5000000119998，声明作废。

渝AN6136、渝AN6587、渝AN9112、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公司：渝
AN3709、渝 AN5007、渝 AN5265、渝 AN9695、渝 AN7333、渝 A77587、渝 A72278、渝
A77788、渝 A77338、渝 A72939、渝 A72382、渝 D37697、渝 D60756、渝 D37600、渝
D60728、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顺康物流分公司：渝 A55678、渝 BQ2620、渝
D89550、重庆公路运输集团集装箱联运有限公司：渝A65057、重庆古对今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渝 DE7511、渝 DW1333、渝 DF9010、渝 DN2537、重庆冠博物流有限公司：渝
D24089、渝DY9060、渝D72892、渝D16268、渝DB6269、渝DC1399、重庆广奎铸造有限公
司：渝A38879、重庆桂晗物流有限公司：渝A97120、重庆国富物流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公
司：渝 A72557、重庆海慕物流有限公司：渝 DK8020、重庆韩成贸易有限公司：渝
D63150、重庆航冠运输有限公司：渝A77089、渝D73283、重庆航亚工贸有限公司：渝
BR9058、重庆豪佳物流有限公司：渝BY2255、重庆恒吉物流有限公司：渝AN5663、渝
BV7161、重庆弘越物流有限公司：渝D92096、重庆红旗弹簧有限公司：渝A97063、渝
D06415、重庆宏翔向华运输有限公司：渝A90799、重庆鸿财物流有限公司：渝A97853、渝
DF6600、重庆互海杰物流有限公司：渝BQ3171、重庆华芮缘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
BM3769、重庆华厦门窗有限责任公司：渝A51201、重庆桦爱物流有限公司：渝DD8293、重
庆汇康物流有限公司：渝D75628、渝D44445、渝D70097、渝D23827、渝D20767、渝D51186、
重庆慧骐物流有限公司：渝DU6276、渝D19680、渝D09321、渝D65266、渝DT6719、重庆
货多多物流有限公司：渝BP1885、重庆吉茂物流有限公司：渝D89661、渝DL6505、渝
DG1559、渝DW6779、渝DQ5712、渝DZ6805、渝DH1183、重庆嘉亿兴物流有限公司：渝
D76542、重庆健超运输有限公司：渝AN8078、重庆金遥物流有限公司：渝AH0891、渝
A1H068、重庆九冉建材有限公司：渝D81835、重庆玖兴物流有限公司：渝DM7620、重庆
巨庭物流有限公司：渝D92013、重庆郡鹏仁杰运输有限公司：渝DG9382、重庆凯仁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渝D17111、渝D73229、渝D69799、渝DY7160、重庆康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渝A72180、重庆康升物流有限公司：渝D53992、重庆科洛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
AN6717、重庆酷发物流有限公司：渝D23606、渝D74666、渝D70578、渝DM5109、重庆力
东物流有限公司：渝A77393、重庆联福物流有限公司：渝D77713、重庆林柯物流有限公
司：渝D79788、渝BT3227、渝D51106、重庆满荣物流有限公司：渝D01556、重庆美焕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AN7962、重庆明洋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A6Y056、渝BL8711、
渝BL9252、渝A60330、渝B1F027、渝B5F010、渝B5F120、渝AN9721、渝B0F897、渝
A92Q79、渝A107A8、渝A301D7、渝AN8257、渝A329D1、渝A1H636、渝A0H696、重庆
鸣信物流有限公司：渝 BK1670、重庆铭强运输有限公司：渝 A77071、渝 D70560、

催款通知
债务人邓云：您欠雷正伟工程材料款人民币
124000元（壹拾贰万肆仟元），至今没有付款，现要
求立即付清全部款项，否则将按照法律途径解决。

债权人：雷正伟 日期：2020年8月13日

拍卖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根据《拍卖法》相关规定，对以下标的按

现状公开拍卖。
一、拍卖时间、地点：2020年08月25日10时00分，重庆

市江北区庆云路1号国金中心IFS T1栋27楼路演厅。
二、拍卖标的：1.车牌渝ABL038雅阁牌HG7203AB小

型轿车一辆，评估价4.01 万元，2. 车牌渝ABL039雅阁牌
HG7203AB 小型轿车一辆，评估价 4.38 万元，3. 车牌渝
ABL040别克牌SGM6520ATA小型普通客车一辆，评估价
9.1万元，4.车牌渝AKW106江淮牌HFC6500A1C8F小型普
通客车一辆，评估价0.95万元。保证金为每台车1万元。

三、特别说明：车辆涉及的欠费（包括但不限于违章罚款、
滞纳金等）及过户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四、看样时间：2020年08月21日09时-12时，重庆市江
北嘴大剧院停车场。

五、竞买手续：竞买人于08月24日12时前交纳足额的竞
买保证金至指定帐户并持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报名时收取资料费100元。逾期不予办理。报名地址：重
庆市渝北区东湖南路40号力帆时代2-704 。

详情请向我公司咨询，并以我公司拍卖资料为准。联系
电话：400-809-6672。

重庆乾德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08月14日

凯旋路电梯4-9层房产招租比选公告
凯旋路电梯4-9层房产招租项目已具备比选条件，现对该项
目进行公开比选。现邀请潜在竞标人报名参加比选，想了解
比选公告详细情况，请登录重庆三环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网站（www.cshcs.com.cn）、重庆客运索道公司官网（www.
cqsuodao.com）。联系人：邱女士，电话：023-68848930。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琦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徐忠友申请与你单位
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邮寄和直接送达你
单位，依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向你单位
送达本委作出的渝九劳人仲案字〔2020〕第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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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市九龙坡区科城路71号 B1栋6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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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不起诉，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8月14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邑兰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汪恒宇与你单位计
时计件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
劳人仲案字〔2020〕第214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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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0年10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重
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派驻龙山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
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8月14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融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叶春凤与你单位计时
计件工资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20〕第2141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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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
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0
年10月30日上午9时30分在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派驻龙山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
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8月14日

发 票 遗 失 说 明 ：陈 志 东 ，身 份 证 号
500113198911102414，不慎遗失重庆公路运输（集团）
有限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民安车队违法责任金收据，金
额3000元，编号0095873，本人声明：原发票作废，今后
因发票遗失产生的一切纠纷与公司无关，本人承担责任。

重庆久福物流有限公司渝BA251挂营运证500110045099 ，渝BA253
挂营运证500110045101 ，渝BA252挂营运证500110045100遗失作废。
重庆久福物流有限公司渝AE023挂营运证500110062835，渝BA878
挂营运证500110048272，渝AD259挂营运证500110060372遗失作废。
重庆久福物流有限公司渝AE509挂营运证500110062838，渝BZ1231
营运证500110059720，渝AA255挂营运证500110055241遗失作废。
重庆久福物流有限公司渝A9352挂营运证500110053675，
渝A98862营运证500110056822遗失作废。

寻亲公告
被捡拾情况：2015年5月23日凌晨6时左右，陶

凤连夫妇在重庆市铜梁区大北街的公路边，捡拾一女
婴，随身有一纸条，上面写有出生日期：“生于2015年5
月23日，求好心人收养。”陶凤连领养
回家抚养至今，取名：叶青青。此寻亲
广告公告有效期为三个月。
联系人：重庆市铜梁区平滩派出所
电 话：45211007
云阳县寨岭农业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云阳县寨岭农业生猪养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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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LmzldRyWW [金山文档] 云阳县寨岭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云阳县寨岭农业生猪养殖项目征求意见稿.doc）查阅报
告 书 ；3、公 众 意 见 表 网 络 链 接 ：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4、公
众可通过来电、发送信函（地址：重庆市云阳县蔈草镇蔈草社区1组）、
电子邮件（595480441@qq.com）等方式提出意见。建设单位联系人：
谭总，联系电话 13387181066；环评单位联系人：杨工，联系电话
18983416870，在您看到此公告起10个工作日内，可提交意见和建议。

云阳县寨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单位委托，我司将于2020年8月21日下午16:00时对以
下标的（不含车牌）在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64号M幢
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举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1、渝ASX521，帕杰罗，3.0L/AT，起拍价：11
万元；2、渝AXN237，欧蓝德，2.4L/AT，起拍价5.5万元。竞
买保证金：30000元。
二、展示时间地点：2020年8月14日至8月20日车辆停放
处，请与我公司联系统一安排看车。展示期间请到本公司查
阅车辆资料，资料仅供参考以实物现状为准。
三、竞买登记时间及手续办理：请于8月21日14:00前将拍
卖保证金以转账方式交至拍卖公司指定账户。并在我公司
办理完成相关竞买登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四、联系人及电话：023-67618471 15730411307 文女士

重庆市泰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8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弘鑫慧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MA603EU46A）股东会决
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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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

公 告
重庆冠祥钢化玻璃有限公司：

蔡建青（2019年10月7日15时左右，蔡建青在你单位车
间磨边过程中被炸裂的玻璃割伤）于2020年4月21日向本
局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本局于2020年4月27日依法受理，
你单位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供证据。

2020年6月22日我局作出【2020】1236号认定工伤决定
书。认定蔡建青2019年10月7日所受伤害属于工伤。因你
单位办公地已搬迁，我局向你单位邮寄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被
退回，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该《认定工伤决定书》，如对
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渝北
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者60日内依法向重庆市渝北
区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8月14日

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局
关于注销逾期未审验的道路货物运输车辆的通知

辖区各道路货物运输企业：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道路货物运输车辆的管理，严把车辆技术等级

评定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重庆市道路运输
管理条例》、《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及《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
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对辖区内逾期3个月以上未进行审验的道路货
物运输车辆依法予以注销。
附件：逾期3个月以上未进行审验道路货物运输车辆明细表

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局 2020年8月14日
逾期3个月以上未进行审验货物运输车辆明细（16台车辆）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渝D81992、渝D69691、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兴隆场车站：渝 A96899、重庆华芮缘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
A52735、重庆嘉兴摩托车配件厂：渝 AN1840、重庆浪芹建材有限公司：渝
D69655、重庆林柯物流有限公司：渝C81288、重庆满堂鸿物流有限公司：渝
BJ2305、重庆鸣信物流有限公司：渝A99106、重庆晟兴速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渝B3A898、重庆世阳运输有限公司：渝A91377、重庆市辉跃物流有限公司：渝
AN9208、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凰金属配件厂：渝A79739、重庆太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渝D06110、重庆祥铭运输有限公司：渝D12802、重庆运泰物流有限公司：渝BF9925

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服务中心
关于提醒道路货物运输企业车辆审验到期的通知

辖区各道路货物运输企业：
经我中心核对以下货运车辆审验将于2020年9月30日前到期。

请各企业及个体经营户接此通知后，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运输管理条例》及《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于2020
年9月30日前来我中心办理车辆审验手续，逾期3个月未进行审验的
车辆，依法注销《车辆道路运输证》。

附件：2020年9月审验车辆明细（341台车辆）
沙坪坝区交通服务中心 2020年8月14日

2020年9月审验车辆明细（341台车辆）
陈端伦：渝AN3310、东珏物流（重庆）有限公司：渝D03991、苟建军：渝AN8065、黄

翠：渝AN6396、黄玲：渝AN9601、刘果：渝D90330、马红香：渝A36681、民生国际集装箱运
输有限公司：渝BD8780、渝BD8788、渝BD8799、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渝
D30721、沙坪坝区粤瑜轻质包装材料厂：渝DG5635、上海逸景物流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渝 DF3608、唐前忠：渝 A38563、王术洪：渝 A56039、夏子娴：渝 BT7157、肖建光：渝
BQ2619、熊小平：渝 AN8086、杨光志：渝 AN7393、杨小华：渝 D49725、郑伯凡：渝
AN9801、中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渝A31555、重庆百满盛运输有限公司：渝
A90826、重庆百宁物流有限公司：渝DX9133、渝DC3563、重庆邦途物流有限公司：渝
D53982、重庆奔航物流有限公司：渝 A65692、渝 BP2272、渝 A65212、渝 A63056、渝
A66788、重庆奔运物流有限公司：渝D32522、重庆彬瑞物流有限公司：渝D85177、渝
D17072、渝DW7215、重庆伯仲物流有限公司：渝D60884、重庆博锐达建材有限公司：渝
A91320、重庆财亿物流有限公司：渝BR9511、重庆传财物流有限公司：渝AN8987、渝
DU9663、重庆创威物流有限公司：渝D71376、渝DV8950、重庆创业镁运输有限公司：渝
A51332、重庆大攀物流有限公司：渝D24079、重庆抵特抵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渝
AN9669、重庆定富机械有限公司：渝A51231、重庆东迅物流有限公司：渝DG8986、渝
DF0388、重庆东洋海物流有限公司：渝AN8313、渝AN8255、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
司第七分公司：渝A55809、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渝AN5611、

渝DL2908、渝DA3962、重庆兴泉储运有限公司：渝D81140、重庆轩瑞物流有限公司：渝
D97482、重庆业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AN8377、重庆乙元物流有限公司：渝D12160、重
庆亿汇物流有限公司：渝DN5708、重庆易锦物流有限公司：渝A53552、重庆奕速驰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渝DL1663、渝DV5760、渝DG7071、渝DQ1515、渝DB6205、渝DQ8331、渝
DQ2033、渝DQ6887、渝DE9389、渝DY8723、渝DZ9863、渝DJ7111、渝DT1102、重庆盈
创塑胶有限公司：渝DD0729、重庆友驰物流有限公司：渝AN3631、渝AN5010、重庆远方
物流有限公司：渝A77067、重庆云珍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渝AN6020、重庆运泰物流有限公
司：渝BH9229、渝BF5312、渝BF5588、渝A61737、渝BP1913、重庆韵晨金属合金有限公
司：渝A65660、重庆枣黔物流有限公司：渝DA6129、重庆增欣物流有限公司：渝AN6522、
渝AN6578、渝AN6501、重庆长盈物流有限公司：渝D57527、渝D77125、渝D36237、重庆
正耀物流有限公司：渝D70556、重庆正运弘物流有限公司：渝D81850、重庆致尧物流有限
公司：渝DH5600、重庆智清物流有限公司：渝DS9578、渝DM9087、重庆中集物流有限公
司：渝D35173、周春：渝D28107、周赟：渝D09375

重庆欧康物流有限公司：渝D28646、渝D66616、渝DE9321、重庆派和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渝A90668、重庆沛中物流有限公司：渝DH8525、重庆鹏诚万利物流有限公司：渝
DC8219、渝DE6600、渝DQ9055、渝DE1022、重庆鹏兴通物流有限公司：渝D80238、重
庆琪翔物流有限公司：渝D17027、渝D70570、重庆秋辉物流有限公司：渝DG8721、渝
DA9692、重庆全慈物流有限公司：渝DV8126、渝DH9587、渝DT5980、重庆荣圻物流有
限公司：渝D83486、重庆瑞速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Q3608、渝D19673、渝D14567、
渝D32593、渝D60759、渝D89509、渝DE9155、重庆上顺物流有限公司：渝D73038、渝
D72859、渝DE8821、重庆升禧物流有限公司：渝D60137、渝D38569、渝D70552、重庆晟
兴速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24066、重庆市常道物流有限公司：渝D36290、渝D77151、
渝D53933、渝D70576、重庆市楚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BD9982、重庆市春晖运输有限
公司：渝 A38897、重庆市固立运输有限公司：渝 D38576、渝 D38598、渝 D37238、渝
D38568、渝D38558、渝D38596、渝D38579、渝D38508、渝D38515、渝D38538、重庆市
弘超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渝A68998、渝DC5397、重庆市宏冠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A72069、
渝D16632、渝D16682、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兴水泥路面块制品厂：渝A90526、重庆市
沙坪坝区陵萍机械厂：渝A89759、重庆市速捷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AN6065、渝AN6711、
重庆首达物流有限公司：渝D65219、渝D28854、渝D89598、重庆速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渝AN8229、渝AN9166、渝BP8165、渝AN9655、渝A72665、重庆太升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渝BN1803、渝BR9712、渝BR9702、重庆唐朝物流有限公司：渝DL8255、渝DS6327、
渝DF0719、重庆腾博物流有限公司：渝D34238、渝D86013、渝D60726、渝D60782、重庆
添锐物流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公司：渝A90686、渝A90709、重庆途韵速递有限公司：渝
AN9989、重庆维沃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渝BN1615、渝BN0965、渝BN0159、渝BN1628、
渝BN0239、渝BN0337、渝BN1299、渝BN0057、渝BN1619、重庆稳盈物流有限公司：渝
BX5302、渝DS2580、渝D91336、渝D95979、重庆稳运物流有限公司：渝DU1528、重
庆昕伟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渝 DK3755、重庆欣速驰物流有限公司：渝
BT7008、渝 A90887、渝 A90690、渝 A90630、渝 A90836、渝 A91693、渝 A93951、渝
A92023、渝A92630、渝BY9808、渝BY5008、渝A92113、渝BY3780、重庆欣旺利物流有
限公司：渝D65269、渝D83920、渝D37630、渝D95701、渝D89592、渝D16681、重庆欣
准航物资有限公司：渝DS3232、渝DS0598、渝DL2529、渝DU5573、渝DD2083、重庆
鑫铄实业有限公司：渝DN7283、重庆鑫同宇物流有限公司：渝AN3955、渝AN3902、渝
A65611、渝 BP2283、渝 BP2077、重庆兴迈物流有限公司：渝 D60738、渝 D14268、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真适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2020年8月13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解散，
按照《公司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王传杰

重庆市白元生猪养殖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重庆市白元生猪养殖环境影响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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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mDLuITI[金山文档] 白元.
doc）查阅报告书；3、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mee.
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
665329.html；4、公众可通过来电、发送信函（地址：云阳县凤鸣镇
桂泉村 7组）、电子邮件（350973559@qq.com）等方式提出意
见。建设单位联系人：向总，联系电话15923891999；环评单位联
系人：杨工，联系电话18111282631，在您看到此公告起10个工
作日内，可提交意见和建议。 重庆市白元生猪养殖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绿土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肖小琦与你单位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带薪年休假报酬、加班加点工资争议一
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20〕第198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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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0年10月
27日上午9时30分在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派
驻龙山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
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8月14日

重 庆 九 辉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渝 B7A806 营 运 证
500115051903 遗失作废。奥园公司渝BN7761
营 运 证 500110002281 渝 BN7627 营 运 证
500110002286渝BR6592营运证500110015320
遗失。遗失重庆安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增值税普
通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号码26790056声明
作废。重庆合悦运输有限公司渝BM9390营运证
500115062677渝BM9806营运证500115037384
渝BW1568营运证500115028979渝BM9992营
运证500115037437遗失注销。

通 告
各位农民工同志、供货商业主：重庆市大渡口区城市管理局发包
与重庆贵华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大渡口区雨污水管网整治工程
三标段（第三次）”，已清算完毕。请参加工程的建设者和材料供
货商同志，于2020年8月13日至2020年8月20日期间，到“大
渡口区雨污水管网整治工程三标段（第三次）”项目部领取工资和
材料款。请互相转告。逾期不来领取者，视为无拖欠农民工工资
和材料款行为，后果自负。特此通告！
联系人陈(显均)科长：15803602157 座机电话(财务科)：023-74667708

重庆贵华建设有限公司二○二○年八月十四日

遗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勇梁汽车配
件经营部2017年3年20日核发营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00107MA5UFEM89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原业主李彬（身份证号370481198809105051）将房子
和读书协议出售给苟巾瑛（身份证号511681199508184609）（重
庆市巴南区云创路226号 14幢 2单元 7-2），购房合同（编号
CQ-6140535）不慎将读书协议（编号 2018070）遗失。用于
重庆市巴南区新鸥鹏教育城开发商补办特此登报声明

减资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重庆市企智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559515063X5 ，拟将注册资本由1000万
元减少为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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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

●高炜煌遗失二代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500108198605200015，声 明 作 废●遗失2018.08.16发熊德红执照正副本92500112MA5UJAXK80作废●声明：官莲已于重庆市燕豪机械有限
公司离职，现社保自行缴费。特此声明●重庆润满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工行南岸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3100027009200273043核准号J6530093160801声明作废●丰都县南天货运有限公司车辆渝D07181遗失道
路运输证，渝交运管渝字50023000841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路川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1938801声明作废●遗失奉节县青羲农业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2369814384声明作废●遗失牟雨妍出生医学证明，编码P500296417声明作废●遗失彭耀扬出生医学证明，编码P50029638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德利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印章备案
回执编号（50038120200108025）声明作废●佳驰物流公司渝BQ6516营运证500110007910遗失作废●遗失2016年11月22日核发的重庆星耀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346058939L声明作废●秦中华(税号92500108MA602RNH8E)遗失已开通用机打卷式发票
3份(发票代码050001800107，号码04946201-0494620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巨全电器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003817015598声明作废●重庆车与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码
5001107004784）一 枚 ，声 明 作 废●速瑞公司渝 D03462 营运证 500110071494 遗失作废●华旭公司渝 BU5398 营运证 500110098777 遗失作废●红瑞乐邦大药房江津区坤星药店遗失药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证号渝DB0150627，声明作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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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代码：050001900104号码：24151756声明作废。●遗失綦江区富丽源保健食品经营部公章一枚作废●遗失声明：曾佑红遗失重庆市恒盈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在
2020年5月17日开具的重庆恒大·健康城认筹协议书（认筹
书 编 号:C2276248, 金 额 为:2 万 元）遗 失 ，声 明 作 废●声明：遗失重庆渝北区房友地产顾问有限
公司开具给重庆市邦友置业顾问有限公司
签署房友保证金收据，收据号码：7819291，
金额：5000元（伍仟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潼南区纵横科技经营部
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潼南支行大佛
分 理 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5300377584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个体工商户韩仲毅（江北区白少餐馆），2017年09月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5MA5UUNHC6N）遗失，特此声明注销

重庆云鑫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废包装物、容器资源化、
无害化利用项目（二期）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重庆云鑫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废包装物、容器资源化、无
害化利用项目（二期）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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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网络连接：http://www.yunxinhuanbao.
com/page150?article_id=16，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前往建设单位办公场所查阅环评报告。联系人：独总，电
话：13635415585，地址：重庆市江津区珞璜工业园B区睿容庆东
楼宇产业园D区5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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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http://www.yunxin-
huanbao.com/page150?article_id=16。
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采取信件或电子邮件
（2206033439@qq.com）等方式反馈征求意见表至建设单位。公
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8月10日~2020年8月21日。

重庆云鑫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