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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人物
16 小时 118 公里

重庆跑男
用脚
“丈量”两江四岸

“两江四岸核心区是重庆城市的灵魂所在，
是城市的
‘客厅’
和
‘窗户’
……但真没有几个人把这一百多公里用身体去感受，
用
脚步去丈量完整过，
我就来当个探路者吧。”
9 月 4 日傍晚 8 点，
游
辉开始了这场别出新裁的极限挑战，
虽一路遇到不少波折，
但在
为儿子做个榜样的信念支撑下，
在热心跑友们的鼓励下，
游辉坚
持跑完了两江四岸118公里，
用时16个小时完成挑战。

▲前来补给
的跑友们

◀跑步过程
中 ，跑友们不
断提供补给。
跑友们跟随游辉步伐陪跑

初衷 想为儿子做榜样

开跑 中途几次感觉崩溃

9 月 14 日晚，记者在龙头寺见到了
游辉，
他身材高大，
说话爽朗爱笑，
因为常
年跑步的原因，
让他看起来颇为年轻，
但
实际上，他今年已经 47 岁。游辉从事空
调行业 25 年，他同时也是美的空调熊小
美跑团、龙头寺公园跑友汇、重大两江金
鹰户外运动协会等多个跑团的成员。
游辉说，挑战这 118 公里的念头，其
实从去年就已萌生。当时，游辉有个做
旅游的朋友提出，想要打造一个重庆两
江四岸徒步活动，将其做成一张旅游名
片，
“我这才知道，两江四岸有一百多公
里，我很想试试用跑步来完成，但那时
我最高路跑记录是 60 公里，那也是我当
时的极限距离。
”
今年，
游辉15岁的儿子升入初三，
进
入到一个人生的关键阶段，
游辉再次想起
了这个挑战。
“我想要把这个原本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完成，
给儿子做个榜样，
向他
证明坚持的力量。
”
游辉说，
实际上，
在重
庆的跑圈中，多数跑友完成全马（42.195
公里）就已达极限，能完成 100 公里路跑
挑战的人少之又少，它对体力、耐力、毅
力、
身体素质等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当游辉把这个想法告诉家人和朋友
时，他们都非常震惊，甚至直呼“疯了”，
有的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游辉这个年纪，
不可能完成这样的挑战。

9月4日晚，
朝天门广场，
游辉和30多
名跑友齐聚于此。8点整，
游辉正式出发，
跑友们也跟随游辉的步伐开跑，
一位从垫
江赶来的跑友表示，
自己被游辉这次挑战
打动，
想要一起欣赏重庆最美丽的夜色。
游辉也说，
在跑步中途经洪崖洞、
磁器口、
大剧院等景点时，
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美
丽，
“他们陪我跑到了江北嘴才陆续散去。
”
在挑战过程中，不断有跑友如约出
现在预定的补给点，
得知游辉出现胃痛情
况后，有跑友带着家人在开跑 43 公里处
给游辉送来了热牛奶；
47 公里处，
又有跑
友送来了热豆浆；
65 公里处，
有跑友帮游
辉打筋膜枪恢复……游辉感动地说：
“这
些暖暖的助力，
给了我莫大的动力。
”
但到了凌晨 3 点多，当游辉跑至巴
南区融汇半岛（已跑 65 公里）时，身体已
达到极限，再加上困意来袭和胃痛困
扰，游辉感觉快要崩溃。而当游辉咬牙
坚持跑到 87 公里处时，跑步时间已经超
过 12 小时，游辉感觉自己已是近乎机械
地移动着双脚，每跑一公里都是煎熬的
状态。见此状，前来补给的跑友华哥建
议：
“要不就算了吧，反正已经超过自己
的最远距离了。”但游辉说，就算走也要
走完全程，
丝毫没有放弃的念头。

准备 跑友为他设立“补给站”

接下来，游辉换掉了汗湿的 T 恤，吃
了半个面包、一点干果后，胃痛得到缓
解，继续坚持向目标前行。最后几公里
时，三位前来补给的跑友不仅送来了热
粥，还加入了陪跑队伍，9 月 5 日中午 12
点 51 分，用时 16 个小时，辉哥完成了此
次挑战，游辉兴奋地说：
“ 虽比预计时间
晚了 4 小时，
但终于成功完成了挑战。
”
开车全程陪伴游辉，
多次及时提供补
给、
参与陪跑的兴礼说：
“陪游辉的这一程，
见证了他的坚韧与顽强，
也见证了小伙伴
们的贴心与温暖，
这是团队的能量。
”
游辉
的儿子得知老爸完成挑战后，
表情也从不
可思议转为非常骄傲。游辉感慨地说：
“两
江四岸118公里，
带给我的不光是美景，
更
多的是奔跑的勇气与力量，
相信在以后的
生活中，
没有什么困难是扛不住的。
”
游辉还告诉记者，自己未来十年的
计划是，跑步里程超越地球赤道一圈的
里程（40076 公里）。

尽管劝阻声不断，
但游辉决心已定，
他
开始全力准备这次挑战。8月26日，
游辉
规划好了挑战时间和具体线路——9 月 4
日晚，
从朝天门广场出发，
绕两江四岸跑完
一圈,将途经磁器口、
大剧院、
巴滨公园、
奥
体中心等地标再到达朝天门广场，全程
118公里，
预计完成时间12个小时。
让游辉没想到的是，
当自己的这场挑
战被跑友们得知后，
大家热情高涨，
纷纷表
示要见证这场
“极限挑战”
。跑友们还表
示，
挑战当天，
会根据预设的时间，
在不同
的路口提前等待游辉，
为游辉提供补给；
也
有的跑友提出，
届时将跟随游辉的步伐跑
上一段。
“我本来打算背一个包，
装上补给品
跑，
但跑友们让我轻装上阵，
补给由他们
来供给。
”
游辉说，
因此，
自己最终备好的
装备极为简单：
运动手表、
手机。
提醒

第二天中午，
游辉完成了此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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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金廷芬护士执业证书200950025518作废
●遗失卢麟医师执业证书130500113000058作废
●遗失罗子俊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021295作废
●周扬遗失重庆市道路运输从业资格
证，号码：500381199407075412 作废
●遗失潼南区太安镇卫生院开户许可
证（编号6530-0070756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财逸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渝中区分公司
特种行业许可证副本（公特510202201705002871
字第1012680号），声明作废。
●杨雯雯遗失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
学院学生证，学号1801120128，声明作废。
●今有唐山亚特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纸张编号
为00038308的合格证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程氏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重庆满冠物流有限公司渝 D5597 挂道
路运输证号500231013834遗失作废。
●李冬梅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1205550遗失作废
●遗失马皓烽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261913作废
●遗失李泽君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09175372作废
●遗失2014年04月18日核发的四川蜀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
庆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300114278 声明作废
●重庆橙心新商贸有限公司（税号91500000MA605E310B）
遗失税控盘，编号66192777237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君刚运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翰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05704319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远辉实业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57030666)、
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57030667)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顺至汽车驾驶培训中心遗失公
章（编号：5001043015780）、财务专用章（编
号：5001043015781）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00105MA5U72F960的重庆火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请
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
此公告 重庆火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关于重庆市绿满家实业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案办公室家具及办公设备处置公告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重庆市园林建筑工程（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9 年 7 月 29 日作出（2019）渝
05 破申 5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重庆市绿满家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绿满家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交由重庆市巴南
区人民法院受理。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渝
0113 破 10 号之一决定书指定重庆瑞泰资产清算服务有限公
司担任重庆市绿满家实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2020 年 9 月 4 日，债权人会议通过了《重庆市绿满家实业
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变价方案》，按照上述方案第三条，绿满家
公司现需要处置一批办公家具和办公设备，采取公开竞价的
方式对上述资产进行处置，报价高者得。
凡有意参选的单位或者个人，请在 2020 年 9 月 21 日 12：
00 前将报价函送达或邮寄至本管理人办公室【重庆瑞泰资产
清算服务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北滨一路 363 号招商
江湾城 11 幢 1-1，联系人：唐霜，联系电话：13983281991】。
重庆市绿满家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 年 9 月 15 日

海南宏德经络按摩养生馆
诚 招
按摩、足疗技师、学徒工数十名，
形象好、技术优者优先。
欢迎管理人员带队入股合作！

联系电话：18976674857

完成 次日中午12 点完成挑战

并非每个人都适合超长跑

游辉告诉记者，经过这次超长距离
的夜跑挑战，自己也有很多心得和体会
值得分享：
1、
尽管挑战个人极限的运动是有益
处的，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尝试，
一来
需要以长期的锻炼作为基础，
二来需要对
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评估；
2、
开跑前一定要进行充分的热身运
动，
另外对超长距离跑的认识和准备一定

要充足，
比如路线要提前规划好，
甚至可
以提前开车去踩点熟悉，就是补给要充
足，
不能让自己处在空腹状态等；
3、
超长距离跑完后，
一定要进行拉伸运
动，
另外不要直接热水浴，
应先进行20分钟
的冷水浴再用热水，
睡觉的时候建议把脚垫
高一点，
有利于腿部回血。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薇 受访
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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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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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九宾物流有限公司：渝 D51673、重庆玖兴物流有限公司：渝 D77825、重庆郡鹏仁杰运
输有限公司：渝 DC5738、重庆卡博运输有限公司：渝 DZ8006、重庆凯标物流有限公司：渝 辖区各道路货物运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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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我中心核对以下货运车辆审验将于2020 年10月31 日前到期。请各企业及个体经 A90367、重庆凯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D76586、重庆酷发物流有限公司：渝 D45308、渝
《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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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7399、渝 DA6509、重庆力东物流有限公司 ：渝 A77378、渝 A77170、渝 A77070、渝 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理规定》等相关规定,于2020年10月31日前来我中心办理车辆审验手续，逾期3个月未进 A77267、重庆力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渝 A52119、重庆联福物流有限公司：渝 D8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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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渝 DX1986、渝 DD0861、重庆林柯物流有限公司：渝 D65206、渝 BS1086、渝 BU9669、渝 道路货物运输车辆依法予以注销。
行审验的车辆，依法注销《车辆道路运输证》。
BW3033、重庆麦山物流有限公司：渝 A70616、重庆满荣物流有限公司：渝 D03662、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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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020年10月审验车辆明细（320台车辆）
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局
沙坪坝区交通服务中心 D03669、渝 D03676、渝 D23832、渝 D13330、渝 D50213、重庆满堂鸿物流有限公司：渝
重庆美得物流有限公司：渝 D14879、重庆明洋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AN5687、渝
2020年9月16日
2020年9月16日 BJ8035、
BL9670、渝 BL9860、渝 B9C038、渝 AN8671、渝 A093A0、渝 A383P1、渝 A169X5、渝
2020 年 10 月审验车辆明细（320 台车辆）
逾期 3 个月以上未进行审验货物运输车辆明细（30 台车辆）
A109X6、渝 A0H968、渝 AH2358、渝 A1H558、渝 A5H335、渝 AH7187、渝 A6H828、渝
陈敬喜：渝 D23835、陈勇：渝 AN8500、代名云：渝 A56287、湖北盛丰物流有限公司重庆分 A9H878、渝 AH7129、渝 A1H028、重庆欧康物流有限公司：渝 DH6638、重庆琪翔物流有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渝 D83250、渝 D38768、渝 D11521、渝 D11567、渝
公司：渝 A89951、嘉陵集团重庆宏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渝 A0H586、渝 A1H876、渝 限公司：渝 BJ0952、重庆庆捷福物流有限公司：渝 D67020、重庆全民达物流有限公司：渝 D11580、渝 D11588、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渝 D96598、重庆东洋海物流有限
A0H885、渝 A1H006、渝 A1H560、蒋强：渝 A38751、刘陈：渝 DK9688、民生国际集装箱 BY0777、渝 BY8669、渝 BY9806、渝 BY3877、重庆群华机械有限公司：渝 AN6557、重庆日 公司：渝 BQ0653、重庆冠博物流有限公司：渝 DL572 挂、重庆豪灿物流有限公司：渝
运输有限公司：渝 A56215、渝 A56265、牟光庆：渝 A72699、沙坪坝区伟业水泥制品厂： 之升物流有限公司：渝 D00788、重庆瑞速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D03683、渝 D10036、渝 D33762、重庆铭强运输有限公司：渝 A66108、重庆诺辉物流有限公司：渝 AN8101、渝
渝 BF5860、孙远才：渝 BD5527、谭福：渝 C81827、汪力：渝 BY1885、王洋：渝 CC2081、 D20790、渝 D29016、渝 D37512、渝 DN7025、重 庆 润 天 货 运 代 理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渝 AN7669、渝AN9733、重庆沛中物流有限公司：渝B5A567、重庆市建新建筑防水材料厂：渝
吴桂喜：渝 AN7950、徐强：渝 CB1880、阳久连：渝 BY0598、中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 AN9520、重庆上顺物流有限公司：渝 DF6762、重庆升禧物流有限公司：渝 D61990、渝 AN6519、重庆市铁瑞运输有限公司：渝 A53057、重庆双捷物流有限公司：渝 AN6157、渝
公 司 ：渝 A36851、渝 A52257、渝 A52207、渝 A51732、渝 A52217、渝 A51913、渝 D67933、渝D60019、重庆晟兴速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07602、渝D53621、渝D70298、 AN8160、重庆双隆运输有限公司：渝BF2866、重庆速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M1169、渝
A52237、渝 A52251、重庆奔航物流有限公司：渝 A72115、渝 D70082、重庆本智物流有 渝 D70218、渝 D70279、渝 D67940、渝 D96277、渝 D96270、重庆盛装物流有限公司：渝 BM1510、渝 BM1517、重庆添锐物流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公司：渝A67750、渝BR5516、重庆田
限 公 司 ：渝 BY7369、渝 D77806、渝 DB8365、重 庆 彬 瑞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渝 BY8239、渝 AN6725、重庆市标歌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渝AN8559、重庆市常道物流有限公司：渝D51388、 伟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渝AN7177、重庆永凯物流有限公司：渝D85055、重庆月兴物流有限公
D35966、渝 D78982、渝 DW1162、重庆博屹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 BT7525、渝 BY3199 渝 D11387、重庆市川润石化有限公司：渝 BD7635、重庆市公路养护管理段：渝 A77837 司：渝A53089、重庆运泰物流有限公司：渝BH6172、重庆政翰机械有限公司：渝D96555

重庆川页运输有限公司：渝 A90956、重庆传财物流有限公司：渝 BQ3923、渝 A70756、渝 重庆市固立运输有限公司：渝 BY5518、渝 A97283、渝 BY1117、渝 A91763、渝 BY1178、重 丰都县大沙溪流域综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书 泰宝大厦商品房销售许可范围变更公示
我司开发的位于淞沪路、国航路、国安路、国霞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A90950、渝 A90698、渝 A90987、渝 A90717、渝 A90608、渝 A90881、渝 A90811、渝 庆市弘超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渝 D20683、重庆市宏冠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 A72056、渝 受重庆市丰都县水利投资有限公司委托，
重庆开物工程咨询有限公 路 787、789、3、221、300、69、89 号《泰宝大厦》商品
A90550、渝 A90955、渝 A90891、渝 A90585、渝 A90772、渝 A90551、渝 A89699、渝 A72096、渝D57555、重庆市华帝货物储运有限公司：渝BY6756、重庆市江明汽车运输有限 司承担丰都县大沙溪流域综合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 房项目，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已领取商品房预售许
（证号为杨浦房管（2018）第 20180537 号，杨
G29696、渝 DU8689、渝 DJ6905、渝 DU9185、重 庆 存 德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渝 A51730、渝 公司：渝 A66776、重庆市金迪汽车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渝 A69079、重庆市钧统物流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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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证
浦房管（2018）第 20180538 号），其中幢号为 789、
BV7751、渝G29358、渝DE328挂、重庆大拇指物流有限公司：渝AN7219、重庆抵特抵国际 司：渝D70032、重庆市黎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A36910、重庆市平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众参与办法》将该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3、300、69 的房屋尚未预订、预售及以任何其他方
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渝 BQ5015、重庆东迅物流有限公司：渝 A70627、重庆二木拉特芳斯科 渝 D04359、重庆市速捷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D5517、渝 D23872、重庆市新伟泡沫厂：渝 http://www.cqfd.gov.cn/bm/slj/zwgk_36090/fdzdgknr_36093/ 式销售，拟申请变更该销售许可范围，现按规定予
公示期为 15 天，自 2020 年 9 月 10 日至
技有限公司：渝 BR9008、渝 DQ8701、重庆福源升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 D70291、重庆皋生 A93730、重庆首达物流有限公司：渝D11378、渝D29068、渝DS8660、重庆速驰汽车运输有 lzyj_36094/qtgw_36096/202009/t20200908_7861424.html；二 、 以公示，
2020 年 9 月 24 日止。利害关系人有异议的，可在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 A51769、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渝 AN5169、渝 限 公 司 ：渝 A56122、渝 BM5695、渝 BP2278、渝 BP8608、渝 AN8551、渝 BP8887、渝 公众还可通过电话、电子邮箱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取纸 公示期届满前向原发证机关（杨浦区区房地局）提
重庆市丰都县水利投资有限公司，熊老师： 出。联系电话：021-65044157
AN6280、重 庆 公 路 运 输（集 团）有 限 公 司 沙 坪 坝 分 公 司 ：渝 AN7855、渝 AN6916、渝 A72261、渝 A72582、渝 A72817、渝 A72270、渝 AN8103、渝 A72510、渝 A72355、重庆太 质报告书。建设单位：
365756321@qq.com 联系电话：15025674408，环评单位：重庆开
公示人：上海景荣置业有限公司
AN6730、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顺康物流分公司：渝 A89076、重庆冠博物流有限公 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N2808、渝 AN6910、渝 BS0832、渝 BS1099、渝 BR9573、渝 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赵工：709336406@qq.com 联系电话：
2020 年 9 月 10 日
司：渝 DD5505、渝 D46270、渝 D10028、渝 D10059、渝 DC3056、渝 DV6369、渝 DA8982、 DA5285、重庆腾博物流有限公司：渝 A67982、渝 BY8302、渝 BY3158、渝 BY8805、重庆天 15696504083；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影响的所
减资公告：经重庆芒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綦江区清溪河流域综合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渝 DX8770、渝 DT5115、渝 DN5582、渝 DK6352、渝 DP9739、渝 DU6166、重庆国百物流有 阔物流有限公司：渝 DR5506、重庆添锐物流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公司：渝 BK2111、重庆添喜 有公众（主要是重庆市丰都县兴义镇、双路镇及项目周边其他公 昱翔公司渝 D51120 营运证 500110099703 遗
各位公众：
众），及对本项目建设或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 失作废，渝 DC159 挂营运证 500110099692 遗
本次规划范围为綦江区境内清溪河流域，主要涉及綦江区 限公司：
码：91500000MA6043ER84）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渝
DA3020、
重庆国富物流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公司：
渝
A72989、
渝
A72106、
重庆国
物流有限公司：
渝
BZ1576、
重庆铁明物流有限公司：
渝
A52212、
重庆通欧国际物流有限责
众。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下载公众意见表并按
永新镇大部分辖境和郭扶镇、古南街道部分辖
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少到118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的中峰镇全境、
渝 AN6756、重庆海之川物流有限公司：渝 A70966、重庆航冠运输有限公 任公司：渝 A65097、渝 A66933、重庆万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渝 AN8256、重庆稳添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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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作废。尊远公司万盛分公司渝BR9923 营运
境。在开展流域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的基础上，对本流域内场 通物流有限公司：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镇供水、农业灌溉、农村人畜饮水、场镇防洪等主要治理开发任 司：渝 D71275、渝 D88155、重庆恒吉物流有限公司：渝 AN5020、重庆汇康物流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渝 BP2659、渝 D63482、渝 A77507、渝 DM6200、重庆稳盈物流有限公司：渝 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 证号 500110119257 遗失作废。金骏公司渝
务进行综合研究，同时对流域内水资源保护、河道防洪、水土保
BZ9686营运证号500115047307注销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9月16日
渝D03687、渝D39100、重庆慧骐物流有限公司：渝DA9158、重庆吉茂物流有限公 A90528、渝 A90812、渝 DR3159、重庆先飞物流有限公司：渝 D68736、重庆昕伟工程机械 止时间：2020年09月7日~2020年09月23日。
持等进行全面规划。规划方案后续实施在认真贯彻落实环境 渝D75596、
关于清退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兆康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确保水环境、生态等各项环境 司：渝 D81007、渝 D36800、渝 DT7298、渝 D52739、渝 DG6089、渝 DA0070、渝 DU0712、渝 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渝 D23822、渝 D57538、渝 DY1966、渝 DR7735、重庆欣速驰物流有限 各相关项目业主、施工单位：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
南岸区以下建设项目缴纳的农民工工
保护措施实施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经优化调整后的
请各项目业主、
施工单位备齐相关资料，
限于 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
DZ8916、渝DA2867、重庆加正物流有限公司：渝D60008、渝D19151、渝DN5035、渝DJ8536、 公 司 ：渝 A90982、渝 A90815、渝 A90880、渝 A90729、渝 A90860、渝 BY8660、渝 资保证金尚未办理退还，
代码：915000003049859450）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 綦江区清溪河流域综合规划方案是可行的。
到南岸区住房和城乡建委建管服务中心（南岸区建设领域清欠办公室）
办理退还。特此公告！
联系人：
刘成 电话 13883582828
南岸区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2020 年 9 月 15 日
资本从5000万元减少到118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 目前，重庆市南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已经组织编制完成 重庆佳百利物流有限公司：渝DK0771、重庆建运物流有限公司：渝 BH5839、重庆交运物流有 BY1209、渝 BY6667、渝 BY2002、重庆欣旺利物流有限公司：渝 D28636、渝 D69720、渝
南岸区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未退统计表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
了《綦江区清溪河流域综合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企业名称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 稿）》（以下简称“报告书”）。现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限 公 司 ：渝 D70027、渝 D60058、渝 D60088、渝 D60735、重 庆 金 富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渝 D03606、渝 D06378、渝 D13115、渝 D75360、重庆欣稳顺物流有限公司：渝 BY8839、渝 序号
缴款项目
金额（元） 开票时间
重庆渝中建筑有限公司
阳光华庭四期三通一平工程
9,000.00 2005.03.11
法》规定，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
《报告书》纸质版查阅地址：重 D82236、渝 D71927、渝 DH6627、重 庆 金 遥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渝 A1H992、渝 A6H877 D13197、重庆欣准航物资有限公司：渝 DP7551、重庆鑫同宇物流有限公司：渝 DY5528 1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9月16日
2
重庆卡依波制氧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南山科技楼
31,952.00 2005.05.25
庆市南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规划影响及结论详见：
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公告
重庆帝景置业有限公司
帝景名苑二期 B28B29
20,000.00 2005.05.31
渝 D06367、重庆旭财物流有限公司：渝 D73075、渝 D29082、重庆轩 3
1773131- 1- 1.html。 公 减资公告:重庆市大足区新合作冬菜专业合作社（统一社 孙善廷：大渡口区猫鼻梁 6-11 号位于大渡口区新山村零星 重庆兴迈物流有限公司：
●遗失彭水县大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采矿许可证正 https://www.qj023.com/thread4
重庆市南坪实业总公司
回龙商务大厦幕墙装饰工程
282,400.00
2006.03.16
众可于公示期间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进行意见反馈。 会信用代码:93500225574802651X）经成员大会决议, 量（猫鼻梁）片区旧城改建项目征收范围，需依法征收。产权 瑞物流有限公司：
渝 DG5193、重庆燕慧物流有限公司：渝 D20023、重庆燕西汽车配件有限公 5
重庆黄山实业有限公司
抗战遗址博物馆环形公路
37,200.00 2006.05.19
重庆市南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副本，编号C5000002010091130075612声明作废
因你与征收部门大渡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司：
重庆皇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渝 A51997、重庆易锦物流有限公司：渝 A56153、渝 A68810、重庆奕速驰汽车运输有限公 6
高屋森林酒店三通一平
40,200.00 2006.05.23
本合作社注册资本由 1330 万元减至 106 万元。根据规 人孙善廷，
未能达成一致协议，我府依法作出渡府征补决字〔2020〕1 号
正妍农业标准化生猪养殖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7
重庆康居屋业发展有限公司
洋河南滨西北面道路改造
33,000.00 2006.06.28
●遗失彭水县富弘煤业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正副本，《正妍农业标准化生猪养殖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司：
渝DY5230、
渝DE1218、
渝DS3036、
重庆益嘉吉惠物流有限公司：
渝AN7790、
重庆永乐科
。你在法定期限内仍未
8 西南经济协作大厦重庆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经济协作大厦改扩建
119,400.00 2006.10.19
（征求意见稿）已 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 日内，到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履行该补偿决定。现公告催告你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
何燕春
贤华山庄工程农工工资保障金
66,000.00 2013.10.08
编号C500000200904112002314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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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合作社办理有关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9月16日 个工作日内按渡府征补决字〔2020〕1 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技有限公司：渝 A56206、重庆友华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 DF7963、重庆月兴物流有限公司：渝 9
重庆第六建筑有限公司
拆迁安置房平基工程
16,000.00 2007.07.06
重庆运泰物流有限公司：渝 BP8680、渝 BP8639、渝 A68818、重庆正硕运输有限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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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补偿决定书》决定内容接受征收补偿，完成搬迁并将大渡 A69077、
11
重庆市瑞迪非标件有限公司
非标件生产基地
240,000.00 2007.08.27
减资公告：重庆聚红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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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曙者建材销售有限公司公章5001137118009 口区猫鼻梁 6-11 号房屋交付房屋征收部门大渡口区住房和 司：渝 D01298、渝 D95712、渝 D06361、重庆正耀物流有限公司：渝 AN9056、渝 D85113、渝 12
重庆庆隆屋业发展有限公司
希尔顿体育度假中心土石方
150,000.00 2007.10.22
城乡建设委员会。逾期仍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大渡
代码：91500112MA5U7CH022),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 （https://kdocs.cn/l/co3vl62X7wQ3[金山文档] 征求意见稿.doc） 财务专用章5001137118010，发票章声明作废
13
重庆大同物业有限公司
南山大同山庄
39,200.00 2008.04.28
重庆智清物流有限公司：渝DF9166、渝D00858、渝DL8578、朱大文：渝D62531
口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D29028、
14
重庆第十建设有限公司
学府大道 69 号高尚住宅小区
50,000.00 2008.08.06
定，本公司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少至300万元。根据 查阅报告书；3、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
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
●遗失重庆协宝建材有限公司公章（5001071012624）财 和申辩。请你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注销公告
轻轨六号线长生桥站 4 号通道接口工程
10,000.00 2013.4.27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衡孚电子有限公司，统一社 1516 重庆渝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南岸茶园渝信阳光居住小区项目部
向本机
《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4、公
重庆港鑫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夜班宿舍
144,000.00 2009.06.08
众可通过来电、发送信函（地址：长寿区洪湖镇普兴村）、电子邮件 务章（5001071012625）发票章（5002278023770）合同章 关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申 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注册号为 500105003120565
重庆陵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2020年5月13日
同景国际城一组团一标段
200,000.00 2009.09.24
会信用代码：91500105592296764T ，拟将注册资本由 1718 广厦重庆第一建筑
辩权利。公告期满视为送达。
2020 年 9 月 16 日
（350973559@qq.com）等方式提出意见。建设单位联系人：田总，联
的重庆普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
（集团）有限公司
天池林海一期平基土石方
6,000.00 2010.05.19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电 话 13808365342；环 评 单 位 联 系 人 ：杨 工 ，联 系 电 话 （5001071025896）声明作废
500万元减少为50万元。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 19 重庆江山多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池林海一期平基土石方
6,000.00 2010.05.19
遗失重庆市大足区金泰建设有限公司重庆 系18111282631，
在您看到此公告起10个工作日内，可提交意见和建议。 ●遗失重庆油龙山陵园有限公司公章（5003817013855） 重庆美威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熊露申请与你单位 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
四川省阿尔文建设有限公司
金阳重庆印象二期项目土石方及边坡支护工程农工工资保障金 240,000.00 2014.2.24
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邮寄和直接送达
重庆普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20年9月16日 21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正妍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坪西路地下人防工程农工工资保障金
303,300.00 2014.3.28
市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为 050001800105，
财务章（5003817013856）声明作废
22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你单位，依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向你
重庆国际商业中心主体土石方及排水箱涵未完工程项目 620,000.00 2015.10.26
号 码 04235621、 04235622、 04235623、公告:居然之家金源店商户：重庆什木坊门业有限公司，商户号： ●遗失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办事处供销合作社有限公 单位送达本委作出的渝九劳人仲案字〔2020〕第 325 号《仲裁 ●遗失重庆如来谷旅游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 注销公告:重庆三佳汽车代驾服务有限公司（注 23 重庆建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渝信阳光居住小区一期地下车库及地上商业（24#）
工程农工工资保证金 490,000.00 2014.5.27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奥园城市天地 A 区一标段工程农工工资保障金 500,000.00 2014.6.11
册号：91500103322165289W）经股东会决议， 24
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 5001137057471声明作废
04235624、04235625、04235626声明作废 65005，遗失交于居然之家市场收据，费用单号13655171，合同保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91500116345942554C）声明作废 （地址：
25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奥园·水云间 B 区项目工程农工工资保障金
250,000.00 2014.6.17
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城路 71 号 B1 栋 6 层），逾期视为送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王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 ●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滨江社区东江美景小区
●遗失2017.
4
.
2
5核发的重庆西尔贝实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遗失重庆巨营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公章
●遗失江运军、胡序娟之子江明宇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同心 证金收据一张（蓝联），金额60000元（大写：陆万元整）；现证明以上 ●遗失重庆腾高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 达。如不服本裁决，
俊、
何兢和聂伟组成，
请债权人与见报之日起45
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原始单据丢失，此原始单据不再作为转款或退款凭据，特此证明。 5002351028920声明作废
重庆市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16日 业主委员会财务章(5003817075033)声明作废
壹枚（编号5001068168124）声明作废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095332023B声明作废
医院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276007，声明作废

重庆鹏安物流有限公司渝 DC6729 营运证 500110118657 遗失作废。遗失余定波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500234012670声明作废。富存公司渝D49490营运证500115057520遗失作废。汇满鑫公司渝D49830
营运证500110074138遗失。阅宇公司渝BX0927营运证500110050165遗失作废。重庆恒山物流有限公
司渝BY7721营运证500222043340注销。尊运公司渝BS3682营运证500110021731遗失作废。重庆科
氏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渝 BU8738 营运证 500110029132 渝 A8116 挂营运证 500110049277 渝
AJ926挂营运证500110068284渝AJ036挂营运证500110068285渝AJ062挂营运证500110068871渝
AJ082挂营运证500110095285渝AJ285挂营运证500110069765渝A8076挂营运证500110072254渝
A8680 挂营运证 500110050231 渝 BV9966 营运证 500110052723 渝 BU6562 营运证 500110094998 渝
B6A009营运证500110095868渝B1A652营运证500110095870营运证遗失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