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历时五年时间，这本历史人文随笔终

于杀青。
《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一书的

完成，完全是机缘巧合。
5年前的初夏，《看历史》杂志执行总编

苑海辰先生找到我，希望我在杂志上开一
个专栏，他们已经想好了名字，说就叫“史
记”。我当时一惊，连说使不得。我知道自
己几斤几两，最多就是一个历史爱好者，远
谈不上研究。苑先生说，他们要的就是比
较好看的历史随笔，不是那种书斋里出来
的专业爬梳。

不知不觉，这个栏目就是五年。
之所以接下这个“活”，主要缘于三点

考虑，一是兴趣所至。这些年杂乱无章看
了一些东西，不系统，也漫无目的，可以趁
机系统梳理；二是职业使然。新闻是历史
的初稿，这些年写了不少“初稿”，就有了某
种情愫；三是自我加压。强迫自己不断学
习，从书本上学，从不断考古新发现中学。
每每为了一个典故，翻阅十数本乃至数十
本书成常事，为一篇文章常常搁笔一段时
间方找到灵感，重新提起笔来也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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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栏目一口气竟写

了40篇。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徘
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其实是一本读书
笔记。因为阅读的习惯，我特地将这40篇
独立成篇的文章分成了六个篇章，冠名以
风雅颂、桃李杏、精气神、松竹梅、天地人、
江湖海。

在我的潜意识中，这六个看似毫不关
联的词组，组成了先秦时期的血缘与纽带，
也成为徘徊在“庙堂与江湖”的主题词。

40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力
图通过历史细节去考量每一个历史事实。
这是一项苦差事，为了一些历史场景，我查
阅了大量的史料，又力所能及地到访一些
历史现场，史料大多生涩，所以这样的随笔
要生动地呈现起来，一点儿也不轻松。

小细节成就大历史，这就是佛家所说
的“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

之所以看重“历史细节”，是因为30年
记者生涯所形成的职业习惯，更缘于写“史
记专栏”之前的一次新闻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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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纪年，我所在的媒体发起并由我领衔一组
大型采访报道，报道组抽调全报社的精英
组成，整整两个月时间，形成了40篇深度
报道作品。

选题策划之初，我就打定主意，让记者
发挥专业的能力，力图挖掘历史的细节，用
鲜活的鲜为人知的细节，去还原、去见证那
场旷日持久的宏大战争。

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是要沉下心来，
凝心静气，老老实实地当一个“拾麦穗者”。

关于抗战题材的历史文献、文学作品、
影视记录，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我们
很难突破，唯有拿起记者的绣花功夫，深入
田间地头，去寻找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战争
亲历者、战场遗留物，哪怕一只军靴，一根毛
发……一句话，“用小细节鉴证大历史”。

这次大型报道结束后，我写了一篇总
结文章，名字叫《藏在历史深处的细
节》——

透过那些仪式感极强的热热闹闹的纪
念，我们似乎忽略了那些还未曾失却温度
的细枝末节：大事件背后的小事件，大战役
背后的小巷战，大场面背后的小场面，大人
物背后的小人物……那些“小”的命运走
向，那些“小”的生存状况，那些“小”所缔造
的历史……芸芸众生，泯然不知所终。

弱水三千，如何取一瓢饮？资料的收
集和文章的写作中，我确定了一个原则，对

于远去的历史，不作大而无当的丑化，也不
做空洞口号似的美化——让细节本身说
话，就是最好的表达。

用小细节洞穿大历史，用小细节影响
大历史，用小细节鉴证大历史。

这个“小”，既指浩荡历史中的那些“小
人物”“小场面”，也指大浪淘沙中留存至今
的一丝半缕的“活”的“小元素”；所谓“大”，
是想通过若干小的细节，去透视、去印证、
去体验、去褒扬隐藏在大历史中的若干鲜
活的因子。

小人物，大历史。可以说，恰恰是众多
的“小”，撑起了历史天空中的“大”。

我们这个健忘的民族谱系里，他们常
常被历史忘却。谁能说清南京大屠杀中有
多少孩子死于战争？八年抗战有多少良家
妇女被沦为慰安妇？300万川军出川抗
战，有没有一本完整的花名册？……

每一个问号就是一个细节，每一处细
节就是一个痛感。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

刺刀见红的战争面前，那些看似些小
的历史细节，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巷战，都会
成为扭转整个战局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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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有意要沉湎于细节之中，是因为

我们的双眼所及，双手所触……都是一个
个鲜活的细节，那些细节就像一个个随时
可以发声的灵魂，敲打着我们的内心。

千万不要小看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
节，我们宏大叙事的基础，就承载在这些细
节身上……让细节走向前台，站出来说话，
从而还原历史现场。

细节不会从历史的窑藏中自己走出
来，需要我们带着虔诚与尊敬，精心探寻，
悉心呵护……淘尽黄沙始到金，那些历史
中的细节，就是深藏在黄沙中的金子。

只有“半亩方塘一鉴开”，方能“天光云
影共徘徊”。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不太注重细节的民
族。老祖宗就热衷于“率土之滨，莫非王
土”的王道气派。励精图志开疆拓土之后，
迎来了胜利的热闹——然后大口吃肉，大
碗喝酒。

我们只在乎面子，反正我们赢了，你是
胯下之虏。以至于我们是如何赢的，我们
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我们的国土边界在
哪里……数千年来，全是一笔糊涂账。

细节决定成败是一种哲理。有一首民
谣生动而形象地诠释了这样一个哲理：丢
失了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

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
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
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在那篇《藏在历史深处的细节》一文
中，我如是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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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丰富的细节来考察某一个切片、

某一个维度。
恰恰从这些“小”中，我们才能真切地

见到“大”的意义。
有如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

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
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历史研究专家，

我只是一个历史爱好者，因为职业的原因，
“杂”是其最大特色：读书杂，写作杂……从
这个角度上讲，我只是一个信息整理者。

越深入历史细节，就越不得不承认，历
史是一只轮子，拨动它转动的是上帝之手，
所谓大人物，其实也只不过是轮子上或者
轮子下的蚂蚁或螳螂。在很多人眼里，常
常误把蚂蚁或螳螂当成历史，而忘记了轮
子的存在，这是对历史最大的误读。

历史本身是精彩的，想写的精彩却并
不简单。曾写出鸿篇巨制“中华史”的历史
学家易中天曾感言：“很多研究历史的人，
把历史当做一具尸体。放在解剖台上，取
出肾脏、肝脏、心脏来研究。但我不喜欢，
我觉得面对历史，首先要去感受她的血肉
和肌理，其次才谈得上研究。”

很高兴地看到，近年新近出版的史景
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
运》，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马
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杜君立的《历史
的细节》，还有余戈的《1944：松山战役笔
记》……都是其中不错的知微见著之作。
特别是杜君立的《历史的细节》，更是一头
扎进历史的裤裆，透过马镫、轮子、机器，生
动地还原历史的细节，他还特地用这些陈
年老物重构起他心中的“中国与世界”。军
史作家余戈的“滇西抗战三部曲”，透过一
个个历史细节来还原当年战争场面，令人
身临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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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毕加索”之称

的史景迁，其中国历史作品就像小说一样
精彩。《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
运》便是微观史的典型代表作。

多年前，我一口气读完这本历史著作，
最深的感受只有两个字：“好看”。让你如
同看小说一般，阅读中享受轻松与愉快。

美国史学名家伯纳德·贝林认为，历史
学“有时候是一种艺术，从来不是一种科学，
永远是一门技艺”，而对这种历史“技艺”的
坚守便是史景迁历史叙事的重要特征。

世上这是冬天，但这儿很温暖。荷花
在冬天的绿水里绽放，花香随风而来，有人
想把花摘走，但当船过来时，荷花飘走了。
她看见冬天的山上布满了鲜花，房间里金
光耀眼，一条白石路通向门口，红色的花瓣
撒落在白石上，一枝开着花的枝条从窗外
伸进来。

花枝伸到了桌子上，叶纷纷落下，但花
团簇拥，花还没有开放，它们像一只蝴蝶的
翅膀，像一只沾了水的蝴蝶的翅膀，湿润而
垂挂着；花茎细如发丝。

她可以看到自己是多么美丽，脸上的
皱纹没了，她的手光滑如少女的手，没有因
劳动而变得粗糙。

……
王氏的尸体整夜都躺在雪堆里，当她被

人发现时，看起來就像活人一样：因为酷寒在
她死去的脸颊上，保留住一份鲜活的颜色。

王氏死了。她是一个农村妇女，是底
层女性的代表，是山东郯城不幸的集合，是
十七世纪中国苦难的隐喻。

这唯美如工笔画般的细节雕刻，使得史

景迁在行文间有种特有的浓郁的人文关怀。
用小人物的视角发现历史，是史景迁

微观史的典型特征，也正因为此，他才会引
领历史散文随笔之先。

同时，这样的写法与表达，也深深地影
响了我对历史的看法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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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在回答“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

时，曾给出这样颇让人意外的答案，他说，
“历史是治疗集体健忘症的药方”。

许纪霖在写给许倬云《中国文化的精
神》一书导读时，有这样的文字：“大师写专
著不难，但写小书，却没有几个能够做到。”
有学问的专家不谓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
实在太少，而许先生，无疑就是当今在世的
大智者之一。“不要以为这类读物好写，只
有学问到了炉火纯青、阅历通透人情世故、
人生看尽江山沧桑的时候，方能够化繁为
简，将历史深层的智慧以大白话的方式和
盘托出。”

40多年前，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
尼应邀来到中国，他受命拍摄一部电影，来
向全世界展现“形势一片大好”的中国。这
部叫做《中国》的纪录片拍完之后，便成为
当时最著名的“大毒草”。

这是一部完全依靠镜头语言的纪录片，
在长城的桥段却有一句经典旁白：“逃跑的
奴隶被直接砌进城墙，长城的每段都埋有尸
骨，最后只有帝王们的名字留在了史册。”

在这位外国艺术家眼中，长城不再是
记载帝王丰功伟绩的碑记，而是无数民众
的坟冢。

我喜欢读史，也喜欢写些感受和体
会。因为职业的关系，我犹喜欢“以小见
大”，从历史的细节入手。

撕开宏大的历史帷幕，做一个卑微的
拾麦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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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说，人和狗的不

同就在于，狗不知道自己之前有狗，在自己
之后也有狗；而人恰好知道在自己之前有
人，在自己之后也有人。

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鲁迅说，读史
要读野史。历史的动因存在于每个普通人
的生活中，只有走向田野与民间，才可能对
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是历史支撑
起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精神生活；甚至可以
说，是圣贤的历史构成了中国人的宗教。

我们的视野和思维深处，是烛照万里
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普
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底层民众的所思所想，
往往会被史书忽略。即使提及，也只是诸
如“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之类的高度概
括，很少会细致入微。

柳宗元《捕蛇者说》为什么名扬千古？
就因为他没有泛泛地感慨一句“苛政猛于
虎”，而是手术刀般地解剖勾勒出了一个百
姓的真实生活状态。

历史从来“不以成败论英雄”。从这一
点上讲，历史是传承，历史也是启蒙。

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出生前的事
情，就等于永远不会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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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专栏文章在

《看历史》杂志面世后，大部分篇什被中国
作协主办的《作家文摘报》选载，那些文章
也成为我个人公众号“章夫书斋”的重要内
容，2018年封面历史频道又特地给我开了

“章夫读史”专题，在此一并致谢。我只是
一个历史爱好者，写作中引用了大量史料
和专家学者的成果，限于文章的随笔体例，
未能一一标明出处，在此一并致歉。

(本文为《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
湖》一书的后记，作者系《成都商报》副总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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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重庆云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机关受理的廖杰兵工伤认定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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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遗失重庆市门诊医药费专用收据
(3 联 70g 双胶纸)，号码 027797799 (发票
联)、重庆市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号码
005102001（发票联）声明作废

交房公告
尊敬的金辉中央铭著F区业主：

您所购买的金辉中央铭著F区经相关职能部门验收合
格，已具备交房条件。

自2020年9月30日起，均可办理交房手续，敬请业主本人
按照我司寄发的《接房通知书》的提示，带齐相关资料、费用，前
往中央铭著营销中心与物业服务中心办理房屋交付手续。

如有不明之处，请致电：023-62928007
（金辉地产客服中心）
特此公告！

重庆金辉长江房地产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四日

华润·万象汇交房公告
尊敬的华润·万象汇业主：

您所购买的华润·万象汇房屋（6、7、8栋及
8栋底商）已通过竣工验收备案并达到交付条
件，我司已按合同约定地址邮寄《交付通知书》
等资料，兹定于2020年9月29日—2020年9
月30日在华润·万象汇8栋底商集中办理交付
手续。咨询电话：023-68663777

交房安排：
2020年9月29日 6栋 、7栋1-20楼
2020年9月30日 7栋21-40楼、8栋及商铺）
9:00-18:00
特此公告！

华润置地（重庆）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4日

工程质量整改通知
谭祥益、杜大德、谭逢安同志:

据(2018)渝民终615号判决确认，待玉茗建设公司对天
尧新世界商住楼1#、2-1#、2-2#楼构造柱整改后石柱土家族
自治县豪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退还 3%的质量保修金
2585204元;依你方与本公司的《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
《解除合同协议书》，你们对前述工程质量问题负有整改义务，
现本公司正式通知你们在接此通知后于30日内进场自费整
改，逾期进场整改视为你们拒绝履行整改义务，本公司将依法
诉请你们连带赔偿本公司质量保修金损失。

附整改工程清单:1、天尧新世界1#、2-1#、2-2#楼构造
柱平面布置不满足设计图纸及规范要求;2、天尧新世界1#、
2-1#楼已设置构造柱的施工质量不满足设计图纸及规范要
求，天尧新世界2-2#楼已设置构造柱的施工质量不具备现场
检测条件; 3、天尧新世界1#、2-1#楼部分位置墙体拉结钢筋
设置数量及施工质量不满足设计图纸及规范要求，天尧新世
界2-2#楼墙体拉结钢筋的施工质量不具备现场检测条件等
整改问题。

特此通知
玉茗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9月24日

重庆碧田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重庆碧田源（九龙9组）
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的要求对重庆碧
田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重庆碧田源（九龙9组）规模化养殖
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第一次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重庆碧田源（九龙9组）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重庆碧田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垫江县坪山镇九龙村9组；项目投资：700万元。
项目性质：新建。 劳动定员：10人
工作制度：全年生产365天。
二、联系方式
1、项目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庆碧田源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联系人：罗总；联系电话：13368455155，地 址：垫江
县坪山镇九龙村9组
2、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单位名称：重庆景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甘工；电 话：023-67343841，邮 编：401120，地 址：重庆
市龙溪街道金山路5号加州一号公寓6-11；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
过程中，公众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公
众可登录该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调查表，网络连接：https://pan.
baidu.com/s/1US2KuU5oUjZv1geL_t3ZuA；提取码：6bhm

重庆碧田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津区结盟船舶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黄矸船舶修造分公
司黄矸船舶修造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的有关要求，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有关信息公告如下：一、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BHuhg_tb3MSmnJ0ii3aOxA（提取码:sa98）。
二、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庆市江津区结盟船舶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黄
矸船舶修造分公司，刘老师，15683022172环评单位：重庆九升生态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何工，18696508096，464213660@qq.com 三、征求
公众意见的范围 可能受到本项目建设影响或对环境影响评价结
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
径。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填写后发送至联系人邮箱。五、公众提
出 意 见起止时间：2020 年 9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1 日 。

公告
重庆市钧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我办作出的《重庆市江津区人民防空办
公室征收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决定书》（江
防办征〔2020〕2号），决定内容：“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重庆市人民防空条
例》、《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防空
地下室建设和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收管
理工作的意见》等规定,你公司在重庆市江津
区东部新城建设的魅力晶城项目，应缴纳防
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1291517.85元。如不服
本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
向重庆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或向重庆市江津区
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
起六个月内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如逾期未申请复议或者未提起诉讼，我
办将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无法联系
你单位，现我办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0年9月24日

黄草峡储气库先导试验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我公司委托环评机构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现该项目环评报告书已编制完成（征求意见稿），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相关信息已在网站（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http://
xnyqt.cnpc.com.cn/xnyqt/index.shtml）和建设单位
办公地点（重庆市江北区大庆村环境节能监测中心）发
布。建设单位：四川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通讯地址：重
庆市江北区大庆村环境节能监测中心，联系人：喻工 电
话：023- 67351620 邮箱：872677024@qq.com

重庆市涪江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重庆市水利局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承担“重庆市涪江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现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按照《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报告书》
纸质版查阅地址：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或重庆环科源博达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规划影响及结论详见：http://slj.cq.
gov.cn。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现场填写等
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反
映与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联系人：曾老师；联
系电话：02389079137；电子邮箱：737835785@qq.com。

重庆市水利局 2020年9月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优优晨食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傅辉、李欢、孔丹与
你（单位）计时、计件工资、二倍工资差额争议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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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3-2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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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劳动合同履行地或用人单位所
在地基层人民法院起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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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重庆电专能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设计公司）与

重庆能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公司）双方股东研究决定同
意：设计公司吸收合并科技公司。吸收合并前，设计公司注册资本
为100万元；科技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吸收合并完成后，设计
公司存续，科技公司注销。设计公司存续注册资本为600万元；合
并各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承继。债权人自本次公
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
行使上述权利的，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重庆电专能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重庆能创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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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787、789、3、221、300、69、89号《泰宝大厦》商品
房项目，于2018年9月14日已领取商品房预售许
可证（证号为杨浦房管（2018）第20180537号，杨
浦房管（2018）第20180538号），其中幢号为789、
3、300、69的房屋尚未预订、预售及以任何其他方
式销售，拟申请变更该销售许可范围，现按规定予
以公示，公示期为15天，自2020年 9月 10日至
2020年9月24日止。利害关系人有异议的，可在
公示期届满前向原发证机关（杨浦区区房地局）提
出。联系电话：021-65044157

公示人：上海景荣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9 月10日

重庆铜梁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日产7300吨熟料及配套生产线搬迁
技改项目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重庆铜梁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承担《重庆铜梁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日产7300吨熟料及配套
生产线搬迁技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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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公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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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铜梁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日产
7300吨熟料及配套生产线搬迁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网络链接地址：https://pan.baidu.com/s/1vG39_
86SN2_rOKTCIWglag , 提取码: 5d3b, 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 链 接：https://pan.baidu.com/s/1w4i6V7GnbJcitnbGLk
cIZw ,提取码: 2eyk,征求意见稿纸质版：重庆铜梁西南水泥有
限公司办公室，铜梁区东城街道飞凤村188号。2、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实施影响的所有公众，及对环境影响评
价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可通过网络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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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电话等方
式向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索取纸质报告和实名反馈相
关意见。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
采取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
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5、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
庆铜梁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地 址：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飞凤村
188 号, 联 系 人 ：申 远 电 话 ：13890278203 Email：
79971599@qq.com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地 址：重庆市渝北区冉家坝扬子江商务中心7楼,联
系人：陈工,联系电话：023-62668337,邮 箱：85638026@qq.com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海环体育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559026818K）股东
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的规
定，请相关债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公 示
我司承建的巫溪县大宁河宁河街道河段防洪护岸综合

治理工程（第三工程段）已经竣工验收移交，并审计完成，现
就农民工工资等支付情况公示如下：我司已按照劳务协议或
临时用工约定、材料采购协议、机械设备租赁协议的约定，按
时足额支付了农民工工资、材料款和机械租赁费，如有异议
者，请在本公示发出之日起30日内，带上有效凭据及相关证
件，与我司联系，报告债权情况，待我司调查核实后予以处
理；逾期不报者，视为放弃权利。特此公示。
联系电话：0826-2165599、023-67874839、13594815507

四川得友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3日

重庆隆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作废原公
章编号为5003817074781，财务章编
号为5003817074782、发票章编号为
5003817084804，即日起启用新公
章、财务章、发票章特此声明

五十铃（中国）发动机有限公司先进发动机（4JZ1）导入—生
产线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受五十铃（中国）发动机有限公司委托，重庆晨之光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承担先进发动机（4JZ1）导入—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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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www.iszqleng.co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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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取纸质报告书。建设单位：五十铃（中国）发动机有限公司
杨文伍 13983086615，环评单位：重庆晨之光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况小容 17725004942，1846912460@qq.com。3. 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影响的所有公众（主要是公司周
边2.5km范围内公众），及对本项目建设或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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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9
月24日至2020年10月13日。
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先进发动机（4JZ1）导入—生产线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受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委托，重庆晨之光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承担先进发动机（4JZ1）导入—生产线建设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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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www.qingling.com.
cn/。2. 公众还可通过电话、电子邮箱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
环评单位索取纸质报告书。建设单位：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司代兴15696221675，环评单位：重庆晨之光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况小容 17725004942，1846912460@qq.com。3.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影响的所有公众（主
要是公司周边2.5km范围内公众），及对本项目建设或环境
影响评价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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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提出意
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9月24日至2020年10月13日。

●遗失重庆炎禹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建工
第九建设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码5000193130
号码02021915、02021916特别声明●遗失重庆市永川区仙龙镇双星村村民委员会公章一枚
（印章编号5003834008524），声明作废。
重庆展平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渝BR99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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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公告
重庆康必辰门诊部遗失2018

年6月28日核发的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正、副本，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登记号：500190001215，财务
章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康必辰门诊部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3日

公司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重庆茧丝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暨重庆嘉美

矿业有限公司股东决定，重庆茧丝绸集团有限公司拟吸收合
并重庆嘉美矿业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后，重庆茧丝绸集团有
限公司继续存续，重庆嘉美矿业有限公司将依法注销。重庆
嘉美矿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业务、债权债务及人员均由
吸收合并后的重庆茧丝绸集团有限公司承继。

为保护合并各方债权人合法权益，请相关债权人自接到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可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吸收
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联系人：孔茂 蒋志庆；电话：023-60391072；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腾龙大道27号国际商务大厦B座23楼

重庆茧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嘉美矿业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4日

重庆捷能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Y7755 营运证
500110058080遗失注销。汇顺公司渝BR7087营运
证 500222059469 渝 BR8036 营运证 500222061146
渝BR7036营运证500222079200遗失。重庆腾耀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渝D32555营运证遗失作废。冀融公
司渝D5812挂营运证500110074808遗失作废。

寻亲启事
开州区郭家镇团包村13组

村民周灯于2015年9月22日在
郭家镇大桥捡一男婴，取名为周
禹晨。现开州区郭家派出所将该

弃婴信息发布，如有丢失婴儿的请速与郭家
派出所联系。联系电话：023-52350037。

减资公告：经重庆银商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3086309681H）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
从5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9月24日

声明:重庆展图会展有限公司公章于2019年
3月遗失，声明作废，现启用重庆展图会展有
限公司公章公章(编号5001087149013）于
2019年4月生效。特此声明

●遗失远成集团重庆物流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黄世阳法人私章，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美轩鑫商贸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重庆高新支行预留的印
鉴章:陈德碧(身份证513021196907102200)法人私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2018.12.14核发的重庆卓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
本1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0656532057 2-2声明作废●遗失2017年03月30日核发的重庆古登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5967075592声明作废●中丝深圳进出口公司梁平县分公司遗失：1997年7月30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90824212 )及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08月12日核发的柳州市宇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重
庆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303695185 声明作废
遗失柳州市宇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12305102892），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305102892）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