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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市程氏海鲜有限公司、程强（510221197303254935）、程
黎（5102211760416491）：
本委受理郑洪国与你公司及程强（510221197303254935）、程黎
（5102211760416491）、程吉英（510221700503492）发生的劳动争议
一案，案号为渝中劳人仲案字〔2020〕第1719号，现依法公告送达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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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1年1月8日下午
2：30时在仲裁（二）庭（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和平路211号）开庭审理此
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将依法缺席审理。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弃婴（儿童）、身份疑难人员寻亲公告
姓名：李新缘（养父取） 男 约3
岁
被捡拾情况：2017年6月12日下
午，李中平在杨家坪一工地私自
从一30岁左右妇女手中收养一男
孩，取名李新缘，当时李新缘只有
10天左右大小，身体健康，后由李
中平收养至今。

此寻亲公告有效期为30个工作日，公示时间截止后若
无人认领将依法安置。
联系人：渝北区救助管理站，
联系电话：023-67824051，地址：渝北区汉渝路76号。

家具配件制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家具配件制
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予以第二次公示。1、征求受项目
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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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baidu.com/s/
1CoxsBrXl3HIAbcOM6tQgyA提取码：ej8j查阅报告书。3、征
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项目影响或关心项目的所有公众。4、
公众可通过来电、发送电子邮件（14115113@qq.com）等方式提
出意见。建设单位联系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17815270801，环评
单位联系人：辜先生 联系电话：13896106104，5、在您看到此公
告起5个工作日内，可提交意见和建设。

寻亲启事
兹有璧山区大路街道
大竹村 6组村民戴宽
勇（ 身 份 证 号 码
50022719831226631
4）于 2012 年 8 月 21
日于璧山区河边镇院
塘来丫（现取名戴浩8
岁），当时其身边无任

何纸条说明，收养至今，现如有亲生父母看
到此信息，请尽快到戴宽勇处认领。

璧山区大路派出所2020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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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现因工作需要，请你在六个月内到重庆
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峡口派出所接受处理。

南岸区公安分局 2020年10月22日
迪 庆 公 司 渝 BN9689，渝 BQ8231，渝 BR5055，渝
BR8362，渝BR9921，渝BU0125营运证遗失作废。
银冠公司渝D7289挂营运证500222062928遗失作废。
祥宝公司渝BY1072营运证500110054711遗失作废。
满宏公司渝D22471营运证500110078854遗失作废。
尊远公司渝BQ3030营运证500104009499遗失作废。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年资源化利用9.6万吨油基岩屑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已完
成征求意见稿，现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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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公众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网络链接
查阅获取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发表意见建议。
一、报告书及意见表链接：http://dwz.date/cTKU。
二、建设地点：重庆市长寿区化北路7号
三、征求意见范围：受到项目影响的周边群众。
四、建设单位：重庆美欣达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五、提意见起止时间：2020年10月21日至2020年11月3日。

●遗失南岸区迎龙镇武堂村龚家湾 45 号李维均（身份证
510222195406274119），2010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声明作废。● 遗 失 南 岸 区 迎 龙 镇 清 油 洞 村 陈 永 碧 ( 身 份 证
510222192809104129)1996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声明作废。●遗失南岸区迎龙镇清油洞村严家咀仰天窝生产队严开南（身份证
510222195108284116）2010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声明作废。

迁坟公告
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地〔2018〕1992

号”号文件批准，征收迎龙镇马颈村上江、下
江村民小组部分集体土地作为经开区实施城
市规划建设用地（长江防洪护岸二期项目）。
请在征地范围内的坟墓主自登报公告之日
起，于2020年11月5日内自行迁移坟墓，逾
期未迁移视为无主坟处理。特此公告

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服务中心
2020年10月22日

迁坟公告
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地〔2012〕1229号、〔2013〕241

号、〔2013〕550号、〔2013〕111 3 号、〔2014〕908 号、〔2014〕
1519 号、〔2015〕661 号、〔2015〕701 号、〔2015〕932 号、
〔2015〕973号、〔2015〕978号、〔2015〕1015号”号文件批准，
征收迎龙镇马颈村上江村民小组和四坪村老屋、祖湾、下坪
村民小组部分集体土地作为经开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用地
（广阳湾产城融合示范区项目）。请在征地范围内的坟墓主
自登报公告之日起，于2020年11月5日内自行迁移坟墓，逾
期未迁移视为无主坟处理。特此公告

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服务中心 2020年10月2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观悦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00108000089907）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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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

注销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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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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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8MA5U53279G
重庆极索科技有限公司 2020.10.22

●遗失重庆市奉节县公路运输管理所非税收入一般
缴款书（第四联），编号00029352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奉节县公路运输管理所非税收入一般
缴款书（第一、二、三联），编号00029345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巫山县登峡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7MA5YR82P3A）股东决定，将本公
司注册资本由8600万元减少到120万元，根据《公司法》的规
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到
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特此公告

尊翔公司渝BA667挂营运证500110100085遗失作废。重庆捷可达汽车有限公司渝B8298挂营
运证 500110022149渝BU2531挂营运证500110025477渝BS8777营运证500110095888遗失作
废。重庆东美物流有限公司渝D23791营运证500110120047遗失作废。重庆德聚缘物流有限公司
财务章遗失。重庆康丰物流有限公司渝D65669营运证500110089262遗失作废。东能长寿分公司
渝BK1182营运证500115067338渝AS7922营运证500115039942遗失作废，骏运公司渝BK1319
营运证500115039752遗失作废。重庆中达安弘物流有限公司渝A1H007营运证500115060899
遗失作废。重庆浪缘物流有限公司渝D71129营运证500115060744遗失作废。重庆市万盛经
开区渝南公路运输有限公司渝D95245营运证500110091287遗失作废。尊翔公司渝A7827挂营
运证500110055298遗失作废。友鸿公司渝BS3703营运证500110024272遗失作废，龙园万盛货
运运输分公司渝 BR2207 营运证 500110012936 遗失作废。圣图公司渝 D96418 营运证
500110078235遗失作废。进金公司渝D15529营运证500110102611遗失。

重庆海外旅业(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高新区枫丹树语城门市
部 遗 失 国 内 合 同 ：JNN0585676、0601701、0601705、
0644807、 0644808、 0644809、 0644810、 0644811、
0644812、 0644813、 0644814、 0644815、 0655162、
0658421、 0660648、 0660649、 0663220、 0669403、
0671578、 0675090、 0676740、 0677603、 0677991、
0678225，出 境 合 同 ：CJN0159297、0193231、0232397、
0232398、 0246269、 0248651、 0255498、 0258787、
0258789、 0260490、 0260910、 0261762、 0261763、
0265354、0265355、0265356、CJ（N）0152542.台湾合同：
TWN10056348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责任纠纷与重庆海外
旅业(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美溢佳餐饮有限公司开给大
坪龙湖时代天街D馆LG楼15号档口
杨松(身份证)500231199212208319商
铺保证金收据号：5012887 履约保证
金：30000元，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贵州省赫章县隆源工贸有限公司》于
2012年5月13日遗失公章壹枚，特此声明作废。●重庆市铜梁区围龙镇龙湾村村民委员会公章遗失作废●遗失汪川翔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JY25001120246682作废●重庆市永川区永荣镇人民政府遗失非税收入一般
缴款书，票据号004680414、000824431声明作废●遗失何庚蔚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15951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诺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云阳分公司增值税普
通发票，代码050001900104号码18793842声明作废●遗失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公章一枚（印章编号500383404973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成享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印章备案
回执，编码为50011220181101042，声明作废●彭松遗失公运集团公司出租车分公司开具的安全维稳
责任金收据，编号0097091，金额8000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尚可普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枚
（编号：5001078015054）、法人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红春藤技工学校食品许可证正副
本,许可证编号：JY3500106007402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红春藤技工学校食品许可证正副
本,许可证编号：JY35001060074717,声明作废●刘燕（身份证：510921198711255788）遗失道
路运输许可证，号码：508243011451，声明作废。●重庆房利菜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和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声明：大渡口区弘祥商务宾馆遗失卫生许可
证，证号：（2018）500104000047，声明作废●重庆翎格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遗失进场重客隆保证
金收据一份，收据编号0012872，金额10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沙驰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1000017323）经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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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
减资公告：重庆首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2MA5UTMX36R）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520.33万元减少到120.33万元。根据《公
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10月22日

评选持续火爆
61位候选人7天获赞总数超1200万次

为进一步发扬渝商优良传统，深度挖
掘在2020年疫情期间，坚守行业并积极带
动重庆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
的民营企业标杆、领军人物，表彰其在工作
中取得的成就与亮点，充分展现民营企业
迸发的创造活力。同时，加强关心支持爱
护民营企业的舆论引导，推动营造重庆良
好投资营商环境。今年9月2日，由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重庆市总商会联合主办，重报
都市传媒集团承办，金科股份独家冠名的

“2020年度渝商”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据悉，本次评选自启动以来，受到社会

各界高度关注。有126位民营企业家参与
报名，覆盖了高端制造业、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新能源、大数据等多个产业领域。经
过组委会对参评人参评条件的资格遴选
后，最终有61位候选人进入网络人气点赞
环节。他们当中，有近一半的人拥有研究
生、博士等高学历。且这些候选人所在的
企业，注重创新且实力雄厚。

数据显示，入围的61位候选人其所在
企业中，资产上亿的有34家，2019年度营
业额超10亿的有15家，2019年度纳税额
上千万的有24家。这些企业共解决了三
万多人就业。同时，超一半的企业拥有有
效发明专利，数量最多的为291项。还有
不少企业在自身行业领域参与了国家或行
业标准制定。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影响力也进
一步增强。从9月2日活动启动开始，组委
会依托上游新闻专业记者队伍，重报集团旗
下的全媒体输出，在重庆本土掀起铺天盖地
式的宣传。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等中央
和地方门户网站纷纷转载。在候选人展示
阶段，候选企业家们的人气PK受到重庆乃
至全国企业界极大关注，7天时间内61位候
选人获得点赞总数超过1200万次，参与的
积极性和网络互动的火爆度可见一斑。

评审更加严谨
11部门联合把关 专家严苛“抠细节”

记者了解到，本次评选组织更加严谨、
流程也更加规范。在专家评审会前开展了
广泛的意见征询，将候选人名单充分征询
市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办
公室、市经信委、市公安局、市人社局、市生
态环境局、市卫健委、市市场监管局、市高
法院、市检察院、市税务局、市总工会等11
家职能部门意见，了解候选人及所在企业
违规违法现象。

同时，组委会还组建了由14位专业人
士构成的专家评审团，包括来自重庆市政
协、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重庆市

工商联、重庆市商务委、重庆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总队、重庆市劳动保障监察总队、重庆市税
务局、重庆大学等单位的相关领导和专家
学者。

记者看到，专家现场评审十分严苛，参
评人所在企业情况、纳税多少、创新举措、
合规经营等方面的每一处细节都不放过。

“除了规模，还要考虑到企业的创新性、代
表性，尤其是要符合产业发展趋势、符合高
质量发展的导向”“虽然是传统行业，但其
不断探索与智能化大数据的结合，有较高
的行业带动价值，建议入选”……评审现
场，评委们从参评人的综合竞争力、对经济
发展的贡献力、对行业产业发展的带动力，
以及引领创新、承担社会责任等多方面，进
行全方位的讨论、评议，并现场打分。

根据此次活动评选规则，评审结果按
照专家评审（70%）+网络点赞（30%）计算
总分，经过一下午的严谨终评，最终周继
群、赵国庆、代小平、颜冬生等获评“2020
年度渝商”称号，黄伟、汪鹏、何耀威、陈昱
廷等获评“2020年度新锐渝商”称号。获
奖名单将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接受社会
监督。

品牌不断提升
有力助推重庆民营经济发展

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和重庆市工商联
共同塑造的“渝商”品牌，已经沉淀了14年
时间。在此之前，十大渝商评选活动已经
持续开展了六届（每两年评选一次）。渝商
评选活动也被誉为“重庆民营经济界的奥
斯卡”，成为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
家评选。

2019年，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和重庆市
总商会又联合发起“年度渝商评选”活动。
重报集团都市报党委委员、重庆商报社总
编辑、评审会秘书长代伟介绍，自渝商评选
活动举办以来，得到了历届市委
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民营
企业家的积极响应，14年来，

“渝商”品牌不断提升，有力助推
重庆民营经济发展。一大批渝
商不仅成为重庆市民耳熟能详
的名字，更成为重庆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精神领袖。

“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这
些企业经营蒸蒸日上，企业发展
均遥遥领先于其他同期同行。”
代伟说，以今年9月中国企业联
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

“2020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为
例，15家重庆上榜企业当家人
均为历届十大渝商获奖者，如重
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红云，重庆龙湖地产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亚军、隆鑫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涂建华等。
在得到全社会广泛认同的同时，“渝

商”概念也实现了良好的成果运用。今年，
渝职改办〔2020〕159号文件再次将“十大
渝商”“十大新锐渝商”“年度渝商”“年度新
锐渝商”的获奖称号纳入《2020重庆市特
殊人才申报职称业绩成果》，获奖人凭此称
号可直接申报经济类副高级职称。“渝商评
选获奖名单，充分展现了当前重庆经济的
走向。最近两年评选出来的渝商，有近一
半以上来自国家鼓励的新经济领域和重庆
市倡导的大数据智能化产业领域，可见渝
商的发展潜力巨大。”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
委副书记、总裁向泽映表示，发起渝商评选
活动，是贯彻落实企业家座谈会和全国民

营经济统战工作会精神的具体举措，重报
集团作为评选活动主办单位之一，将进一
步加强关心支持爱护民营企业的舆论引
导，推动营造重庆良好投资营商环境。助
力重庆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实现重庆
民营经济助推重庆发挥好“三个作用”的新
作为。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2020年度渝商”
评选专家评审会主席周克勤表示，2020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
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渝商”
是一个很好的品牌，希望“渝商”评选活动
继续探索，持续做大，“渝商”品牌持续做
强，在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重庆经济高质
量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年度渝商”
（按姓氏笔划排序）

甘奇超 重庆多普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叶定坎 重庆千叶眼镜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
代小平 重庆汇达柠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永林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
汤伦华 途作林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肖 宇 重庆易宠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
张劲游 重庆嘉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群 重庆悦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先勇 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
周继群 重庆顺多利机车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赵国庆 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
洪 敏 重庆广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陶石泉 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和理 重庆坤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颜冬生 重庆民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年度新锐渝商”
（按姓氏笔划排序）

石远平 重庆康洲大数据有限公司董事长
巩书凯 重庆忽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
刘 兵 正南（重庆）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金星 重庆川东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跃东 重庆海浦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 江 重庆骏典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耀威 重庆三峡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兼总经理
汪 鹏 重庆金窝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坤 拓土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兴旺 重庆纪创城市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明亮 重庆神舟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陈昱廷 重庆诚泰通信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
秦茂程 重庆桥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黄 伟 重庆中科置地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0年度渝商评选获奖名单

61位候选人激烈角逐，11部门联合严格把门

2020年度渝商、年度新锐渝商出炉

历时两个月的激烈角
逐，在经过组委会资格遴选、
职能部门意见征集、网络公
众人气PK和专家评审会现
场终评后，10月20日，万众
瞩目的“2020 年度渝商评
选”活动获奖名单正式出
炉。周继群（顺多利机车）、
赵国庆（马上消费金融）、代
小平（汇达柠檬）、颜冬生（民
贤餐饮）等获评“2020年度
渝商”称号，黄伟（中科置
地）、汪鹏（金窝窝网络）、何
耀威（三峡电缆）、陈昱廷（诚
泰通信）等获评“2020年度
新锐渝商”称号。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2020年度渝商评选专家评审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