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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生/ 活/ 随/ 笔

奶奶，是妈给外婆取的名，妈说，小时
候想吃奶时，叫喊着“奶奶”，外婆赶忙丢下
手里的活儿来喂奶，就这样，妈叫了一辈
子，外婆应了一辈子。

我的老家在万州一个叫先农坛的山腰
上，我问过妈，她说从小在那里长大。三峡
大坝蓄水时，老家沉入了江底，一起沉封的
还有她们的故事。

打布壳，是妈从小练就的绝活。榫卯
木桌上，一堆乱七八糟的碎布条和一罐浆
糊，不一会功夫，总能变戏法似的拼接成一
整张严丝合缝的布壳，这种布壳做成的布
鞋底又厚实又透气，在十里八村传为佳
话。木桌子不打布壳的时候，就成了“乒乓
球台”，打乒乓球的乐趣往往要排队才能享
受，引来左邻右舍孩子们围观助阵。

那时候妈很喜欢打乒乓球，还为此吃
了苦头。

放学后，远远望见院坝里的“乒乓球
台”围满了人，妈的整个心思就留在那里
了，回家做甄子饭，想的都是直拍横拍、旋

球削球的事。淘米、煮米、滤米汤、放甄子、
倒米，一盖上甄盖就往“乒乓球台”跑。“球
赛”还没散场，她是被外婆揪回屋的。她忘
记放甄格和甄帕，米全部掉进锅里煮糊
了！整个院坝弥漫着米饭糊味，小伙伴们
个个笑得人仰马翻。

“把糊饭给我吃了！”外婆是真生气
了。妈懊恼不该犯这种低级错误，关键是
耽误了“球赛”，“吃就吃！”她还真是硬着头
皮把糊饭吃了。

我四岁那年的一个奇迹，也留下了外
婆深深的烙印。

老家门前院坝边上是十几米高的坎坎，
我玩耍时脚一滑摔了下去，左脚腕被玻璃片
割开一道口子，骨头都敞露了出来。爸爸急
忙从单位跑回来背着我往就近医院送，诊断
为肌腱断裂，做了肌腱搭接手术。数天过去，
肌腱不见恢复，脚腕还是肿得厉害，看来手术
没有成功，只得转院到最好的专区医院，等待
再次手术，方案是从右腿或其他部位肌腱割
取一段来搭接创口，简单说就是会影响到其
他部位正常功能，这辈子只能残疾了。

手术那天早上，主刀刘医生叫我在床
上爬一爬，我护痛不敢动，他鼓励我试一
下。不一会，妈接到电话，刘医生直直地
说：“把娃儿领回去，我不给他动手术了！”
妈想，一定是我把医生惹怒了，好不容易盼
到手术，怎能放弃！于是连连赔不是，恳请
他原谅。“娃儿脚好了，快领回去！”刘医生
这句话更让妈迷糊了，没动手术就好了，这
不是天方夜谭吗？

原来，在我试着爬的时候，突然肌腱弹

了出来，脚伤就这样治愈了。妈从单位一
路跑回家，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第一时间
告诉在家急切等待的外婆：“奶奶，洋儿不
动手术了，脚好啦！”“我都晓得洋儿莫得
事，昨天晚上做梦，我们都往先农坛走，他
非要往燃灯古佛走，说是去求菩萨保佑！”
外婆这句话一直是我心里的宝，让我愿意
把这份奇迹送给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我唯一一次看见外婆落泪，是在搬到
爸单位宿舍后的一天傍晚。

我放学回家没看见外婆，妈告诉我她在
顶楼上，当我走近，只见她陪伴在花花身
旁。花花是我们家的一只小猫，也是我的第
一只宠物，甚是调皮可爱，给全家带来许多
欢乐。原来，它为了捉蝴蝶，从七楼屋顶摔
下，当我抚摸它时，肚子已经鼓鼓硬硬的了，
一丝声音也发不出来，而那眼神，没有疼痛，
只有离别的不舍与忧伤，让人不忍注视。外
婆一遍又一遍轻轻呼唤它的名字，为它梳理
毛发，泪水滴在它身上。“奶奶，我们在后山
找个好地方，把花花埋了，在那里它就没有
痛苦了。”妈轻轻说。“嗯嗯……”外婆应着。

我是外婆带大的，记得她总是戴一顶
妈亲手缝制的毛线帽子，一路哼着土家族
山歌，笑眯眯看着我。虽然外婆已离开近
三十年，但那些年那些事，伴着“奶奶”的声
声呼唤，仿佛那一张张老家的布壳，在心底
深处汇集、交融、升华……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忆外婆
黄翊翀

即使不登高望远
也要思乡怀人

即使不插茱萸不饮浊酒

也要送上美好的祝福

花开了一茬又一茬
一本书翻了一页又一页

又是一年重阳节
我若不欣喜若狂
就会满脸泪痕

（作者单位：丰都县职业教育中心）

又是一年重阳节
蒋兴明

“落叶别树，飘零随风”。叶落便知秋
深，霜浓便识冬寒，仿佛秋与冬只一步之
遥，一部分畏寒的叶子留在了深秋土地的
怀抱里，一部分已踏在了初冬的门槛上。

春的新生让人憧憬着希望，而秋的盛
大的成熟却让人看见了生命的历程中最辉
煌的时刻。那么冬呢？我想冬是蕴藏，也
是最初的勃发；是华丽的告别，亦是静悄悄
地预备。所以冬是沉寂的，但不是消极的。

正如初冬款款落下的银杏叶，并不使人
感到哀婉，只让人觉得美，觉得那是生命的
自然。黄昏降临之时，我的车堵在下班的车
潮中。一抬头，就使我陷进了一场琥珀色的
梦里——街道两旁的银杏好像一夜之间集
体变得金黄了，它们约好了似的，没有谁先
黄一步，也没有谁还赖在秋的怀里，不肯赴
约；它们站在道路的两旁，被路灯暖黄的光
烘托着，像极了为盛大的节日而装扮的火树
银花；它们沿着笔直的街道向前延伸，灿烂
的光晕将黄昏染成了金色的海洋。

忽而起了一阵风，风携着金黄的“蝴
碟”纷纷起舞。她们跳着华尔兹——忽而
旋转，忽而滑行，在你不经意间，她又倏而
一个华丽的转身，似乎对我投来妩媚的一
笑；夕阳的光线射过来，宛如闪亮的镭射
灯，她们上下翩飞，灯光摇曳着她们曼妙的
身姿，哦！好一个流光溢彩的世界。

片刻间，停留在此的所有车顶停满了
金黄的“蝴蝶”，它们停在车窗边、挡风玻璃
上、车与车的间隙里。眼前的世界瞬间变
作琉璃色的“人间天堂”。这场景让我想起
日本的樱花雨：情侣牵手走在樱花树下，身
上落满粉色的花絮，浪漫至极。

小城的金黄落叶一度使我迷醉，而那
偏远幽静的古寺中的银杏同是美得震撼，
却带给我另一种特殊的感受。

古寺位于深山一隅，四周青松环抱。
远远望去，只见褚红色的屋顶，和那一棵高
耸于寺中的有一百多年树龄的银杏。它硕
大亮黄的伞盖几乎将寺院全部遮蔽。它像
一个虔诚的祈愿者，日复一日，任风吹雨
打，露重霜寒，静静地守候在佛堂外。

清晨，我坐于佛堂外的青石台阶上。
太阳正在升起，第一缕光线从树冠透过来，
扇形的叶子上昨夜凝结的露珠儿闪着奇异
的五彩的光芒，水珠儿氲透了金黄，像极了
一颗颗绚甸黄蜜腊宝石，晶莹剔透。僧人
们身着黄色僧袍从远处走来，他们走在晨
曦里，身上披着一层薄薄的晨光。他们手
持念珠，轻轻的捻着，不发出一丝声响，走
过身旁，像叶落地上，静若游丝。

听，佛堂里传来诵经的声音，它们像低
沉的诉说，像轻声的呢喃，它们似灵魂深处
迸发出的阵阵音波。它们是天籁之声，他
们绕着我的耳际悠悠盘旋，使我的灵魂瞬
间安静下来，使我的目光远了又远，仿佛穿
透了红尘。

满树黄叶在晨光里灿烂的凋落，我沉浸
在宁静的，神圣的灵魂深处，已看不见尘世
的喧嚣。如果这是一场梦，我愿长睡不醒。
在这场清悠寂静的梦里，片片落叶给我启
示，声声天籁之音勾起我对往事的怀想，我
忍不住深深的思念起我已故的祖母来。

我的祖母，她的一生经历过无数的苦
难、折磨和孤独。几十年来独自拉扯五个
孩子的艰辛没有磨去她的笑脸，她爱笑，笑
得悠然自得，笑得波澜不惊，她是用海一般
的胸怀把一切疼痛都揉成了泡沫吧。

我的祖母，她似随着风落在清溪上的一片
轻羽，她只是开始了一次长长的旅行；我的祖
母，她是一片金黄的叶子，深情地向树枝告别，
轻盈地落在大地上，开出一片绚丽的花朵……

（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

叶落花开
玉清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转眼之间，晨起时已能见到窗玻璃上“绘”出
精致的细纹，像树，像花，像瑟瑟的脸。这
些，都是水汽凝结出的“杰作”。

每每此时，母亲会翻出柜底的毛衣、棉
鞋，对一家人絮絮叨叨着：“天凉了，快把衣
服穿厚点。”

这些年，我搬进了城里，没再和父母住
在一起。每逢这个时节，母亲仍会打来电话
叮嘱：“霜降了，别忘加衣裳。”

每当听到她的电话，我觉得是在提醒
我，重阳节也会在这几天吧。我不大爱记农
历，所以记不准确这些传统的节令。但我始
终记得，霜降，常常与重阳节挨得很近。

那一年，也是这种深秋时节，外公来我
家帮助看守结了果子的柑桔。逢霜降那一
天，正好也是重阳节。母亲让父亲代替外公
去地里干活，而非给外公放一天假，并带他
去了白家湾。白家湾在山上，那里住着姨
妈，那里有菊花开，母亲也同意我跟去了。

终于登上山顶，极目远眺，山川融秋。
花花草草，郁郁葱葱。母亲让我陪着外公，
她和几个姨妈奔向了野菊花盛开的草丛。
外公给我打了一个刚刚泛红的柿子。我在
布褂上擦了擦，一咬，涩涩的，难吃得想吐。
外公止住了我，对我说，这是野柿子，味道虽
不好，但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我鼓起
劲把涩柿子啃完后，一摸我的鼻子，怎么还
挂着鼻涕呢？

外公又说：霜降吃杮子，冬天嘴唇不裂。
果然，那整个冬天，我的嘴巴都光润得很。

外公还给我讲起了陶渊明、重阳节。陶
渊明以隐居出名，以诗出名，以酒出名，也以
爱菊出名；后人效之，遂有重阳赏菊之俗。
说到菊花，头上插着野菊花的母亲回来了。
提篮里，装满了才采拮的野菊花，绿叶映着
白白黄黄，煞是好看。她说：白菊和黄菊可
入药，也可泡茶，晒干后还可以做枕头芯；外
公近来身体不好，菊花能明目祛火、清热解
毒，正好用得上。

来到姨妈家，成熟的果蔬悬挂在房前屋
后，形成一道丰收的喜庆画面。外公说，这叫

“晒秋”。姨妈家餐桌算不上丰盛，却有一道
老鸭汤。姨妈不停给外公和我夹鸭肉，她和
母亲却只吃着汤里的萝卜。她说，重阳连着
霜降时节，特别适合吃鸭肉。她还说，新鸭养
到秋季，肉质壮嫩肥美，营养丰富，能及时补
充人体必需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

我那时还小，有的不太懂。但我记得了
这个时节会有好东西可以吃；我还感觉到外
公这一天特别快乐，因为有儿女们的关心和
孝敬。

后来，常常在诗书里读到重阳和霜降。
“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风卷晴霜
尽，空天万里霜。”“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
觞。”“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
每当读写这样的诗句，我不仅能理解它的意
思，还总能勾起美好回忆。

挂了母亲的电话，我赶紧叫媳妇收拾好
东西。我们也要赶回农村老家，去看看秋收
的乡下景象，去向年迈的父母敬上一份孝心。

（作者单位：重庆有线电视网络公司）

霜降连重阳 登高赏秋菊
施崇伟

城/ 市/ 漫/ 记

心/ 香/ 一/ 瓣

招租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现有以下房屋对外公开招租，具
体信息如下：李家沱正街188号附3号，面积25.83m2；李家沱
正街188号附5号，面积14.2m2；李家沱正街188号附6号，面
积25.83m2；古南镇交通街5号附3号，面积40.56m2，古南镇交
通街5号附4号，面积13.74m2；古南镇交通街5号附15、16号，
面积81.12m2；古南镇交通街5号3楼部分，面积293.42m2；綦
江区古南镇交通街5号1层，面积565.12m2；綦江区古南镇交通
街5号（场地），面积2025.14m2；綦江区古南镇交通街5号附9
号及3楼部分，面积327.1m2；綦江区古南镇交通街5号3楼部
分2间，面积44.49m2。租赁期限3年。江北区建新东路251号
1单元4-1、4-2房屋，面积271.93m2；渝北区万年路166号1单
元3-2房屋，面积102.62m2；长寿区凤城镇长寿路40号6-2，
面积148.32㎡；长寿区凤城镇长寿路40号6-3，面积101.00㎡。租赁期限5年。南岸区南坪街道江南大道13号6层，面积
为1119.38m2。租赁期限2年。 以上房屋租金价格面议，从第
二年起租金单价在上一年的基础上逐年递增2%，履约保证金
为3个月租金，采取预付方式，每3个月为一次支付期。
联系人：梁老师、肖老师；联系电话：62940495，62923675
重庆市双河丝绸有限公司二期新建2400绪生产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公示
《重庆市双河丝绸有限公司二期新建2400绪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将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一）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
链 接:https://pan.baidu.com/s/1MRHstsln2tutGtTcOk19BA 提
取码:q6pc（如需查询纸质本请至电索取）。（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或关心本项目的所有公众。（三）公众提出意见的
方式和途径：由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意见，通过邮箱、电话、信函
等方式将意见反馈给建设单位。（四）公众意见表链接：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KEX0Jp4jw_nwQ8_4f4NXtA 提 取 码:ylgu。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10月20日至2020年11月2
日。建设单位联系人：范总 13452262195；邮箱：2292302284@qq.
com。地址：重庆市黔江区正阳工业园A区

减资公告：重庆校友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6MA5YYT0D8T),经公司股东会研究
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减少至25万元。根据
《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23日

周立、重庆市康朗实业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周立与重庆市康朗实业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周立将其对借款人沙莉及担保人重庆市祥利船舶制
造有限公司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
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重庆市康朗实业
有限公司。周立与重庆市康朗实业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
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重庆市康朗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借款人及担保人或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重
庆市康朗实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
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重庆市康朗实业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883088497，地
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横街16号4-6

还款账户户名：重庆市康朗实业有限公司，开户行：华夏
银行重庆大渡口支行，账号：11259000000394363特此公告！

出让人：周立 受让人：重庆市康朗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3日

重庆晟丰食品有限公司重庆市渝西活禽交易和定点屠宰中
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众参与信息公开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部令第4号文），为让公众充
分了解和支持“重庆市渝西活禽交易和定点屠宰中心项目”的建设，现
就该项目主要的环境信息，向社会公众公开，具体如下：1、项目名称:
重庆市渝西活禽交易和定点屠宰中心项目。2、项目概况：项目位于重
庆市大足区铁山镇胜丰村2组，项目占地53333.6m2（约80亩），建筑
面积8500m2，建设综合办公楼1栋（2F）、待宰间1栋（1F）、屠宰车间
1栋（1F）、冷库1栋（1F）及配套供水、排水、消防等辅助工程；购置电
晕机、脱毛机、风冷机组等设备，建设活禽屠宰生产线，项目活禽屠宰
规模为2000万只/a，约5.48万只/d，其中，活鸡屠宰能力约为3.0万
只/d，鸭屠宰规模为2.0万只/d，鹅屠宰规模为0.48万只/d。屠宰场仅
进行屠宰加工，不进行肉制品深加工。总投资12500万元。3、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链接: https://pan.
baidu.com/s/19IsJo5OaRekKvunbA-PWCQ 提取码: mef6，查阅
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致电15723298688杨总查阅。4、征求意
见的公众范围：以项目为中心边长为5公里的矩形范围内的所有常住
公众及单位。5、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www.eiabbs.net/
forum- 144- 1.html。 6、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致电
15723298688向杨总提交相关意见，或邮寄至重庆市渝中区中安国际大厦
19-3 赵工收 15023328526，或以邮件方式向赵工提交相关意见，邮箱：
745807650@qq.com。7、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公示之日起十
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重庆晟丰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9日

重庆惠远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20个单元生猪标准化养殖场
建设（麻柳嘴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受重庆惠远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承担重庆惠远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20个单元生猪标准化养殖场建
设（麻柳嘴镇）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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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9GSDflyZbXmK2e- CmtxWw 提
取码：evnz；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c
gQ9Zll2G5MyQfXUiqPyg，提取码：qkl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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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惠远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王总13808346464，环评单位：
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王工 60335188，31463516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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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至2020年11月17日。

比选公告
重庆市豪洋水务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

公司拟实施中北商务大楼排危改造工程。施工地点：重庆市江北区
中北商务大楼。一、比选范围：中北大楼主体外墙排危检修、大楼烟
道拆除、空调托架及雨棚板更换、停车场边坡树桩清理加固及护网
拆除更换、中北商务大楼大门门头维修、一楼电梯间吊顶维修、立柱
铝塑板装饰、一楼防火门拆除及玻璃门安装、通往顶楼天台防火门
更换。二、工程最高限价：37万元。三、参选人资格要求 1.须具备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并
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2.具有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颁发的有效《营业执照》。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
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比选申请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
的比选活动。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比选投标。四、咨询联系1.咨
询联系人员：安老师，电话：15213237764；方老师，电话：023-
67502458。 2.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紫园路262号；重庆市
江北区红旗河沟中北大楼五楼。五、报名及领取比选文件投标人自
行在重庆水务集团电子商务平台(https://www.cqswjt.cn:8901/
cms/index.htm)上下载比选文件电子版，以及答疑、补遗等投
标截止时间前公布的所有相关资料，不管投标人下载与否，比
选人和比选代理机构都视为投标人收到以上资料并全部知晓
有关比选过程和事宜，如因投标人自身原因未能下载相关资料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负责。欢迎有意向的建筑单
位前来咨询、报名、领取比选文件，按时参选。

减资公告
重庆誉颜制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611JNA4D)经股东会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人民币减少为1000万
元人民币。根据《公司法》规定，自公告之日起45
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向本公司申报办理债权债务清
偿手续，逾期不报视为弃权，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23日

遗失声明
兹声明王泽琼执业药师注

册证已遗失。注册证编号：
501219080470，资格证书号：
ZY00506858.声明作废

重庆万锦汽车有限公司万锦报废汽车回收项目（重新报批）环境
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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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
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www.bishan.ccoo.
cn/forum/thread-9614358-1-1.ht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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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锦汽车有限公司,联系人：陈老师 电话：
17783349799,环评单位：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杨工 电话：023-68616888。3.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项目影
响的周围公众，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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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至2020年10月30日

公告
重庆优粮食品有限公司（历史名称：重庆优粮食品配送服务股

份 有 限 公 司）（法 定 代 表 人 ：曾 奇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104305211482E）：张仕芬申请张仕芬劳动能力鉴定一案，经
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20年9月24作出张仕芬
玖级伤残的鉴定结论。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大渡口劳初鉴字﹝2020﹞292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请你公司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领取有关张仕芬的《工伤鉴定结论书》逾期则即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23-68083903）特此公告 重庆市大渡口区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 2020年10月23日

重庆市永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重庆市永川区强哥水电安装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2020年9月30日作出永川人社伤险不受字[2020]17
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不予受理易遵远于2020年6月
19日向本机关提起的工伤认定申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永
川人社伤险不受字[2020]17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公告
期限为60日，期满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工伤认定申
请不予受理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永川区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在60日内向永川区人民政府或上一级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2020年10月2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佰宜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615HGN2H）股东会
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整减至200万元
整。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公 告
重庆新皓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机关受理的丁光容工伤认定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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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房公告
尊敬的东海印项目业主：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
华玉路456号东海印项目经政府主管部门验
收合格，并已取得《重庆市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备案登记证》。按照合同约定，东海印项
目住宅商品房现已具备交付条件。我司定
于2020年10月30日办理交接房手续，另将
按合同约定向业主寄发《接房通知书》。

敬请各位业主携相关购房证明文件和按
《入伙手续办理须知》所述资料前往东海印
交房现场办理接房。

咨询电话：023-88106008
特此公告！

重庆东海汉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光 银 长 寿 分 公 司 渝 BM2210, 森 勃 运 输 公 司 渝
B7A256,渝 B3A252渝BQ1739,森勃长寿分公司渝
BP0756渝BP6010渝BP6097渝BP6321渝BP6280,
以上车辆与公司失去联系，经多方寻找未果，该批车辆
多年未参加年度检验及保险，未交回行驶证，营运证，
牌照，登记证书，请车主见报之日三日内与公司联系，
自登报起该车牌证公告作废并注销营运资质，产生的
一切后果由实际车主自行承担。同时上述行为已构成
违约，现告知挂靠实际车主在见报后十日内与我司联
系，逾期则双方签订的车辆挂靠合同自动解除，对应车
辆将做灭失处理，并注销，该车产生的交通事故和法律
责任等一切后果由实际车主自行承担！森勃长寿分公
司渝BP6055营运证500115054714遗失作废。路源
公司渝BH9872 营运证500110098713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杰森物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55903069XX）股东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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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永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重庆美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本机关受理瞿昌明申请工伤认定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永川人社伤险举字〔2020〕157
号），公告期限为60日，期满即视为送达。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
九条之规定，你单位负有举证责任，在举证期内无正当理由不举证
的，将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责任。请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对本
机关核实情况作出回复并提供证明材料：1.瞿昌明是否在你单位承
管的乾丰公园道小区担任保安；2.瞿昌明是否前往乾丰公园道小区
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受伤；3.瞿昌明受伤后的就医过程，你单位是
否为其支付治疗费用；4.提供瞿昌明2020年3月的考勤记录（加盖公
章）；5.请在收到本举证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之内通知谢忠明或范绍
华携带身份证原件到本机关配合调查；6.其他。 2020年10月22日

●重庆贵伟吉贸易有限公司遗失遗失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MA5UEF6LD1声明作废●重庆源国仁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遗失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MA5UE6PD1声明作废●重庆盛百庆商贸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代码MA5UEDTE4声明作废●重庆隆合通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代码MA5UE6HX4声明作废●重庆正弘瑞商贸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代码MA5UEWHPX声明作废●重庆厚欣润商贸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代码MA5UEB8T8声明作废

保 险 从 业 资 格 证 遗 失 文 爽 66050300191507
陈娟 66050300191593 赵云柏 66050300191511
王 浪 66050300192046 刘 艳 66050300191542
杨 超 66050300191453 李 治 66050300192416
王兴燕 66050300191501齐瑞星66050300191121

●遗失重庆箐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在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水支行城关分理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875000370301声明作废●重庆督狼商贸有限公司公章5003817021425
财务章5003817021426发票章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梧合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2MA5U41F626）股东决定，本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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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86622662 13368336681（微信同号）登报
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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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各地

金元公司渝BY6573营运证500110098137遗失作废。
豪顺公司渝D93758营运证号500110089911遗失作废。
金元公司渝AA863挂营运证500110098192遗失作废。
凯富公司渝D37932营运证500110078537遗失作废。
尊翔公司渝BA528挂营运证500110046004遗失作
废。普驰公司渝 BS6186 营运证 500110020713 遗
失。重庆市文桃长寿分公司渝 BZ3231 营运证号
500115047031遗失作废，重庆市文桃长寿分公司渝
AG535挂营运证500115047054遗失作废。尊运公司
渝BR5925营运证500110014901遗失作废。重庆市
科氏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渝A8825 挂营运证
500110050190渝A8680挂营运证500110050231渝
A8116 挂营运证 500110049227 渝 BA799 挂营运证
500110047837渝A8076挂营运证500110072254遗失。

遗失声明
重庆三力强物资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00972601声明作废。

●云阳县翰林鞋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35MA5UJ2GM4H）
遗失【增值税发票系统税控盘】和【发票购买簿】，声明作废。●遗失张琼芬执业证00000550022400002020009084作废●重庆市铜梁区庆隆镇冬笋村村民委员会公章遗失作废●遗失铜梁区龙金毅食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JY25001510074568作废●江焱松于2020年10月19日遗失身份
证,证号500112199508250458,声明作废●李春兰遗失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证号渝A032019043691声明作废。●重庆市铜梁区水口镇树荫村第十一村民小组公章遗失作废● 遗 失 重 庆 大 徐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500112568741573，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568741573声明作废●杨庆遗失保险执业资格证00001850010600102020006713作废●付光祥爆破员证，证件编号5000000120005，遗失作废●遗失重庆佳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发票专
用章壹枚(编号500109701149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睿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车辆渝
A0279T营运证500100051736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品源六谷饮食文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MA5YNRYN05）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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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