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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免费厕纸提供，真的好惊喜！”
“ 超干净、
超智能的一个公共卫生间。”
“ 绿植装修都不
错，干净整洁明亮，如厕心情好！”你没看错，在
大众点评网上，还能看到对公共厕所的点评。
点评背后，反映出市民对公共环境卫生的关
心，
也折射出城市公厕建设的
“增量提质”
。
昨日是世界厕所日，记者走访了中心城区
▲厕纸可以免费使用
一些公共厕所，
来看看身边公厕的新变化。

渝北冉家坝附近的公
共厕所，
共厕所
，
设有爱心驿站。
设有爱心驿站
。

▲通过传感装置，可以实时
查看厕所位有没有人。

你身边的公厕有啥新变化？
你身边的公厕有啥新变化
？

这些公厕上了热评
样对这个公厕给出了点赞：
“清
区鹅岭等地方走访时看到，许多公厕的门
晨开车经过这里，还有免费厕纸提供，真的
锁都安装了感应传感器。有人如厕时，通
好惊喜，值得赞！”
过插销导入来激发电路板释放出信号，并
记者采访时发现，除了便民饮水点、免
传输至厕所门的显示屏。
费厕纸，不少公厕还增设了
“第三卫生间”
。
比如渝北新南路的公厕，有人如厕后，
干净整洁免费提供厕纸
比如，沙坪坝陈家桥街道陈西路的公
厕所门上方的显示屏立马显示“有人”状
设施齐全、整体非常干净，还有柔情音
共卫生间。改造前，面积为 74 平方米，厕内
态。如厕完毕，门打开，显示则为“无人”。
乐，不输大商场里的卫生间；绿植装修都不
空间布局狭小，男厕蹲位 4 个，女厕蹲位 6 “很好嘛，不用挨个挨个推门就知道有没有
错，干净整洁明亮，让人如厕心情好……在
个；改造后，不仅面积增加到 106 平方米，
空位。
”
附近一市民这样说道。
大众点评网上，网友纷纷这样评价渝北冉
男厕蹲位 5 个，女厕蹲位 11 个，还设有独立
在设施智能化方面，渝北区同茂大道
家坝龙山二路一公共厕所。
“第三卫生间”“
。带 5 岁的儿子上厕所，不知
市民服务中心公厕还配套人脸识别取纸机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龙山二路，找到网
道该去男厕所还是女厕所。现在，不用纠
和微水发电技术。
友所说的这一公厕。记者看到，厕所外观
结这个问题了，直接去‘第三卫生间’。”附
据介绍，采用人脸识别取纸机之后，市
修葺一新，入口处摆放有绿色植物，旁边则
近居民彭女士这样告诉记者。
民只需站在取纸机前 3 秒，通过机器自动
是环卫工人爱心驿站。管理员唐女士告诉
胡女士家住渝北两路，她告诉记者，同 “刷脸”功能，便能得到设定好的纸量。由
记者，爱心驿站是公厕配套建设，环卫工人
茂大道市民服务中心公厕不仅干净整洁、
于取纸量及取纸频率都是设定好的，还可
可以在驿站休憩。
杜绝同一人短时多次重复取纸造成浪费的
灯 光 明 亮 ，还 摆 放 有 植 物、座 椅、饮 水 设
走进厕所走廊，首先看到盥洗台。如
施 。 除 了 外 观 美 观 ，还 设 有“ 第 三 卫 生
不文明现象，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市民文明
厕后在盥洗台洗手，但台面并不见水渍。 间”。同时，为了方便保洁管理，还设置有
素养。同时，公厕所有的大、小便器及水龙
除了镜子，一侧还摆放有绿植，旁边很贴心
管理间、工具间等等。
头，都没有提供外部电源，而是采用微水发
地安装了吹干机。同时，走廊位置还安装
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获悉，在城市公
电技术。它是利用冲水发电的原理为设备
了取纸机，取纸机里放上了卷筒纸。
厕推动服务人性化方面，主要从以下三个
运行提供电能，并且能够将多余的电能储
记者采访途中，一位市民来到厕所，看
方面来展开工作：一是在设计中强化男女
存起来，为设备提供持续不断的电力。加
到取纸机上的卷筒纸，这位市民忍不住点
厕位比例，二是增设无障碍设施和“第三卫
之感应出水敏捷度高、出水量适中，很好地
赞：
“ 公厕也有卷筒纸，可以说是从最小的
生间”，三是重视环卫爱心驿站的配套建
实现低碳节能的目的。
设。目前，中心城区达到有无障碍设施和
细节上体现了人文关怀。”
沙坪坝区站西路公共卫生间，采用先
“第三卫生间”
的公厕共计 1236 座。
进的公厕智慧管理系统，利用现代智能设
备、传感传导等技术，将公厕内空间平面、
增设
“第三卫生间”
厕位现状、实时温度、湿度以及空气质量等
人脸识别与传感技术
在渝中区大黄路，记者看到，公厕除了
集中显示在“智慧公厕”前段显示屏上，引
除了人性化，
还有智能化。
干净整洁，还增设便民饮水点。同时，也有
导市民有序、高效如厕的同时，也体现了公
记者在渝北冉家坝、新南路以及渝中
免费厕纸提供。在大众点评网上，网友同
厕的智能化服务。

要处理为由拒绝见面。这次林晟醒悟了过
来，
于是决定报警。
何警官根据线索进行追踪调查，结果
有惊人发现：近期多位市民都和林晟有类
似的遭遇，有的甚至被骗上万元。南岸警
方成立专案组，迅速出击。先后在南岸区、
经过几天的沟通，林晟觉得萱萱清纯善良、
江北区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 21 人，收缴作
善解人意。她从不找他要红包或者借钱，
案笔记本电脑、手机等 30 余部。
感觉很真诚，于是两人确立恋爱关系。
经查，从今年 9 月以来，以肖某、张某、
林晟发现萱萱很喜欢网上购物，偶尔
陈某为首的诈骗团伙，利用各种社交软件，
还 会 发 来 一 个 商 城 链 接 ，让 林 晟 代 为 付
冒充女性以恋爱为名，诱骗男性 受 害 人 代
款。开始只是奶茶、
糖果这些价格便宜的饮
付消费。这些商城链接里的各种商品，
料、
零食，
林晟很快就代付了。随后开始出现
实际上没有任何真实的货品。经初步审
内衣、
化妆品、
衣服等，
林晟完成支付后，
萱萱
查 ，受 害 人 多 达 上 千 人 ，涉 案 金 额 超 过
就会发出
“老公你对我太好了”
等情话。
200 万元。
奇怪的是，每次林晟提出见面，萱萱总
何警官希望通过本案提醒广大市民：
是各种理由搪塞。直到 10 月初，林晟再次 “网恋有风险，交友需谨慎。网上的女友，
提出见面，萱萱终于答应了，还发出一个预
可能就是抠脚大汉。一旦涉及金钱一定要
定酒店的商城链接，林晟毫不犹豫就支付
谨慎，
不明链接和程序，
也不要随意点击。
”
了 286 元。没想到萱萱又以幼儿园有急事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市城市管理局介绍，在设施智慧化方
面，一是智慧如厕导航，通过多渠道实现智
慧“找公厕”功能，方便市民尽快如厕、精准
如厕。二是公厕物联系统应用，将厕所各
类信息和基础场景识别显示进行服务。三
是人脸识别取纸机、感应出水等智慧化设
备的使用。

探索
“物联网+5G 通讯”
记者搜索发现，在大众点评网上，不少
网友会对周边的公厕进行评价，许多公厕
还有不少热评。这些都反映出网友对城市
的关心，以及城市公厕增量提质后带给大
家最新的变化和感受。
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获悉，2018 年以
来，
中心城区新增公厕 733 座。
今年以来，重庆以城市公厕增量提质
为契机，积极推动城市公厕向“管理精细
化、服务人性化、设施智慧化、环境生态化”
转型。目前，
中心城区公厕数量 3540 座，
达
到每万人（含暂住人口）拥有公厕 4.25 座，
建
成区公厕密度达到 4.31 座/平方公里。
市城市管理局表示，下一步，在做好当
前工作的基础上，将深入挖掘“厕所革命”
的内涵和外延，利用各项新科技新技术，将
公厕“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 通讯”
的综合运用，公厕新场景的开发，注重使用
者“个性化、多元化、体验化”需求等方面进
行探索和思考。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摄影报道

今起阴雨全面来袭
周日全市最高仅 12℃

不要红包不借钱

婚恋诈骗又出新套路
婚恋交友类诈骗，一般骗子在骗取受
害人信任后，都会以各种名义要求受害人
发红包或借钱。通过警方和媒体的宣传，
这种方式很容易引起受害者的警觉，于是
骗子们又想了新套路。
昨日上午，南岸警方通报一起婚恋交
友诈骗案：以肖某、张某、陈某为首的诈骗
团伙，他们通过引诱受害者到指定网上商
城消费获利。实际上，女友是假的，网上商
城所有商品也是假的。
昨日上午，记者采访了南岸区公安分
局迎龙派出所的何警官。他介绍了这起发
生在 10 月上旬的案件：
“ 当时我们接到辖
区居民林晟（化名）的报警，林晟称他被网
上认识的女友萱萱骗了近 5000 多元。
”
接到报警后，何警官马上进行调查，发
现这是一起典型的婚恋交友诈骗案：
今年 9 月，林晟在某社交软件认识了萱
萱。萱萱自称是幼儿园老师，目前单身。
登报
热线
重庆
各地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3
第 20270 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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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5
第 20270 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
4 1 4 4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4 场进球
第 20064 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0 3+ 0 1 2 0 2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0 年 11 月 19 日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今天：
阴天转间断小雨，
气温 15～18℃。
明天：
小雨，
气温 11～15℃。
后天：
小雨，
气温 7～1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 2020116 期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05 06 27 14 16 19

蓝色球号码
10

中国福利彩票
“快乐 8” 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 2020271 期
第 2020023 期
15 16 25 80 36 38 64 04 13 46
10 32 51 67 61 48 30 03 07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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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0 年 11 月 19 日

主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嘉陵江岸线贯通工程
债权转让告知书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关于《睿哲教育入学协议书》失效（作废）声明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致：重庆盈亿商贸有限公司 本单位为你方向重庆市小微企业融资 重庆绿土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肖小琦与你（单
兹有重庆市渝中区睿哲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不慎将盖有重 重庆富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陈知云与你单位确认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
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主债权到期后，本单位依据（2016）渝仲字 位）劳动（人事）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
庆市渝中区睿哲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公章的部分《睿哲教育入 劳动关系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20〕第 3357
国）有限公司编制的《主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嘉陵江岸线贯通
学协议》丢失，现重庆市渝中区睿哲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郑重声 号。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
工程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分 5 个子项目（沙滨路滴 第 1621 号《裁决书》在破产分配程序中向债权人清偿 4756231.41 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
水岩至磁器口段、嘉滨路化龙桥段、嘉滨路大溪沟段、北滨路洋炮局 元。本单位已将对你方享有的前述本金 4756231.41元及利息追偿 公告送达本委渝北劳人仲案字〔2020〕第 1891 号仲裁裁决
明： 盖有重庆市渝中区睿哲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公章的部分 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
段、北滨路长安码头段）分别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根据《环境影响 权债权转让给重庆万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信用代码： 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
《睿哲教育入学协议》（以下统称“合同”）予以作废、失效，作废、失
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各子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1、查询环 91500105709376961F），由债权受让人向你方主张追偿权。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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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合同编号明细如下：0000138,0000139,0000176，本次作废、失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公 告
境影响报告书及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需查询纸质本请至电索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1年2
裁院208室），逾期视为送达。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从公告送
，沙滨路滴水岩至磁器口段：http://www.js-eia.cn/project/ 收到本通知后立即向债权受让人履行清偿义务。
重庆朗舒劳务中心：本委受理的赵雪与你（单位）劳动（人事） 效合同共计3份，上述合同作废、失效后对重庆市渝中区睿哲课外
重庆市新权豆制品厂一分厂：本委已受理杨绍生与你单位关 取）
重庆永重重工有限公司 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
detail?type=2&proid=439956d8dee69e15a985066f79af7b0b
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不产生任何约束力、效力，重庆市渝中区睿哲课 月1日下午14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
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
根据
《劳动人
于工资、双倍工资争议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合川劳人仲案 嘉滨路化龙桥段：http://www.js-eia.cn/project/detail?type= 重庆市开州区临江家居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 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
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不就作废、失效合同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若 议仲裁院仲裁四庭 216 室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
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
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渝
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字【2020】第880号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等 2&proid=dcd03b8f1cde326f26e77995f520e5a1
一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北劳人仲案字〔2020〕第2048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就前述上述合同作废、失效有任何异议的，相关权利人应在本声明 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嘉滨路大溪沟段：http://www.js-eia.cn/project/detail?type= 重庆浦里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1月20日
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 2&proid=a3d8c6ff3084b9c91246787b94c84a2b
六十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桂馥 发布后【3】日内联系重庆市渝中区睿哲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联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1月20日
有限公司承担“重庆市开州区临江家居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环
大道10号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8室），逾期 系电话：02363724880），否则视为无异议。本声明最终解释权归 走马镇富腚康生态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定于2021年2月3日上午9时00分，在合川区人力资源和社 北滨路洋炮局段：http://www.js-eia.cn/project/detail?type= 境影响跟踪评价工作，现该项目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已在重庆浦里开发投资（集 重庆茶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李娇、谭钟、徐敏与
视为送达。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 日内， 重庆市渝中区睿哲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特此声明！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会保障局（地址：合川区南津街江城大道236号）一楼112室 2&proid=082cbdfda5f087696210be2d91e233d9
北 滨 路 长 安 码 头 段 ：http://www.js- eia.cn/project/detail? 团）有限公司网站 http://cqpfjt.com/html/xwzx/tzgg/上发布，
2020年11月19日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
走马镇富腚康生态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
你（单位）劳动（人事）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或邮
（仲裁一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领取本案裁决 type=2&proid=494899a208ccd4655ace5e625521190e
如需要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询。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
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
法律效力。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
债权转让告知书
2、征求意见的范围：受工程影响的沿线居民、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真、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 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
书的期限为开庭后的10日内。特此公告。
致：吕本强 本单位对你方享有如下三笔债权：1.（2019）渝 0118 民初 该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1、征求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公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以及关心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其他公众都可以提出相关意见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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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渝北劳人仲案字〔2020〕第 1728-1730 号
重庆市合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11月20日 议。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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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韦老师 电话：17323858009；邮箱：743780056 @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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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1月20日 4728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全部未受偿债权（本金为 57973880 元）；2. 众或单位的意见或建议；2、公众可前往建设单位办公室查询纸质
本单位依据（2016）渝 0118 民初 2184 号《民事判决书》在破产分配程 报告书，或通过网络https://www.eiabbs.net/thread-373225写意见，通过邮箱、电话、信函等方式将意见反馈给建设单位。4、公
重庆帝冠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序中向债权人清偿 275252.88 元，故对你方享有本金为 275252.88 元 1-1.html查阅报告书和公众意见表下载；3、公众可通过信函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 10 号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
摩托车配件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建 设 单 位 联 系 人 ：唐 毅 15025363540；邮 箱 ：563366203@qq. 重庆凯歌之王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李伦与你 争议仲裁院 208 室），逾期视为送达。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从
重庆辣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孟波与你（单 及利息的追偿权；3.本单位依据（2017）渝0103民初18803号《民事判 （重庆市万州区玉龙路 239 号），电子邮件（418625306@qq.
受重庆帝冠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委托，重庆风之雅环保科技有 com。地址：重庆市江北嘴金融城2号楼城投大厦1717室
公告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期满
位）劳动（人事）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或邮 决书》在破产分配程序中向债权人清偿 161084.61 元，故对你方享有本 cm）等方式，提交公众意见至建设单位。建设单位联系人：
（单位）
劳动
（人事）
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或邮
限公司承担重庆帝冠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摩托车配件生产线项
金为161084.61元及利息的追偿权。本单位已将上述三笔债权转让给重
寄送达，
根据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
第二十条
不起诉的，
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
寄送达，
根据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
第二十条的规定
债权转让告知书
重庆市城市违法建设执法确定违法建筑当事人的公告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庆万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信用代码：91500105709376961F），请 陈 总 13868896912；环 评 单 位 联 系 人 ：刘 老 师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渝北劳人仲案字〔2020〕第
17323712851。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 年 11 月
将该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致：重庆中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本单位为你方向成都华诺重工机 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渝北劳人仲案字〔2020〕第1541号仲裁裁 行，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经查，位于渝中区人民路18号1楼楼顶一间砖混结构建 1878 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委领 在收到本通知后立即向债权受让人履行清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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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械有限责任公司、杜德新、侯可心提供担保，主债权到期后，本单位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11月20日
重庆永重重工有限公司 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17日～2020年12月1日
筑、华福巷34 号11-4楼顶一间简易结构建筑，未经规划许 取仲裁裁决书（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 10 号重庆
接：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s://pan.bai 依据（2016）渝0118民初2656号《民事判决书》在破产分配程序中 址：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 10 号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
可，根据《重庆市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属 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8 室），逾期视为送 本人陈碧珍不慎遗失重庆万达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开具 张正斌、肖碧华遗失重庆璧锦地产发展
公
告
du.com/s/1xk3UV5WtLnOCaIdod7SBiQ 提取码: p59m ；
公 众 意 见 表 的 网 络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向债权人清偿208662.23元。本单位已将对你方享有的前述本金 议仲裁院208室），逾期视为送达。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从公 重庆华邦环境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敖中秀(申请述称：重庆华 于违法建筑。因该违法建筑当事人不明，经本机关尽职调 达。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的收据 2 份，收据号码：0000458，收款时间 2013 年 3 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12 日开具収据(鸥
208662.23 元及利息追偿权债权转让给重庆万丰物业管理有限公 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
1sIa9NoRMrDO_167eXDHKOg、提取码：i47p
查，仍无法确定。现发布公告，请该违法建筑当事人自公告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 月21日，收款费项：履约保证金，收款金额,1612 元；收 鹏凤凰城一期三组团 23 号楼<工程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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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统一信用代码：91500105709376961F），由债权受让人向你方 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 邦环境综合服务有限公司员工敖中秀，2019年12月23日7
生法律效力。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当事
位索取纸质报告书。建设单位：重庆帝冠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主张追偿权。请在收到本通知后立即向债权受让人履行清偿义务。 行，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时左右，敖中秀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从事保洁工 见报之日起十日内到本机关进行登记确认并接受处理；逾期 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据号码：0000175，收款时间：2011年12月20日，收款 24>_1304)1 张 。 票 据 号:#00075970，
张总 02368932109；环评单位：重庆风之雅环保科技有限公
金额 307000.00 元，声明作废。
重庆永重重工有限公司 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11月20日 作，下班集合点名后因地面湿滑摔倒受伤，要求认定为工伤) 未登记确认并接受处理的，将由渝中区人民政府根据《重庆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11月20日 费项：履约保证金，收款金额,55796 元声明作废
司 谭工 电话：13368169237，476702372@qq.com
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九十四条第三款和《重庆市查处违法建
债权转让公告
债权转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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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合川区大石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影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向我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本局已于2020年10月26日依法 筑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对该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
注销公告：经重庆辉欧企业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统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要是本项目周边 2.5km 范围内公众），及对本项目建设或环境
致：吴玉泉 本单位已将对你方享有的（2019）渝 0118 民初 4728 号 致：吴兆凤 本单位已将对你方享有的（2019）渝 0118 民初 4728 号 一社会信用代码：500108000594686）股东会决
重庆极乐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赵晓丽、向斌与你单位 受理。因本局通过邮政EMS特快专递向你单位送达的渝北
规划区北接规划的合川外环高速，南接五尊工业园，东西向分别
影响评价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
特此公告。
《民事判决书》项下全部未受偿债权（本金为54640880元）转让给重
《民事判决书》项下全部未受偿债权（本金为57973880元）转让给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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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212 国道为发展轴向两侧拓展约 1 公里范围。规划城市建设 计时、计件工资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20〕第 人社伤险举字[2020]495号举证通知书被退回，现依法予以 联系人：陈思蓥，联系电话：63626164
庆万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信用代码：91500105709376961F）。 万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信用代码：91500105709376961F）。请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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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面积 353.04 公顷。规划居住人口约 3.5 万人。规划功能定 3375-3376号。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
报之日起 45 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请在收到本通知后立即向债权受让人履行清偿义务。
在收到本通知后立即向债权受让人履行清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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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为发展商贸及工业的城市外围组团，兼有居住功能。目前，重 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为保障你单位的合法权益，如你单位认为敖中秀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大溪沟河街63号1楼
重庆市渝中区城市管理局 2020 年11 月20 日
重庆永重重工有限公司 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重庆永重重工有限公司 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20日
5.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11月18日~2020年12月1日。 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大石街道办事处已经组织编制完成了《重庆
所受伤害不是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

023-86622662 13368336681（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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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中启律师事务所遗失2019年11月12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500000MD02066396,声明作废
●重庆中启律师事务所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编号5001001193878，声明作废
●郑燕红于2020年11月14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511024198507250024）自本声明发布注明遗失日起
所有与本身份证有关事情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市渝北区昊融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公章一枚（编码5001127192353）声明作废
●遗失2019.11.11核发的重庆两江新区梵图雅思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60D6N878声明作废
●重庆摩擦力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5001127085797作废
●遗失重庆飞哥生猪屠宰有限公司公章，公章编号5002247086220作废
●遗失重庆尚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公章编号500110000009922，作废
●聂磊遗失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0000302020005710作废
●遗失合川区金土地农资经营部提货专用章一枚，编号
5003824008528、发票专用章一枚，编号510226194605273670作废
●钟巧萍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证
书号501218080361声明作废。

本 报 讯 （重 庆 晚 报 - 上 游 新 闻 记
者 石亨）昨日，重庆呈现西暖东冷的态
势。中心城区艳阳高照，渝东南的秀山却
一天内狂降 15℃。截至下午 3 点，全市最
高气温普遍都在 20 至 24℃之间。重庆东
部大部分地区由于云层遮挡，最高气温都
不足 20℃。城口和秀山最冷，最高温仅
13.2℃。
据市气象台预计，
未来三天，
雨水和降
温将全面来袭，全市最高温将下滑至 12℃
以下。

声明：遗失重庆振凯义乌商贸城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10 日开具给胡晓琴 店铺
B3223 保 证 金 收 据 ，流 水 号 NO:
01000014868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市合川区大石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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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请你在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机关提交证据材
稿）》（以下简称“报告书”）。现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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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规定，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
《报告书》网络公示网址：http:// 现定于2021 年2月3日上午10时00分在重庆市渝北区劳动 料，如不按期履行举证责任，本局将依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
www.hc.gov.cn/xxgk/gggs。
《报告书》纸质版查阅地址：合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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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你单位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责
区人民政府大石街道办事处。公众可于公示期间通过电话、电子
任。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邮件、传真等方式进行意见反馈。
（联系方式详见网络公示网址）。 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0年11月20日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大石街道办事处 2020年11月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11月20日

危房告知书
我司位于重庆市北碚区水土镇和平路
139 号的房屋经北碚区房屋住用安全鉴定
中心鉴定为 D 级危房。经我司工作人员现
场排查，该栋危房已有不少房间在未经我司
同意的情况下被他人擅自利用居住。我司
工作人员对非法居住人员多次劝离无果且
无法联系部分侵占人员。现我司特通过报
刊向社会各界人士告知该房屋系危房，擅自
居住人员应于2020年12月1日前搬离该房
屋；如未搬离发生的任何人身伤害及财产损
失与本单位无关，由居住人员自行负责。同
时我单位将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后对该栋
房屋断水、断电、断气并对该栋危房进行封存。
重庆富澳特斯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中餐厅营业中转让

重庆君卓物流有限公司渝DP9605营运证500110121728遗失作废
聚恒公司渝BS2650营运证500110019577遗失作废。
重庆天宝公司遗失渝B9A590（500115048232）运输证声明作废
重庆久福物流有限公司渝BZ5612营运证500110110286遗失作废
遗失邓龙医疗发票一张，号码24890001，金额34554.0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雄跃物流有限公司车牌号渝D96191道路运输证声明作
废。重庆奔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P0811营运证500115041576
遗失作废。久发长寿分公司渝BM2907营运证500115037110遗
失作废。重庆恒山物流有限公司渝BQ6532营运证500222072788
注销。统帅公司渝AA027挂营运证500110055792遗失作废。

重庆南坪工商大学旁边
联系电话 13075437403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竺佳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鸿氲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
码 91500226MA60GNLCX0）股东决定，将本公司注册 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60HUENX4）股东决定，将本公
资本由500 万元减少到30 万元，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司注册资本由600万元减少到30万元，根据《公司法》的规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到 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特此公告
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