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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九龙坡区二郎街道在对辖区内的老建筑物
进行排查时，一处存在于陈家坪原重庆水瓶厂的红砖
房子，让排查的工作人员有些兴奋：外墙是红色鲜艳的
砖，穹顶连绵起伏。随着排查的深入，工作人员发现周

边还有一些砌有红砖的房子，像极了上海的老式洋楼。一共两
层，每层住两家人，上楼的木楼梯经过时光的洗礼虽然变得有些
陈旧，但却丝毫不影响它们的使用功能。

“这种建筑现在已经很少了，从外观看，应该是上个世纪60
年代前苏联援建的。”二郎街道宣传委员王永登在看到这群建筑
后，特意给它们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红房子”。他说，希望能
够找寻这些红房子的历史踪迹。

红色房子外观独特

从陈家坪公交车站下车，公交车站旁有一些石阶梯，沿着阶
梯往上走，是过去重庆水瓶厂的老厂区。居住在这里的居民，绝
大多数都非原住民。

老厂区的中央，围着一堵围墙。围墙里，有一个高高的水
塔，沿着围墙朝前走，就能看到几栋红色的房子。

从外观上看，这些房子的红和其他普通红砖房的红色有很
大的区别。王永登指着原水瓶厂修建的职工家属楼说：“你看，
那些就是后面修建的，和这种房子颜色差别很大。”

差别主要体现在颜色的鲜艳度上，这些红房子的红看不出
被时间和雨水侵蚀的痕迹。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依旧很新。而
一旁的职工家属楼的砖红已经变得有些发白。

走进其中一栋外观像独栋别墅的红房子，一楼住有居民。
租住在这里的阿姨说，他们住的这个房子有个独立的厕所，要比
没有厕所的贵100块钱，“天气冷热不要紧，能在家里上厕所还
是方便得多。”

阿姨告诉记者，她晓得这些房子有点历史。但历史到底有
多久，她并不清楚，“我是从别人手里租过来的。”

从一楼上二楼，连接两层楼的是木质的楼梯。踏上楼梯，就
能听到清脆的声音。

别墅外观 筒子楼内里

继续朝着下一栋楼走，这栋楼的外观像三联排的别墅。
别墅的进口不大，隐藏在大楼的左侧。这栋楼与旁边的不

大一样，是用青砖修葺的。进入大楼后，里面有些黑黢黢的，需
要用电筒照亮才能进去。

一位在家看电视的居民告诉记者，他租的房子只有一间，价
格很便宜，“唯一缺点是没有厕所，要出去上。”

记者注意到，这栋两层楼的三联排老房子在前些年经过线
路、管道的改造，落水管和自来水管全部改造后经外墙进入家
里。尽管外观看上去有些破旧，但其实内里还是相对完整。

“你看，这栋楼也是我们排查出来的，应该与这批苏式建筑
属于同一时间。”王永登指着三联排房子斜对面的一栋房子说。
不过，这栋房子的外墙“穿上”了水泥的外衣，只有部分没有刷水
泥的地方，看得出来历史的痕迹。

这栋“穿”水泥外衣的房子屋顶采用坡面结构设计，下雨天
雨水会顺着瓦楞流下来，“有四水归田的意思，也是过去修房子
的一种讲究。”王永登表示。

评为重庆市历史建筑

散落在外的红房子如果是苏式建筑的冰山一角的话，那么
与之相邻的重庆公交公司汽车配件仓库就要算这些建筑中的冰

别墅的外观 筒子楼内里

寻找红房子的

历史踪迹
山主体。

在这栋房子的外墙上，张贴着重庆市人民政
府于2018年12月颁发的重庆市历史建筑铭牌。

通过扫描右上角的二维码，这栋仓库的详细
情况呈现在世人眼前：这栋仓库位于陈家坪立交
西南侧，建造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采取砖混结
构，四联跨拱顶的仓库，矩形平面，墙体为清水红
砖建筑，室内为大空间，5开间，室内做灰板条抹灰
吊顶，建筑风格、材质与仓库一致，风貌较为统一，
是主城区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见证。

在交通开投公交集团维修公司负责人刘景婷
的带领下，记者进入这座仓库，这座仓库的占地面
积不算大。刘景婷告诉记者，以前仓库比较大，随
着城市发展，目前仓库的面积也就目光所及之
处。她说，这座仓库以前是公交公司的维修配件
及机油的存储地。走进仓库，这里有一种开阔的
感觉。刘景婷指着仓库一侧告诉记者：“你看，当
初为了储存机油，还专门修了一道墙，防止火灾。”

时间过去了很多年，如今，仓库随着周围交通
的不便而不再承载当初的功能。但它所经历的一
切告诉大家，这栋楼和外面的红房子必然有着一
段不为人知的故事，等待大家去找寻。

诞生时间无人知晓

这些红色的建筑，到底背后有什么故事呢？
王永登自从发现这些红房子后，就非常兴奋。

记者也受托前往有关部门寻找相关的材料，但翻阅
材料来看，关于这些红房子没有任何文字记录。

一位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告诉记者，他今年60
岁了，父亲就是陈家坪的人，自己是陈家坪重庆针
织总厂的职工。从生下来开始，他的记忆中就有
这些小楼，“那个时候觉得这些楼好洋气。”时间过
去了60年，自己已经老了，但房子还是小时候的
模样，“唯一不同的是，它看上去风采不再了。”

刘景婷在企业内部查询档案中，找到关于仓
库的一些资料。

第一份资料来自于一份国有土地的使用证
明，在陈家坪立交扩修以前，这座仓库的占地是一
个梯形的模样。扩修以后，变成了一个不规则的
几何长条图形。

第二份材料来自于企业存档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申报登记申请书”，这份申请书写着申请者提供
的权属材料是1963年4月26日提供的，“证明这个
仓库1963年以前就有了。”另一份房地产移交协议
证明上写着，1973年12月7日，原四川省汽车配件
公司重庆分公司将这栋仓库作为资产移交给当初
的人交公司，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公交集团。

几经辗转，房子从何而来，已经找不到由头。

计划引入文创项目

站在仓库里，仰望穹顶，有一种开阔感，一旁的推
窗又有另一种异域感。负责看守这座仓库的龙远全
告诉记者，这座仓库最大的好处是冬暖夏凉，“夏天外
面热到40多摄氏度，进去待一会儿一下子就凉快
了。冬天却很暖和，这种房屋就是天然的空调。”

这些房子未来该何去何从呢？
记者了解到，目前包括住宅和仓库权属的单

位，对房子进行过“体检”，这些房子都是安全的。
为了让这些房屋能够焕发新生，目前，交通开投公
交集团维修公司正将仓库挂在网上招租，计划引
入文创项目。“希望它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看这些
老房子，也希望老房子发挥出新的魅力。”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渝凤 实习
生 张力 摄影报道

青砖外墙小洋房

木楼梯

红色的仓库穹顶连绵起伏

内空很高的仓库冬暖夏凉，曾经摆满了公交车使用的配件。

小洋房格局方正，如今依旧住着居民。

永川高新区三教产业促进中心关于永川区三教
产业园区级园区拓展区（二期）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永
川区三教产业园区级园区拓展区（二期）控制性
详细规划修改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予以第二
次公示。（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电
子文档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永川
区三教产业园区级园区拓展区（二期）控制性详
细规划修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永川高新区三
教产业促进中心。（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永
川区三教产业园区级园区拓展区（二期）控制性
详细规划修改环境影响范围内的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等。请环境影响范围外的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等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
也将认真参考。（三）公众意见表：（网络下载链
接 http://www.cqyc.gov.cn/zwgk_204/zw
gk_zfxxgkml_gsgg_1/202012/t20201215_
8622250.html）。（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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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等提交我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
关的意见和建议。联系人：檀老师 电话：
17502301988；邮箱：2505269197@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12月
15日~2020年12月27日。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地字第50010820190
0048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遗失作废。●遗失顾艺佳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007413作废●遗失声明：本人鹿欢欢遗失杨家坪中建龙玺台5栋23～2号购房
专用收款收据一张，编号：LXT0231金额（546165元）特此声明●杨馗遗失身份证，号码511322****1772，
本人已申领新证，原证失效作废，特此声明。●遗失2008.6.11发重庆肖爽建材经营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50011220001138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广术物流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
编码为50011220171027006，声明作废●遗失2016.5.13核发的重庆明坤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691221549T声明作废●遗失张馨月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001206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区特瑞行汽车维修中心公章一枚作废●龚游群遗失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住院医药费
用专用收据1张，住院日期2020年10月26至10月29
日，发票号008562673，金额12448.4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全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金税盘，盘号661735951201作废●遗失吕姝颖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500230523声明作废●遗失周维群保险执业证510212196512182543作废●重庆和展兴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
0227MA5YY1339J）遗失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

万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若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秦超与你
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万州劳人仲案字(2021)第 94
号)，因邮寄送达原址查无此人送达无效，并无法联
系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他任何工作人员。根据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第三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万州
劳人仲案字(2021) 第94号仲裁通知书及申请书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未领取
则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1年3月29日下午2时
在本委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重庆市万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月5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颁（换）发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璧山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余业清
机构编码：5002279039233100
机构住所：重庆市璧山区璧城街道璧渝路115号
邮政编码：402760
联系电话：023－41415932
代理险种：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9日 有效期至：2023年12月8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irc.gov.cn查询

重庆市富丰水泥集团特种水泥有限公司产能置
换升级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
信息公示：重庆市富丰水泥集团特种水泥有限
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承担产能置换升级改造工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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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已在重庆市富丰水泥集团特
种水泥有限公司网站：https://mp.weixin.qq.
com/s/ZhQIJVtZKS2sWGnnCw3CgA 上发
布，如需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阅。公
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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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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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王总 联系电话：
13983200816 Email：223232832@qq.com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公告送达税务文书

重庆建刚诺商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500000MA5U87F36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
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我局已采用其他送达方式
向你公司送达税务文书，但都无法送达，因此现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渝税一稽检通一
〔2020〕257号）。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1年1月6日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税务检查通知书

渝税一稽检通一〔2020〕257号
重庆建刚诺商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500000MA5U87F36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
十四条规定，决定派黄科蒸（渝税稽5001190045）、
胡光渝（渝税稽5001190043）等人，自2020年12
月29日起对你（单位）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
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
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
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0年12月29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昱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5MA5UB8Y60R）股东决定，公司注
册资本由560万元减至2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
请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办理有关手续。特此公告。2021年1月6日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1250000045038868XM）建
设的重庆市肿瘤医院肿瘤防治中心二
期建设工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资金往
来结算票据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颁(换)发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永北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程强
机构编码:5003839037675601
机构住所:重庆市永川区渝西大道中段1469号
邮政编码:402160
联系电话:023-49861799
代理险种: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28日 有效期至: 2023年12月27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irc.gov.cn查询

紧急通知：重庆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员工
蓝恒春，因你连续旷工，我公司于2020年12
月28日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请于2021年
1月20日前回户籍所在地的劳动就业部门申
领失业金，逾期不办理，一切后果自负。
重庆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021年1月5日

减资公告：根据重庆民投产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2020年8月10日股东会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24200万元减至到23200万元。按照《公
司法》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办理债务清偿债务
担保事宜。 联系人：汪春艳 联系电话：13098741882

●刘洋、王书遗失位于重庆市永川区中山路办事处孙
家口村双楼村民小组的房地产权证JT07917作废●遗失奉节县永乐镇陈家村7社谭发春的奉节县农村建房用
地许可证奉府土（2011）证字No:0008615号声明原件作废●遗失璧山区刘洋食品经营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JY15001200115000作废●遗失母亲罗釥峨、父亲申春林之子申浚橙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U500054099，声明作废●李敏于2017年9月~2020年12月在重庆大学就读工商管
理硕士研究生，学号201702042464，学生证遗失，特登报说明！●重庆天兔纺织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工行重庆朝阳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3100028109200268474核准号J6530087110301声明作废●重庆志摩装修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建行巴南支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50050111360000001131核准号J6530085902601声明作废●宏铠运输有限公司渝DX1088营运证遗失●遗失重庆市巴南区鸿安装饰材料经营部在中国银行巴南
铜锣湾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6602303声明作废●遗失九龙坡区口舞悦餐饮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JY25001070183413作废

声明：本人沈保国遗失在重庆恒拓置业有限公
司和泓文华府项目5幢3-6号房的购房票据2
张:契税票据号0010142，金额33057元；首付
款票据号0010143，金额621912元,声明作废

国凯公司渝B2178挂营运证号500110028990遗失作废。
银冠公司渝D3102挂营运证500222077708遗失作废。
国凯公司渝B9338挂营运证号500110040146遗失作废。
车与公司渝D30179营运证号500110094660遗失作废。
国凯公司渝B7902挂营运证号500110017406遗失作废。
豪迈公司渝D77879营运证号500110094628遗失作废。
国凯公司渝B8091挂营运证号500110019566遗失作废。
轩泰公司渝B0A579营运证号500110066389遗失作废。
国凯公司渝BA339挂营运证号500110045451遗失作废。
鼎辉公司渝D75310营运证500110102848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市总工会核发的重庆市涪陵区建
筑业管理处工会的工会法人资格证书正副本，编号：工
法证字第230200154号，遗失工会主席夏纲（身份证号
512301197101110038）的法定代表人证，声明作废。

重庆市沙坪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新东方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陈凤娇
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案号为渝沙劳人仲案字
〔2021〕第121号。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仲裁文书，
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出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决
定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 上 午 9 时 30 分在沙坪坝
区小龙坎新街42-1号，沙坪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二号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
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作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沙坪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1月6日

熊高云遗失重庆人道美食品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建新农贸市场开出的21号（内门面）保证金收
据一张（壹张）金额1000元（壹仠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永川区矿山技术职业培训学
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180723143838）拟
将注销，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45日
内到本学校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