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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家乡的魔芋豆腐，确实霸道，可烧烤、可
凉拌、可炒来吃、可炖来吃，想怎么吃就怎么
吃。吃在口里软软的绵绵的，软里带绵，绵
里藏香，慢嚼细品，那是舌尖上的味道，是家
乡的味道，是大城市少有的味道。

魔芋豆腐是用魔芋制作的。魔芋又叫
南星，是一种薯类作物，属于天南星科，多年
生草本，球茎圆形，暗红褐色，中国西南及长
江中游各地栽培，块茎含有丰富的膳食纤
维，其胶质可用于制造果酱、豆腐等。据《本
草纲目》记载，魔芋在我国种植有2000多年
的历史，含有十六种氨基酸，十种矿物质微
量元素和丰富的食物纤维。我们的祖先用
魔芋来治病，防治糖尿病、高血压有特效，人
食之，有很好的排毒通便、降低胆固醇、预防
动脉硬化、减肥健美、降低血糖、止痛、提高
免疫力及防止癌瘤的作用。

我的家乡在石柱方斗山脚下，属缓坡地

带，不积水，气候湿润，光照充足，古时就有
种植魔芋的历史，一直沿袭至今。每到清明
前后，人们就把魔芋种植在树下，或房前屋
后，土壤疏松的地方。有条件的坑里加上腐
殖质或适量的农家肥，盖上一层土，把魔芋
种放置在土上，再盖上土，等待魔芋破土而
出，慢慢长高，分枝。魔芋秆称花秆，底色粉
红，空心的，外表上有一些图案，像迷彩裤一
样，秆身的顶端同时爆发三个小枝，枝又分
枝，像羊角又像一把伞状，每枝叶边上为绿
色的小叶，接受光热、湿气、调节营养成分。
生长到5—6个月，魔芋花秆再无回天之力，
逐渐叶黄，走向衰老，再也支撑不起身子骨
了。这时意味着魔芋成熟，可挖出来推向市
场。若按现行市场价，每斤三元，平均一窝
产鲜魔芋三斤，收入近十元；若按平均亩产
五千斤鲜魔芋计算，每亩收入上万元。要是
制作成干魔芋粉，市场价每斤二十三元，按

每十斤鲜魔芋晒一斤干魔芋，每亩也是上万
元的收入。如果集中成片，大面积种植，魔
芋可入药，可食用，是一笔不可小觑的收入，
也是一项致富的门路。

用魔芋做成魔芋豆腐，其制作材料有两
种：一种是用鲜魔芋，一种是用干魔芋粉，各
有各的优势。干魔芋粉便于存放和推销，鲜
魔芋豆腐吃起来口感会更好。在制作方法
上也有不同，是相当考究技术的。这门厨技
是经传承上千年才流传下来，证明已经是精
品，需要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和发扬光大。随
着文化产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需求的人越来越多，而掌握这门技术的
人，老的逐渐逝去，年轻人又不愿学，制作魔
芋豆腐的技术眼看会失传，拯救非物质文化
遗产势在必行。

我母亲是做魔芋豆腐的高手，过去在生
产队里，大凡哪家有红白酒会都要请我母亲

去做魔芋豆腐，或亲自传授方法：若是用新
鲜魔芋时，先要戴上胶手套，因为鲜魔芋的
特性是“麻”（过去没有胶手套时，是先将手
上抹生菜油防“麻”）。将魔芋洗干净，再去
掉黑皮，将擦板放在盆上，魔芋在擦板上反
复地磨，然后将磨出的魔芋浆放到锅里，以
3:1的比例，即冷水3倍于魔芋置于锅中，反
复搅拌均匀后加热。先是大火，一边不断搅
拌，快要成熟时转中火，待颜色发亮的时候
逐渐加碱水，继续搅拌，这时由中火转小火，
直到颜色呈深灰色，不粘锅铲为止，就要灭
火。将制作的魔芋豆腐拍严实，在锅里焐一
会后，用刀在锅里横竖将魔芋豆腐划成块，
加碱水煮，煮一会翻开另一面又煮，大约30
分钟，原汁原味的鲜魔芋豆腐大功告成。

魔芋粉制作豆腐要省事些，先在锅里放
上冷水，将魔芋粉在冷水里搅拌成米汤状，
就停止加魔芋粉，开始加大火，用锅铲不停
地搅拌，就像做鲜魔芋豆腐的方法一样，成
形的魔芋豆腐为棕色。

在烹调时，先取出魔芋，或切成块，或切
成条，放在清水锅里煮开焯水后，可用泡椒、
酸萝卜加调料炒着吃，也可用魔芋豆腐、酸萝
卜炖鸭肉汤吃。尤其是后者，汤鲜，鸭肉嫩，
那软软的、绵绵的魔芋豆腐吃在口里越吃越
香，一般在大城市是不容易吃到这种原汁原
味的魔芋豆腐，令我时时惦记，馋涎欲滴。

去年十月，我回家乡，母亲知道我喜欢
吃魔芋豆腐，就在土里挖了一个魔芋，由我
母亲的徒弟掌勺，做成魔芋豆腐，然后用酸
萝卜、泡椒炒魔芋豆腐。没想到，在吃的时
候，母亲说：“这魔芋豆腐还没有过关，有点
涩，是碱水重了。也没炒好吃，不能切得过
细过薄，要先将泡椒、酸萝卜炒出味后再放
魔芋豆腐一块炒，还要适当的加点清水，拌
调料一块炒浸味后才好吃。”

我母亲做成的魔芋豆腐几乎是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家家户户种魔芋，吃魔芋豆
腐已成一种美食美味。尤其是城里人到了
乡下觉得魔芋豆腐是个稀罕物，舌尖上的美
味吃得津津乐道。

每年的冬季是吃新鲜魔芋豆腐的好时
机。喜欢吃魔芋豆腐的人走起，石柱的魔芋
豆腐在等着你去品尝舌尖上的美味！非物
质文化遗产期待你的点赞和传承！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家乡的魔芋豆腐
高兴兰

你留给我的 是一枚旧印章
当银杏叶堆满 道路的两旁
我不能将你的蓝花楹装满口袋
当我去奔赴远方的命运
你为我飞扬

你留给我的 是一个旧信箱
我积压的心事 你翻阅收藏
我不愿让未知的邮戳遮住双眼
告诉我 在此刻
你要把我寄往何处的故乡
（作者单位：北碚区兼善中学）

印章
曾滟荍

“我是军人，再硬的骨头，再
难的堡垒，一定要攻下。”

——付福刚

一
“哥哥，小猪崽，我送来了。”
“兄弟，辛苦你，明年我也能杀年猪了。”
这里的“哥哥”“兄弟”，没有半点血缘

关系。一个是渝北区大盛镇千盏村贫困户
叶正礼。一个是该村总支书记付福刚。

故事还得从几年前说起。2016年，退
伍军人付福刚担任千盏村党总支书记。解
决村里贫困户、低保户、残疾户住房成了当
务之急。在上级支持下，村里修建了四合
院，安置村里符合条件的二十户贫困家庭。

“我不搬！”叶正礼说。叶正礼是付福
刚的帮扶对象。在搬迁新村的动员会上，
叶正礼给了付福刚一个难堪。

叶正礼，小时患小儿麻痹症，落下残
疾，走路一瘸一拐。由于身体残疾，四十多
岁还是光棍一个。心里也落下病根，话越
来越少，性格越来越怪。

“哥哥，请抽烟。明天，我带你去新村
看看。”晚上，付福刚来到叶正礼家动员。

付福刚的一声“哥哥”，让叶正礼心里
暖烘烘的，几十年来，还是第一次有人亲热
称呼他，他终于答应去新村参观。

新村交通方便，水电气三通，生活条件
比自己居住的地方好多了。叶正礼嘴里不
说话，脸上露出了喜悦。

“哥哥，搬吧。看看家里还缺什么，我
帮你添置。”付福刚见机，把钥匙放到叶正
礼手上。

叶正礼的住房困难解决了，付福刚又
着手解决叶正礼的吃饭问题。叶正礼评为
低保户，每月生活费316元，付福刚介绍他
参加公益岗位劳动，每月领取工资200元。

2019年，叶正礼找到付福刚，说：“兄
弟，村里有什么赚钱的行业，介绍我做，我
想存点钱。”

付福刚看出叶正礼的心思，开玩笑说：
“哥哥，存钱娶嫂嫂？我支持你。”

村里争取到区农委“致富带头人”项
目，付福刚带领村干部，建了一个五亩大的
鱼池，投喂鱼苗5000尾，进行活水养鱼。
日常管理工作，村里交给了叶正礼等四家
贫困户，每户可以增收五千元。增加他们
的经济收入，帮助他们巩固脱贫成果。

去年初，叶正礼提出，自己要养猪。付
福刚买了一头小猪仔，送给他，于是有了前
面的一段对话。

二
“付书记的扶贫故事，可以讲上三天

三夜。”区交通局下派到村里扶贫的干部
徐毅说。

“付书记为了村里脱贫工作，群众满意
了，家人却有意见了。头发白了，皮肤却黑
了。”村里同事介绍说。

这是怎么回事？笔者要付福刚讲这个故
事。“头发白了”的付福刚，今年不过40岁。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付福刚说。
付福刚的妻子陈春燕，在城里工作。

2019年，在一次体检中，查出有疑似宫颈癌。
“明天周末，陪我去复查。”陈春燕打电

话给付福刚。她非常希望丈夫能陪在身边。

“村里脱贫工作多，走不开，你自己去
复查。”付福刚确实走不开，村里正在开展
黄桃基地建设，白天黑夜做工作，动员村民
用土地入股。

陈春燕只好一人去医院复查。通过
三次复查，排除了宫颈癌病症。付福刚放
心了，但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妻子，亏欠了
妻子。

“福刚，明天我过生日。你早点回来，
陪陪亲戚朋友。”去年5月29日晚上，付福
刚接到妻子的电话。他才想起，一个月没
回家了，忘记了妻子生日。

“好的，老婆。我一定回家。”付福刚向
妻子保证。

第二天，付福刚带着鲜花、蛋糕回家，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客人走了，妻子带
着小女儿已经熟睡了。

三
说起千盏村的脱贫攻坚，实现小康，付

福刚如数家珍。村里建立一个电商平台，
帮助村民销售农产品。建设黄桃种植和小
龙虾养殖两个基地，实现农旅结合，增加村
民收入。

现在，在上级的帮助下，引进优质黄
桃，建起了三千亩黄桃基地。2021年，黄桃
进入试果期，2022年正式产果，年收入将达
到四五千万元。村里还将建成气调室，鲜
果存放期延长半年，错季销售。

如今，100亩小龙虾基地已经建成，集
观光、休闲、垂钓于一体。

电商平台已经营运，通过平台，千盏村
的农产品，销售到了市内外。

“贫困户脱贫了，他们还不富裕。村里
决定，除了享受土地分红，还可以享受合作
社二次分红。黄桃种植、销售，可以为贫困
户提供多个公益岗位。”付福刚说，“脱贫不
等于致富，小康路上，我们一个也不丢下。”

（作者单位：渝北区仙桃街道办事处）

不忘军人本色
杜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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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关于燕子岩二期（硝房沟）旧城区改建项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公告

为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
法权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590号令)、《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办法（暂行）》（渝办发〔2011〕123号）以及《渝中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
施细则（试行）》（渝中府发〔2014〕32号）的规定，渝中区人民政府于2021年1月8日作出了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渝中府征发〔2021〕1号），现将房屋征收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燕子岩二期（硝房沟）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项目。
二、征收范围：硝房沟右巷43号、44号。
三、征收部门：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实施单位：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菜园坝街道办事处。
四、签约期限：共计30天，具体时间从2021年1月19日至2月10日，从2月18日至

2021年2月24日。
五、补偿安置方式：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
六、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见附件并张贴于征收现场公示栏）。
七、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

可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6个月内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八、其它事项
1、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请其相关权利人即日起到征收现场办公室予以申报。
2、现场办公地点及联系方式
现场办公地址：渝中区硝房沟右巷10号1-5（我爱江山小区内）
办公电话：19923109131 17782330516 监督电话：63328673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
2020年1月12日

公 告
现名李俊凯（弃婴），于2017年2月7
日在重庆市合川区土场镇天顶村2组
付家河竹林边被捡拾，当时该弃婴为
一新生儿，男孩，身体健康，无携带任
何随身物品。希望该孩子的亲生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见到该公告之日起
60日内与本人联系。逾期无人联系
者，将依法予以安置。联系人：李强
联系电话：17723774589 2021年1月8日

公告
重庆建工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已对鱼洞污水处理厂扩建及提标改造
工程土建及安装调试工程项目部2020年
8月20日前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若还存
在遗漏的单位和个人，请自公告发出30
日内持有效文件资料到鱼洞污水处理厂
扩建及提标改造工程土建及安装调试工
程项目部审核，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30
日有效，逾期将作为自动放弃处理，我司
将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鱼洞污水处理厂扩建及提标
改造工程土建及安装调试工程项目部
联系电话：15086777810

重庆建工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月12日

无主物品认领公告
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陈家桥派出所在日常治
安管理和查获黄赌毒案件中，查扣收缴了许多赌资
以及赌具，以及因办案需要而暂时代为保管的非涉
案财物。虽经警方努力查找并予以返还外，仍有赌
场里仍有81500元（捌万壹仟伍佰元）现金无人认
领。根据有关规定，现对81500元（捌万壹仟伍佰
元）予以公告，希望具体当事人在公告后六个月内，
携带相关手续到我沙坪坝区公安分局陈家桥派出所
认领（联系人：董警官，联系电话：023-65633179）。
逾期未领者，将对上述财务予以依法处理。

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陈家桥派出所
2021年1月11日

通 知
徐小松（身份证号51021919810726****）：因你无故离
岗，请你在2021年1月16日之前速回公司上班，逾期
未到岗，公司将按旷工处理，解除你与公司的劳动关系。

重庆市威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2021年1月11日
公 告

重庆引立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本机关受理的周后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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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农殿山枣峰猪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
参与第二次公示：重庆农殿山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
担重庆农殿山枣峰猪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现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
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
信息已在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如
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查询链接: https:
//pan.baidu.com/s/1azcjIv6tU7t97NzYth_j_A
提取码:k2qc。建设单位：重庆农殿山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郑老师，电话：023-42870358。
环评单位：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谭工，3525376672@qq.com，023-62668337

重庆农殿山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21.1.5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骆麟 机构编码：000217500000
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聚贤岩广场9号国华天平大厦

2单元20层2002、2003室
成立日期：2020年12月21日 许可证流水号：0269936
邮政编码：400020 联系电话：023-61966672
业务范围：在总公司授权范围内开展各种健康保险业务、意外
伤害保险业务，与国家医疗保障政策配套、受政府委托的健康
保险业务，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2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本人张湲汐（身份证号码：500101200001112220），于
2018年7月21日购买重庆鲁能英大置业有限公司：重庆市
南岸区天文大道17号附40号负1号负1-车B134，现由于
本人不慎，将本车位开具的代收代缴收据（票据号：5903；
金额为5499元）遗失，现本人特此声明于原收据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璞心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闵吴凡与
你（单位）劳动（人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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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渝北劳人仲案字〔2020〕第
29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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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
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
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月12日

公 告
重庆中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夏祖华

（51232619721221****）于2019年7月22日
签定的两份联合施工协议书，现重庆中树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已经解除与夏祖华签订的两份
协议书并退还两份协议书的保证金，共计壹拾
万元整。重庆中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夏祖
华再无任何经济及法律关系。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市合川区龙市镇海慧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公章编号5003827047756一枚作废●遗失重庆市合川区龙市镇海慧农村综合
服务社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7MA603Y3KXM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重筹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9MA5XEDUK2N）股东会决
定，现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整减至1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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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B重庆两江新区变压器智能制造基地迁建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重庆ABB变压器有限
公司在两江新区鱼嘴组团F分区F22-1-1/04地块进
行变压器生产，产品总规模120台/a。中机中联工程
有限公司承担环评编制工作已基本完成，现向项目周
边居民、企事业单位等公开征求意见。报告书全文
及公众意见表下载网址为 https://www.hita-
chiabb-powergrids.com/cn/zh_cn/about-us/who-
we-are/business-in-china/chongqing-trans-
former，如需查阅纸质报告请至中机中联工程有限
公司生态环境咨询院查询。2021年1月12日-2021
年1月18日期间，了解项目详细信息您可直接联系
环评单位：徐女士 61513297 57374660@qq.com

声明:杨梅遗失重庆瀚茗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具的购买重庆蔡家科技城项目
融创映湖十里-1号楼1-2-9-1号房购
房契税收据：收据号P1496-00002412
金额31250.06元,声明遗失作废

开州区财康水泥预制构件厂遗失增值
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5000171320号
码0096779-00966781；遗失税控盘一
个，编号499905148742，声明作废

公告：重庆磐联传动科技有限公司需申报2021年高新技术企
业及相关政府补贴事宜，有意者请到重庆磐联科技有限公司
递交标书，参与综合比选。投标截止时间为2021年1月15
日下午14:00时。联系人:严先生 联系电话:13883741660

重庆磐联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01月12日

祥宝公司渝D98919营运证500110082831遗失作废。
华旭公司渝BS5978营运证号500110118876遗失作废。
金骏公司渝D47156营运证号500115051478遗失作废。
轩泰公司渝BT1059营运证号500110081600遗失作废。
祥华公司渝BY0098营运证号500110126099遗失作废。
马腾公司渝D31917营运证500110093717遗失作废。
利仁公司渝A57778营运证500106010066遗失作废。
祥宝公司渝D98998营运证500110082900遗失作废。
康元公司渝DP7779营运证号500222103969遗失作废。

董真军从业资格证51302919870605461X遗失作废，重庆能富物流有限公司渝DX9801
营运证500222107522遗失，重庆九辉物流有限公司渝B8A783营运证500115047972
遗失作废，重庆铭万物流有限公司渝D70149营运证500110088288遗失注销，重庆六六
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69205营运证500222072014遗失作废，重庆龙光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渝BM6910渝BU8715渝BL8330以上车辆已与公司失去联系，现申请将该车辆
营运证灭失注销，特此公告。路驰公司渝BQ6387营运证500110008401遗失作废，久
发长寿分公司渝AB888挂营运证500115042125遗失作废，重庆宝箴塞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长寿分公司渝D1761挂营运证500115049997遗失作废，重庆罡泰运输有限公司渝
BM2609营运证500115034938渝BP0873营运证500115052552渝BM2073营运证
500115055046渝BM0858营运证500115035147遗失，元仁公司渝AC936挂营运证
500110058518渝BA512挂营运证500110045864遗失，红日公司渝BN0086营运证
500110105937遗失，重庆六六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50721营运证500222091093
遗失作废，重庆久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渝D03568营运证号500110105390
遗失作废。重庆恭喜发财物流有限公司渝BU3713营运证遗失。

关于对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扩容升级房屋
征收项目开展调查登记工作的通知

各拟被征收人：
渝中区人民政府已确定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扩容升级房屋征

收项目。按照房屋征收法定程序，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已于
2021 年 1月 11 日发出《暂停办理有关手续通知书》渝中住建征冻
【2021】9号。征收实施单位重庆市渝中区房屋征收中心将于2021年1
月12日对该项目拟征收范围内的房屋有关情况组织开展调查登记工
作，为保障拟被征收人的权利，请予以支持与配合。

一、调查登记范围：渝中区中山四路1号渝中大厦裙楼1、2、3、5层，
以征收范围线为准。

二、联系方式
现场办公地址：渝中区中山四路1号渝中大厦第二层
联系电话：13167907060
特此通知！

渝中区住建委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扩容升级房屋征收项目现场办公室
2021年1月12日

孟晋、徐聃蜜不慎遗失成都恒大新北城置业有限公司
开具的成都恒大曹家巷广场D1 栋1-3621购房收据
（编号：0000481金额：81102元；编号：0153793金
额：81102 元）D1 栋-1- 3603 购房收据（编号：
0000206金额：87531元；）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公告
黄孝德（51022419610828****），

重庆市渝北区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按
你提供的邮寄地址无法送达函件或其他
人签收，限你自登报之日起2日内回公
司办理上岗手续，逾期之日起视为自动
离职，劳动关系立即解除，我司无需再寄
《解除劳动合同书》。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市荣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章备案
回执，编号50022520200115006声明作废

●本人周光进，身份证号：360103198311162211，不慎遗失
重庆市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证号：021401004532，声明作废。●荆付莹遗失护士职业资格证，证件
编号201850000429，声明作废。●遗失父亲李科志、母亲涂国敏之子李慕涵在2016年1月
6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26114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杰成诊所有限公司南岸南山
诊所公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遗失声明：万盛经开区人民医院住院
发票一张，发票号：011351814遗失●遗失父亲罗昌六，母亲龚亚丽之女罗诗语在2015
年9月20号出生证明，编号P500085173声明作废。●遗失巴南区兰惠茶叶经营部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编号JY15001130096184声明作废●遗失张春明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1400002020000814作废●遗失重庆铜梁玉媛医院有限公司财务章和重庆铜梁玉
媛医院股份有限公司备案回执50022420201209012作废●刘代碧遗失重庆市大足区智凤卫生院专用收据，收据
号：（2019）NO:004746905，金额：1573.95元，声明作废●遗失声明：遗失赵敏警官证，
警号301306，声明作废。●重庆泰众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商行双桥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4901010120010004587核准号J6530045582601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