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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重庆市芮鸿商贸有限公司渝D88
227营运证500227019440声明作废●遗失南岸区迎龙镇龙顶村牟才彬（身份证号51022219
6604184119）2010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声明作废。●遗失渝北区港江办公家具经营部营业执
照正副本92500112MA5UCQQ213作废●重庆通驰运输有限公司渝BZ2227道路运输证遗失作废

詹定红00001850010180002020005442
付中琼00001850010180002020007160
黄明翠00001850010180002020007469
胡家元00001850010180002020008523
陈振春02000150010180020171202604
匡 伟00001850010180002020005792
黄小淋00001850010180002020007838
徐维敏00001850010180002020007268
吴晓凤00001850010180002020002091
余龙洋00001850010180002020004595
李海燕00001850010180002020007959
周小容00001850010180002019002804
邓昌平00001850010180002020002796
赖锡玲00001850010180002020007688
张发明00001850010180002020007862
隆立秀00001850010180002019001057
潘宗伟00001850010180002020002823
马 丽00001850010180002020007967

牟亚军00001850010180002020006100
陈 阳00001850010180002020006923
汪永泽00001850010180002020006468
牟 彪00001850010180002020008390
李 俊00001850010180002020006966
吴克春00001850010180002020001785
宋 娇00001850010180002020005741
胡文舰00001850010180002020006409
刘嘉琳00001850010180002020008308
张世彬00001850010180002020006749
刘祖琼00001850010180002020006790
张朝英00001850010180002020000318
张秀丽00001850010180002020004992
孙 浩00001850010180002020005153
麻 伟00001850010180002020006548
刘 佳00001850010180002020007397
邓晶鑫00001850010180002020008076
胡 伟00001850000000002019185701

邓丽娟00001850010180002020006394
张孟富02000150010180020171104643
谭千川00001850010180002020006636
陈苏杨00001850010180002020007516
程 佳00001850010180002020008033
熊忭立00001850010180002020008332
周 菊00001850000000002019128761
任运涛00001850010180002020006343
左 莹00001850010180002020005602
熊德菊00001850010180002020005651
易兴望00001850010180002020006492
陈 进00001850010180002020000334
谭 荣00001850010180002020003738
张 玲00001850010180002020005660
付佳佳00001850010180002020007186
蒋山明00001850010180002020007389
应德志00001850010180002020006556
黎 鹏00001850010180002020004941
魏小琼00001850010180002020006095

遗失平安人寿保险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罗富友00001850010180002019001258
谭海波00001850010180002020006142
李新平00001850010180002020002657
李必均00001850010180002020005571
谭孝美00001850010800102020003441
严忠碧00001850010180002020006732
邓紫函00001850010180002020007098
李 坪00001850010180002020006974
董 飞00001850010180002020005598
陈海霞00001850010180002020006441
冉莉娟00001850010180002020003963
母 攀00001850010180002020006505
朱宏波00001850010180002020006087
贺晓伟00001850010180002020003344
邬书兰00001850010180002020006386
李小玲00001850010180002020007401
曾 艳00001850000000002019152504
郭春红00001850010180002020005354

王飞川00001850010180002020006239
曾田敏00001850010180002020004048
刘玉飞00001850010180002020006183
牟晓祥00001850010180002020003955
佘云洪00001850010180002020008189
冯江东00001850010180002020008496
程伯群00001850010180002020004208
程邦钊00001850010180002020005627
周 烬00001850010180002020006669
陈卓鑫00001850010180002020007532
江红霞00001850010180002020008277
陶继波00001850010180002020005872
唐蜀辉00001850010180002020006773
邓海鑫00001850010180002020004827
邓 勇00001850010180002020006564
许守燕00001850010180002020001435
熊 洪00001850010180002020002163
王雪峰00001850010180002020004361

夏桂花00001850010180002020005506
华晓琴00001850010180002020006247
黄 欢00001850010180002020007356
王海源00001850010180002020005129
幸雪嵬00001850010180002020005901
范国民00001850010180002020005928
毛文新00001850010180002020008172
骆大春00001850010180002020008373
陈 娟00001850010180002020007887
伍京津00001850000000002019164305
彭先禹00001850010180002020007629
易守军00001850010180002019001426
李晓刚00001850010180002020005619
胡 涛00001850010180002020006724
罗晓琴02000150000080002016034835
何 园02000150010180020180303235
吴 彦02000150010180020160900516
任海燕02000150010180020161000453
吴春艳02000150010180020180803334
孔令煜02000150000080002013321869

遗失平安人寿保险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澳蓝摄影有限公司：本委受理佘海峰、史新月、任
远、刘琴、刘强、王雪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
仲案字〔2021〕第659、661-66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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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
通知书、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1年6
月8日上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仲裁一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
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3月17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安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吴思琪与你
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第789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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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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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定于2021年6月2日上午9时在
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仲裁一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
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3月17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橙心新商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付秋兰、刘市缘、李
小燕、文园、李栋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
字〔2021〕第1034-1038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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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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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定于2021年6月3日上午10时在
重庆市渝北区松石北路106号附11号劳动人事争议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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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3月17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飞跃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贺方舟与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第925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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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等仲裁
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为送达。现定于2021年6月2日上午10时在重庆
市渝北区松石北路106号附11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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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3月17日

●遗失四川步森服饰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1
27127899)、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2712790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埃尔维斯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03803664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子棋物资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101001131）声明作废

●重庆圆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5320332303G)遗
失编号为(2015)259号的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声明作废

遗失作废声明
何贵彬不慎将 2016年12月6日汇入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
场有限公司的5a-2-001至 2-011、5a-2-014至 2-024、
5a-2-027至2-035、5a-2-038至2-046号摊位保证金票据
遗失，收款收据票号分别为 6064815、6064818、6064819、
6064820、6064821、6064822、6064823、6064824、6064825、
6064826、6064827、6064828、6064829、6064830、6064831、
6064832、6064833、6064834、6064835、6064837、6064838、
6064839、6064840、6064841、6064842、6064843、8053493、
8053494、8053495、8053496、8053497、8053498、8053499、
8053500、6064844、6064845、6064846、6064847、6064848、
6064849，票据金额总合计为149559.00元。特此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中州创远（重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60F3286P）股东会决议，将
本公司原注册资本3000万元现减资至600万元，根据
《公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
来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21年3月17日

欧嘉公司渝B2A629营运证500110064750遗失作废。
春暖花开公司渝D08529营运证500110100831遗失作废。
车与公司渝D40513营运证500110079634遗失作废。
聚熙公司渝DC9608营运证500110122681遗失作废。
强泰公司渝D96608营运证500222110585遗失作废。
祥恒公司渝BP8978营运证500115067981遗失作废，渝
BP8968营运证500115052578遗失作废，渝BM6001营
运证500115035042遗失作废。凯富公司渝D92061营运
证500110110283遗失作废。越华公司渝BU0113营运
证500110124187遗失作废。友源公司渝B2667挂营运
证500110034110遗失作废。丰荣公司渝BU2891营运
证500110095587、渝BR2097营运证500110012954遗
失作废。籍力公司渝DN093挂营运证500110106778
遗失作废，渝DN093挂营运证500110106778遗失作
废。首邦公司渝B8509挂营运证500110023452遗失
作废，渝DN1752 营运证 500110124495 遗失作废。
马顺公司渝BS1507营运证5001100 73840遗失作废

海南军海建设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税号915001056
839497915）遗失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声明作
废，明细如下：（2013）231号、（2013）217号、（2013）
1262 号、（2015）1427 号、（2015）1173 号、（2015）
1172号、（2014）126号、（2015）3160号、（2015）3000
号、（2015）2759号、（2015）2758号、（2012）002068
号、（2012）002067号、（2012）001892号

寻亲公告
无名氏，男，约30岁左右。生前该人流浪于

北碚区郭家沱一废弃拆迁房内，2021年3月8日
上午好心人发现报告，由我站与北温泉派出所到
现场救助，当即 120送医救治，经抢救无效死
亡。生前经工作人员反复询问，
该人无法说明家庭地址和个人信
息。公安无法核实其身份，现寻
找其身份和亲人，联系电话023-
68863639。本公告自发布之日
起30日内无人认领，我站将依法
处理后事。特此公告
北碚区救助管理站2021年3月17日

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职业证书遗失声明
以下人员遗失保险从业人员职业证书：
公司全称：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姓名和执业证号为：
袁 静02002050002080020181200014
苏相文02002050000080020180400014
明平仲02002050000080020180300064

迁坟公告
因重庆市轨道交通18号线北延工程

建设需要，在我方便道施工范围内现有坟
墓2座急需迁移，（墓碑铭为：杨泽林老先
生，亲属为杨建；在杨老先生右侧约1米
范围内还有一座墓碑未注明墓碑铭）位置
为渝中区化龙桥街道永嘉路社区重庆天
地湖后山。请规划迁坟范围内坟墓坟主
的亲属在本公告公布之日起至2021年4
月5日前与 重庆轨道交通18号线北延段
土建3标项目经理部联系办理迁坟手续，
逾期一律视为无主坟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重庆市轨道交通18号线北延
伸段土建3标项目经理部
联系人：王永康 联系电话：18910405112

2021年3月16日

上海朗慕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施工方名称）
遗失华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
公司中心万象城2层215（店铺号）商铺bebe
（品牌名）收据1张，收据编号1852759，记载金
额￥20000.00，特此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经济
纠纷极其法律后果由我司/本人承担，与华润置
地（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无关。

重庆君悦物流有限公司渝D94217营运
证 500110084580 渝 D90232 营 运 证
500110085808遗失作废，圣金公司渝D4859
挂营运证500110077832遗失，重庆巨金物流
有限公司渝D96831营运证500115064012遗
失作废，龙科长寿分公司渝BT0868营运证
500115036300遗失，重庆伟联运输有限公司
渝DT5206营运证500110119026遗失，携手
公司渝BS6777营运证遗失作废，九恒公司渝
D13667营运证500115055455灭失注销，彬
丰公司渝BL3615营运证500110037170遗失

减资公告：经重庆翔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5567527690）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300万元减少到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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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7日

遗失2019年10月15日核发的重庆煜林涔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327798309N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煜林涔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127034
086）、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27034087），声明作废 利邦物流公司渝BZ7887渝AD691

挂 营运证遗失。上航物流公司渝
BR3671营运证500110083993遗失
作废。顺心顺意物流公司渝D70025
营运证500222088829遗失作废。

●遗失山清信息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公章一枚，编号5001087191973作废

●圆实公司渝D66991营运证500115063985遗失作废。●重庆美斯阁雅建材有限公司遗失公章（5001068141344）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巴蜀医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2MA5XE8ML68）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少到6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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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7日

▲民警进行推轮胎力量训练▲绳降展示

▲战术队列展示

▲谢小钢正在站岗执勤 ▲牟清海向乘客讲解乘车线路 ▲莫砚华正在帮助乘客提行李

昨日上午，重庆警方开展特警实战大
练兵，邀请媒体记者、网络大V、市民代表
50余人，走进警营，全程互动、观摩特警实
战技能演练，体验特警“硬核”日常。

刚进特警营区，大家便被顶盔掼甲的
特警训练方阵吸引，纷纷驻足观看。重庆
特警自创警体拳是日常勤务工作中克敌制
胜的独门绝技，特警队员动作规范、拳腿如
风，直拳横踢、闪身连击、捋带抹眉，每个动
作都是一击制敌妙招，震天的呼号声仿佛
是喝退违法犯罪的强音。

训练场另一侧，特警队员配合默契、步
伐敏捷、队形灵活，时而持枪警戒、时而谨
慎前行。“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战术手语训
练，战术手语是在特殊任务环境中，实现无
声交流的警务技术，具有重要的实战意
义。”特警引导员为大家释疑解惑。看着特

警队员迅捷而熟练地通过手语精确传递有
效信息，悄无声息地将穷凶极恶的“歹徒”
制服，大家惊叹不已。

攀登训练场，特警队员如蜘蛛侠般飞
檐走壁，沿着落水管、窗台快速而上直达顶
楼，利用索降从楼顶速降至指定位置；跑道
边，女特警正在进行耐力和力量训练，一道
道伤疤、一个个老茧，述说着她们从萌妹子
成长为女豪杰的艰苦付出，也将她们肩上
的责任描绘得越来越清晰；靶场上，立姿、
卧姿、跪姿，利用掩体、快速射击，应声而倒
的靶标展现出特警精湛的枪法；训练馆内，
散打对抗、柔道、解脱控制等实战技能，让
大家跃跃欲试。。

市公安局特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重庆特警扎实开展实战大练兵，最大限度
挖掘和催生队伍战斗力，充分展现重庆特
警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钢铁作风。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彭光瑞
任君 摄影报道

重庆特警实战大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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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员热情指路带路

一位地铁女安全员告诉我们，外环近，
到谢家湾后再乘2号线，只需一站路就能到
杨家坪，还热情地把我们送到外环线。她
热情而仔细的工作作风，使我们很感动。

——摘自董老信件

记者了解到，董老是上海的退休教育
工作者、上海音乐家协会会员，曾动过一次
大手术，只得坐轮椅出行。

9日下午，董老第一次来重庆，从重
庆西站出站后，他便与女儿、外孙女一
路，乘坐轨道交通前往杨家坪步行街，几
人还带着一个拉杆箱和七个包包。董老
一行人刚进入环线重庆西站，就遇到了一
位热心的轨道女安全员细心地为他们指
路并带路。

对此，环线谢家湾站的站长陈磊也对
董老颇有印象。在董老到达环线谢家湾站
后，他还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员引领董老一
行人乘坐直梯出站。他告诉记者，“你有困
难，我来帮忙”是重庆轨道交通工作人员们
一直践行的承诺。乘客们在乘车途中需要
帮助，车站工作人员都会竭尽全力帮忙。

像遇到董老这样出行不便的乘客进站后，
工作人员都会一路关注和照顾，甚至会通
知到乘客的到达站点，让工作人员提前等
候，帮忙接乘客出站。

安保小伙追出了站外

虽然出站后，环线的服务应该结束了，
可他看到我们过不了天桥，就让我们等着。

——摘自董老信件

董老在此提到的这个他，是他们到达
环线谢家湾站时，遇到的一位轨道安保人
员。董老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记住了他的
胸牌是“BA01258”。此外，董老还默默地
记下了帮助自己的几位轨道工作人员的名
字：牟清海、谢小钢。

昨日，记者在谢家湾找到了这三人，他
们是重庆轨道集团安保人员、重庆保安集
团誉顺轨道安保公司员工。“BA01258”今
年21岁，名叫莫砚华，刚参加工作一年，46
岁的牟清海和47岁的谢小钢则已从事安
保工作多年。

记者通过几人的口述了解到，当天下
午4点过，董老出站时，莫砚华就为其指了
换乘轨道交通2号线的路。几分钟后，莫砚

华想到董老坐着轮椅，其家人们也拎着大
包小包，心里放不下，又追了出去，果然发
现董老一行人正在天桥下发愁。

莫砚华便让董老等一等，自己则一鼓
作气向天桥上方的2号线谢家湾站跑去。

一路背着老人上天桥

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个好青年，把我这
个150斤重的老人背起来就往天桥上走，同
时牟清海在后面托着我。那么长的桥，那
么多的台阶，他一直把我背到顶上。

——摘自董老信件

原来，莫砚华喊来了在2号线谢家湾站
负责安保的牟清海、谢小钢，到达天桥下
后，莫砚华将老人背在了背上。为了充分
保障老人的安全，牟清海从背后托着老人，
谢小钢则帮拿轮椅和行李。

莫砚华体重只有120斤，背着150多斤
的董老颇为吃力，但在牟清海的帮助下，他
仍一鼓作气地将董老背到了天桥之上。莫
砚华说，放下董老后，才松了一口气，这时
也才发现自己双腿发软、打颤。记者在现
场数了数，这坡梯坎共有76步。

随后，2号线谢家湾站的工作人员又为

董老开启了斜挂式无障碍升降平台，让董
老平稳到达候车站台。

“帮助乘客义不容辞”

重庆轨道交通青年工作人员实践雷锋
精神的闪光点，让人感受到沪渝两地情，以
及党和人民的“鱼水之情”。

——摘自董老信件

“那位爷爷很和蔼，在我们帮他的过程
中，一直用普通话和我们说着谢谢。其实
我们想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几人在采
访中告诉记者，看完董老这封信，第一感觉
是害羞，因为他们觉得：为乘客出这点力根
本不算啥，帮助乘客本就义不容辞，未来工
作中，也会一如既往地为乘客们服务、提供
帮助。

运营二公司客服管理部杨家坪中心站
副站长黄伟也说，实际上，重庆轨道交通的
工作人员们，在日常中几乎每天都在为乘
客指路、拎重物、帮助出行不便乘客等。为
乘客们提供优质贴心的服务，是融入每位
轨交员工心中的岗位职责。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薇 实
习生 唐锐星 摄影报道

一位上海老音乐人的感谢信
日前，82岁的上海老音乐人董文才特地给重庆媒体发来一封感谢信，这封感谢信引发各方的关注和点赞。
原来，董老在重庆乘坐轨道交通出行时，一路受到多名工作人员、安保人员的帮助，甚至有位安保小哥见他坐轮

椅不便，一步步背着他爬了76步梯坎登上天桥……
昨日，记者找到董老提到的这群重庆轨道交通工作人员。他们看完董老的表扬信后表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董老写给媒体的信件摘录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