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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江津区味逸轩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编码JY25001160130393，声明作废●重庆市 黔江区荣帆塑钢门窗安装中心公章、财务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编号：5002391009470）遗失,申请作废●遗失九龙坡区英秀花卉经营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500107615150947作废●遗失重庆讯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3834
072127)、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3834072128)，声明作废●重庆新华电脑职业培训学校公章和财务专
用章的印章备案证明原件遗失，声明作废●公告:重庆康鸿物流有限公司渝D6690挂营运证灭失注销●重庆市勇洪运输公司渝CB1780营运证500381013515遗失作废●遗失张懋洋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203900作废●遗失重庆西部医药商城有限责任公司中医馆财
务专用章一枚，编号5001030701522声明作废●渝北区李永亮建材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500112613875300，声明作废。●皓金物流公司渝DW1632 渝D35528
渝 D3D66挂 渝D8T96挂营运证遗失。●重庆威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R1621营运证遗失，申请作废●遗失渝中区超级喵餐饮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JY25001031001338作废●遗失江北区谭鸭肠火锅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副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051015992声明作废。●遗失何昊耘《出生医学证明》，编号009557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1、重庆市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人才服务部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5000001908452）、公章、
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现公告作废。
2、重庆嘉陵企业公司外资服务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5000001800131）、公章、
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现公告作废。
3、重庆港丰贸易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原
件（注册号：5000001801291）、公章、财务专用
章、合同专用章，现公告作废。
4、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装饰装饰璜公
司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90283
274）、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现公告作废。
5、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供销分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90284846）、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现公告作废。
6、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旅游客运分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5000001902
409）、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现公告作废。
7、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华瑞实业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20282412）、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现公告作废。
8、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东欧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20282196）、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现公告作废。
9、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国际贸易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50000018019
18）、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现公告作废。
10、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友联国际贸易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500000180
1955）、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现公告作废。

11、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装饰装璜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5000001801466）、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现公告作废。
12、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技术贸易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5000001800478）、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现公告作废。
13、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中侨贸易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20282423）、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现公告作废。
14、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招标投标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20282407）、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现公告作废。
15、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联合发展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5000001801
068）、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现公告作废。
16、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迪威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5000001800867）、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现公告作废。
17、重庆海发装饰工程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原件（注册号：5000001800708）、公章、财务专用
章、合同专用章，现公告作废。
18、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中庆工程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20282419）、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现公告作废。
19、中国重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合资合作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5000001800
759）、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现公告作废。
20、重庆市外商投资服务中心汽车贸易分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号：90289422）、公
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现公告作废。

律师声明
北京金开（重庆）律师事务所受程渝女士的委托，就个别自然人恶意散布谣

言等虚假信息，现郑重声明如下：
经委托人陈述：有个别自然人，无故恶意对外散布关于程渝女士工作及生活

方面的不实谣言,给程渝女士的工作及生活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该上述恶意散
布谣言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严重侵犯了程渝女士的名誉权
等合法权益。对此，我所律师请该自然人立即停止上述侵权行为，同时向程渝女
士赔礼道歉，消除对程渝女士的负面影响。程渝女士保留追究责任人侵犯其名誉
权的法律责任。请有关个人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要相信和误传前述不实信息。

特此声明！
北京金开（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文道才

二O二一年六月七日

召回公告
致重庆市潼南区安华饮料厂客户：

2021年5月17日接重庆市潼南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通知：我厂销售的“安华”冰红茶果味
饮料标签标识中苹果酸有误，但是产品本身没
有质量问题是符合食品安全的。

苹果酸包括L-苹果酸、D-苹果酸和DL-
苹果酸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GB 2760-2014)规定 L-苹果酸和
DL-苹果酸可作为酸度调节剂用于各类食品
(表A.3所列食品除外)。食品生产者依法使用
食品添加剂L-苹果酸和DL-苹果酸，应当在
预包装食品标签上予以明确标注。

现我厂对2021年5月17日前生产的该
产品进行召回，召回级别三级，召回范围为所
有销售该产品的客户。对未销产品立即下架
退回我厂，召回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我厂承
担。我厂对消费者及经销商带来的不便深表
歉意。特此公告
公司地址：重庆市潼南区双江镇银龙路
法人代表：罗继安 召回工作具体负责人：晏铭
联系电话：15213211138

重庆市潼南区安华饮料厂 2021.6.9

重庆江峡生化制药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原料药技改
搬迁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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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重庆江峡生化制药
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原料药技改搬迁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有关信息予以第二次公示。（一）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重庆江峡生化制药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原
料药技改搬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 网 络 链 接 ：http://www.cpidi.com/information
_view.aspx?TypeId=86&Id=777&FId=t34:86:34。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国药集团重庆医药设
计院有限公司（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正街8号）（二）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cpidi.com/infor
mation_view.aspx?TypeId=86&Id=777&FId=t34:86: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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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
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
供常住地址。建设单位：重庆江峡生化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万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龙园区，联系人：贺部
长，电话：17783987030，Email：619944474@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年6月2日~2021
年6月16日。重庆江峡生化制药有限公司 2021年6月

遗失铜梁区太平镇居民李骏骑购买欧鹏教
育城70栋1-4的购房合同及房款收据（编
号00114601、金额157546元）、按揭印花
税收据（编号00114638、金额18 元）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名生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8765900828P）股东会决
定，现将注册资本从3009万元整减至606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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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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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区南坪街道惠工路258
号4层2号、南城大道198号4-3号及5层部分1，面积
1279.62㎡；南岸区南坪街道惠工路258号4层2号、南城
大道198号4-3号及5层部分2，面积654.5㎡。租赁期限
5年。以上房屋租赁期限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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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服务中心
关于提醒道路货物运输企业车辆审验到期的通知

辖区各道路货物运输企业：
经我中心核对，以下货运车辆审验有效期将于2021年7月31日前到期。请各企

业及个体经营户接此通知后，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及《道路
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于2021年7月31日前来我中心办理车辆审验
手续，逾期3个月未进行审验的车辆将注销《道路运输证》。

附件：2021年7月审验车辆明细（463台车辆）
沙坪坝区交通服务中心 2021年6月9日

2021年7月审验车辆明细（463台车辆）
曹大金：渝B7A202、陈宗平：渝DR5868、候良森：渝A98101、黄玲：渝D28226、嘉陵集团重庆宏
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渝B11L06、金海涛：渝DT5653、李咪素：渝AN7878、李婉君：渝DT7588、
李亚：渝 A72809、民生国际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渝 BD7590、渝 BD7310、渝 A77590、渝
A77766、渝A77991、渝A77119、渝A77138、渝A77218、渝A77179、渝A77759、渝A77097、渝
A77396、渝A77595、渝A77326、渝A77090、渝A77237、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渝
B7A171、渝B9A900、渝D63444、渝D77953、渝D22891、渝D53250、渝D60331、渝D00225、渝
D29727、渝D26675、渝D12702、渝D29779、渝D05312、渝D11563、渝D62610、渝D62620、渝
D67102、渝D50370、渝D63710、渝D72310、渝D30789、渝D51651、渝D88037、渝D51660、渝
D37010、渝D68192、渝D68170、渝D68153、渝D68180、渝D68138、渝D36796、渝D59861、渝
D58523、沙坪坝区顺途货物运输经营部：渝DB5533、上海逸景物流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渝
DF3608、唐海豪：渝DP6190、万氏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渝D28205、杨健：
渝D10969、赵有新：渝DD2568、重庆奔航物流有限公司：渝D71066、重庆本智物流有限公司：

渝 DV5926、渝 DF7151、渝 DQ5962、渝 DW6103、渝 DS3558、渝 DX2209、渝 DJ8592、渝
DD9052、渝DY1178、渝DT3108、重庆彬瑞物流有限公司：渝D90672、重庆伯仲物流有限公司：
渝A98030、重庆博锐达建材有限公司：渝DN6316、渝D91184、重庆博屹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
A92863、渝DS8952、渝DZ9332、渝DX8838、重庆昌旭物流有限公司：渝D06563、重庆驰威物流
有限公司：渝DX3070、重庆传财物流有限公司：渝BT6518、渝D19297、渝D19302、重庆创威物
流有限公司：渝DF7596、渝DL9309、重庆存德物流有限公司：渝BZ5838、重庆大攀物流有限公
司：渝DU6318、渝DQ2881、重庆丹林物流有限公司：渝D66819、重庆抵特抵国际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渝A57875、渝D20020、渝BT6526、渝BT6389、渝DP1372、重庆鼎驰物流有限公司：渝
A77022、重庆东迅物流有限公司：渝A53939、渝AN8668、渝DA5080、渝DA1627、渝DV1870、
重庆丰汇物流有限公司：渝A95510、渝A99755、重庆福源升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B8A775、渝
B7A027、渝B7A616、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分公司：渝AN6151、重庆公路运输（集
团）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渝A57880、渝AN6500、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公司：
渝A72816、渝A72612、渝A98260、渝A96380、渝A93993、渝D86210、渝D56982、渝D83522、
渝D79613、渝D67608、渝D83561、渝D26381、渝D67681、渝D67680、渝D26391、渝DG7289、
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顺康物流分公司：渝AN9237、渝D20570、渝D19225、渝D31052、
渝DT9312、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西永分公司：渝A99618、渝DK8187、渝DK9072、渝
DR8980、重庆公路运输集团集装箱联运有限公司：渝AN8887、重庆固源物流有限公司：渝
DS1773、重庆冠博物流有限公司：渝D16956、渝D32978、渝D21946、渝D37083、渝DX6659、渝
DG7710、渝DY3078、渝DX9372、渝DT6739、渝DM5092、渝DE2718、重庆冠悦搬家有限公司：
渝DW5060、重庆国通物流有限公司：渝C81819、重庆国伟门业有限责任公司：渝DF3121、重庆
国雄运输有限公司：渝B8A632、重庆海慕物流有限公司：渝D57305、渝D26977、重庆海盛工业
废弃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渝DF0599、渝DD8356、重庆瀚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BK0961、重庆
航冠运输有限公司：渝D68796、渝D37399、重庆豪灿物流有限公司：渝D17685、重庆和欢物流有
限公司：渝DH8550、渝DD5523、重庆恒吉物流有限公司：渝D81252、重庆弘越物流有限公司：渝
D30796、重庆宏翔向华运输有限公司：渝A72061、重庆泓瑞物流有限公司：渝DN5632、渝
DT7935、渝DQ1628、渝DR1532、重庆洪运宜昇物流有限公司：渝DR5298、渝DE5622、重庆鸿

财物流有限公司：渝D88052、渝D62639、重庆鸿欣福物流有限公司：渝DX0586、重庆汇康物流
有限公司：渝GG8379、渝D29793、重庆慧骐物流有限公司：渝DF1988、渝DZ9779、渝DD5398、
渝DQ1538、渝DP1087、渝D57316、渝DL6736、渝DK1078、渝D31479、渝D37593、重庆吉茂物
流有限公司：渝 D27376、渝 DX1277、渝 D92360、渝 D61673、渝 DL7010、渝 DP7335、渝
DG6032、渝DM2023、重庆加正物流有限公司：渝DV9716、渝DL0229、重庆佳全升商贸有限公
司：渝D11102、重庆建运物流有限公司：渝D71790、重庆金富物流有限公司：渝DU0897、重庆金
遥物流有限公司：渝A8H797、渝A7H090、渝A9H882、重庆聚裕物流有限公司：渝DJ6539、渝
DC7627、渝DN9850、重庆康邦物流有限公司：渝D78623、重庆康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渝
A72272、重庆酷发物流有限公司：渝D03001、渝DP6856、渝DL5705、渝DG7236、重庆老浩人物
流有限公司：渝AN7832、重庆乐力行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BT6337、渝BT6350、重庆雷成运输
有限公司：渝DM3322、重庆雷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渝DK2127、渝DN7257、渝DB1071、渝
DE0102、渝DC3596、渝DM8861、重庆力东物流有限公司：渝D02803、重庆联福物流有限公司：
渝C81399、渝A96096、渝A99920、渝DQ2809、重庆林柯物流有限公司：渝C81878、渝D28987、
渝D60259、重庆龙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A72229、重庆龙林物流有限公司：渝DY1920、渝
DZ1300、重庆迈程物流有限公司：渝DT6902、重庆满荣物流有限公司：渝D19262、渝DE1863、
重庆满堂鸿物流有限公司：渝BT6367、重庆茂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AN6319、重庆美浩协建
材有限公司：渝BB9188、重庆萌杰物流有限公司：渝AN9316、重庆明洋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5F138、渝 A19V57、渝 A292D3、渝 B15R82、渝 A2H866、渝 AH0919、渝 A0H118、渝
AH5260、渝 AH5320、渝 AH7586、渝 A6H108、渝 A8H909、渝 A3H178、渝 A8H609、渝
A9H829、渝A7H726、渝A6H619、重庆欧康物流有限公司：渝D35597、渝DZ0676、渝DS6361、
渝DK6262、渝DM3252、重庆沛中物流有限公司：渝DD6530、重庆乾程富乐物流有限公司：渝
DV7660、渝DR0609、渝D18011、重庆秋辉物流有限公司：渝D17139、渝BP1677、重庆全慈物流
有限公司：渝DN5100、渝DD0180、渝DW8536、渝DP0190、渝DF3859、渝DX9828、重庆瑞速驰
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09551、渝D39835、渝D30720、渝D82573、渝DU0602、渝DZ6682、渝
D67723、渝DK5000、渝DE1899、重庆瑞益物流有限公司：渝CL0273、重庆上顺物流有限公司：
渝D13090、渝DT5923、渝DJ1907、重庆升辉扬物流有限公司：渝D00285、渝D29785、重庆晟兴

速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9A012、渝 B7A936、渝 B7A999、渝 B9A062、渝 D67656、渝
D47171、重庆盛装物流有限公司：渝AN6866、渝AN9398、重庆时效物流有限公司：渝DR5588、
重庆仕飞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渝DN8010、重庆市常道物流有限公司：渝D99158、渝DG5186、渝
D38669、重庆市诚诺环卫服务有限公司：渝BL1132、重庆市川润石化有限公司：渝D21582、渝
D79245、重庆市春晖运输有限公司：渝A90596、重庆市合利汇物流有限公司：渝DE2171、渝
DT5171、重庆市弘超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渝DM8383、重庆市宏冠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
D99123、渝DR3881、重庆市辉跃物流有限公司：渝A97832、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分公司：渝B8A172、重庆市沙坪坝区敬业汽车复合材料厂：渝D60386、重庆市沙坪坝区文芳运
输有限公司：渝A72872、重庆市速捷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A77852、重庆市铁瑞运输有限公司：
渝A50810、渝A71385、渝A77358、重庆市扬子江纺织有限公司：渝A99866、渝A93300、重庆首
达物流有限公司：渝D00256、渝D88067、渝DF7688、渝DS7996、重庆双捷物流有限公司：渝
AN8079、重庆水泵厂有限责任公司：渝 D08931、重庆顺稳物流有限公司：渝 DP9171、渝
DH3600、重庆顺与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AN6282、重庆驷盛物流有限公司：渝D90997、重庆
速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P1709、渝BP7201、渝BP3217、渝BK1889、渝A72868、渝AN7593、
重庆速太物流有限公司：渝DP5272、重庆太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R7505、渝DT6681、渝
D53150、渝DW6066、重庆唐朝物流有限公司：渝DE1217、重庆腾博物流有限公司：渝D55133、
渝D55111、渝D11115、重庆天阔物流有限公司：渝D30197、渝DT8970、重庆天洛物流有限公
司：渝DC1827、渝DU2336、重庆天时利和实业有限公司：渝BP7592、渝BP7529、渝BP7581、渝
BP7536、重庆添锐物流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公司：渝BT6290、重庆铁明物流有限公司：渝D99674、
重庆铁渝运输有限公司：渝A53981、重庆同宏运输有限公司：渝D19367、渝D28217、重庆托
众商贸有限公司：渝DM0191、渝DX6978、渝DY7697、重庆挖亿挖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渝
DR7921、重庆万利盛物流有限公司：渝FH3222、重庆万事顺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B8A283、
重庆威嘉豪物流有限公司：渝D13028、渝D28200、渝D89177、渝DM8207、重庆伟冠物流有限公
司：渝 DV6200、重庆稳添物流有限公司：渝 CB2189、渝 BP1713、重庆稳旺物流有限公
司：渝 DL2572、重庆稳盈物流有限公司：渝D98025、重庆稳运物流有限公司：渝D97359、渝
DP2939、渝D32055、渝DK9380、渝DW3055、重庆祥熙物流有限公司：渝DG3881、重庆小螺号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渝BQ1209、渝D36716、重庆欣速驰物流有限公司：渝A98678、渝A98120、
渝 A96831、渝 A92115、重庆欣旺利物流有限公司：渝 D65023、渝 D12015、渝 D22602、渝
DF7635、渝DV6912、重庆欣宜运运输有限公司：渝D21580、重庆新鹏机械工业有限公司：渝
A61277、重庆鑫骏达物流有限公司：渝DH7932、渝D89264、渝D77394、渝DY2613、渝DJ6378、
重庆鑫焱热处理有限公司：渝D99345、重庆兴迈物流有限公司：渝D21581、重庆轩瑞物流有限公
司：渝D08573、重庆亚恒物流有限公司：渝A98010、重庆燕慧物流有限公司：渝D65230、重庆乙
元物流有限公司：渝D99130、重庆亿汇物流有限公司：渝D76027、渝DX5707、渝D43039、重庆
易行通物流有限公司：渝DV5088、重庆奕速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V7661、渝DW0580、渝
DW0101、渝DN5010、渝DP9130、渝DS2710、渝DS5770、渝DY8150、渝DV1965、重庆友华
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DE6075、重庆渝洁再生源回收有限公司：渝AN8529、重庆云亚物流
有限公司：渝DL9331、重庆运泰物流有限公司：渝BH7867、渝A57960、渝A61596、渝A61708、
渝 A72787、重庆韵赢达物流有限公司：渝 DF8987、渝 DY8537、渝 DL5500、渝 DM3335、渝
DA1853、渝DU5355、渝DT5887、渝DS5693、渝D93189、重庆枣黔物流有限公司：渝DS9181、渝
DE8087、渝DK1151、渝DH3090、渝DN5926、渝DW1920、重庆战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渝
BP2671、渝BP7588、重庆长盈物流有限公司：渝D11566、渝D90607、渝D71217、渝D95396、渝
DW6321、重庆正硕运输有限公司：渝DB9051、重庆正耀物流有限公司：渝B8A912、渝DU0569、
渝D91578、渝DR8301、重庆智清物流有限公司：渝DP2338、渝DE1309、渝DZ9150、渝DP9887、
重庆中集物流有限公司：渝D39839、渝D39899、重庆洲振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渝DG5836、周强：
渝DA7311、朱胜：渝DZ3368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彭水县玉友畜禽养殖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已
完成征求意见稿，现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征求公众
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网络链接查阅获取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发表意见建
议。一、报告书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lzujV-6P7FPCusUx9cUZ8Q，提取码：qfav；公
众意见表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zu
jV-6P7FPCusUx9cUZ8Q，提取码：qfav。二、建
设地点：重庆市彭水县高谷镇狮子社区4组。三、征
求意见范围：受到项目影响的周边群众。四、建设
单位：彭水县玉友畜禽养殖场，张工15310227666；
环评单位：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陈工
17774915623、605048939@qq.com。五、提意见
起止时间：2021年6月3日至2021年6月17日。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废旧蓄电池
处置服务竞争性谈判，估算各型蓄电池处置量
1500只/年，合同期2年。请具有相应经营许可
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21年 6月 11日
16:00前携营业执照、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等
原件并提供盖鲜章复印件，到我司201室报名。
联系人：唐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报名地址：
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工商大学调
度室制作安装竞争性谈判，估算总投资10.51万
元，12平方一座，8平方一座。请具有相应经营
许可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21年6月11
日16:00前携营业执照、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
等原件并提供盖鲜章复印件，到我司201室报名。
联系人：唐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报名地址：
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调度室制
作安装竞争性谈判，估算总投资70万元，合同
期1年。请具有相应经营许可资质并有意参
与的单位，在2021年6月11日16:00前携营
业执照、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等原件并提供
盖鲜章复印件，到我司201室报名。联系人：
唐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报名地址：重庆
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重庆正罡合成科技有限公司环保型水乳性系列纸制
品粘合剂和航空航天专用酚醛树脂生产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重庆正罡合成科技有
限公司委托重庆一可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承担环保型
水乳性系列纸制品粘合剂和航空航天专用酚醛树脂
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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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已在网站
http://www.ecoepe.com上发布，如需了解该项目
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询。1、建设项目概况：新
建1座生产车间，并配套建设研发楼、实验楼、污水处
理站、事故应急池等其他公辅、环保工程，形成
3000t/a环保型水乳性纸制品粘合剂、2000t/a航空
航天专用酚醛树脂、快速食品发热包100t/a的生产
能力。2、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庆正罡合成科技有
限公司，联系人：黄总，电话：13609427118。环境影响
评价单位：重庆一可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联系人：阴工，
电话：15178822208。重庆正罡合成科技有限公司

车如意公司渝D20872营运证500110130118遗失作废。
鑫益城公司渝D99922营运证500115050539遗失作废。
凯马公司渝B2A807营运证500222063980遗失作废。
重庆远兴公司渝BZ0089营运证遗失作废。航通公司渝
BU6200营运证500110095188遗失作废。嘉勇公司渝
D04008营运证500110077440，渝D51307营运证5001
10075902，渝D04006营运证500110077441，渝D07048
营运证500110076281，渝D76279营运证500110076281，
渝 D99904 营运证 500110076364，渝 D84171 营运证
500110072668，渝D30475营运证500110072670遗失
作废，渝D42731营运证500110010413。越华公司渝BR7501
营运证500110126740，渝BR9613营运证500110017202，
渝BS0338营运证500110017610，渝BR7676营运证5001
10123897，渝BR7629营运证500110123900遗失作废。
银冠公司渝BZ7611营运证500222051686遗失作废。

●遗失董娟之子王允泽在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医
院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46780，声明作废

遗失2019年09月26日核发的重庆捷振通
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MA60JRLF1U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捷振通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78253297，声明作废

●重庆科普瑞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2018年12月28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686236690C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到家了益穗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收
据编号2505685、2505686、2505687声明作废

2021重庆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发展
高峰论坛，将于6月12日在第七届中国西
部旅游产业博览会暨2021重庆国际文化
旅游产业博览会上启幕。

论坛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
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支持，第七届中国
西部旅游产业博览会暨2021重庆国际文
化旅游产业博览会组委会主办，重庆日报
承办，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新乡土
团队、北京大地民谣、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
中心共同协办。

据悉，本次论坛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打造乡村振兴新示范”为主题，将邀请
全国知名专家、乡村振兴行业领军人物、著
名学者参加，通过凝聚社会各界资源，为重
庆探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经验、
贡献全国智慧。

论坛将于6月12日下午2点在重庆国
际博览中心主会场举行，厦门大学管理学
院旅游与酒店管理系主任林璧属教授、重
庆市北碚区政协副主席秦远好，将就乡村
振兴与文旅产业发展发表主题演讲；陕西
袁家村课题组组长、国家乡村振兴旅游人
才培训基地产业导师宰建伟老师、重庆市
秀山县隘口镇党委书记刘红明，将就乡村
振兴案例予以分享。

论坛现场还将发布三大乡村振兴计
划：“乡村设计师成长计划”“村歌计划”“口
述乡村·故乡纪事计划”。三大计划将培养
1000名乡村乡土青年设计师，为1000个
乡村创作属于自己的村歌，征集1000篇述
说乡村历史、描写乡村风貌的优秀文章。

此外，论坛还将发布由重庆日报、西南
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共建的微信公众
号：乡学堂。该公众号作为重报乡村振兴
研究院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共建
的线上平台，将承担起乡村振兴线上培训、
线上课程咨询、线下实践等多元化培训业
务，旨在搭建重庆与全国专家学者、企业

家、优秀实践者交流合作互动的平台，聚集
高端智力要素、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据论坛主办方介绍，重报乡村振兴研
究院的六大主力课程也将在论坛现场发
布：《村庄经营与乡村治理》《农村“三变”
与新型集体经济》《“两山”“两化”与生态
价值实现》《文创推进乡村振兴》《“要素回
流”与城乡融合》《百年乡建与艺术参
与》。接下来，这些课程将陆续走进各地
国家级乡村振兴试点乡镇，为乡村振兴理
论研究与实践学习的融合创造更为广阔

的交流空间。
自2021年4月，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成

立重报乡村振兴研究院以来，联合西南大
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新乡土团队、北京爱
故乡文化发展中心，开启多元化乡村振兴
培训部署，联合政产学媒的智库资源，探索
重庆乡村振兴样板和发展新途径、新模
式。届时，将为基层干部、乡村振兴实业家
提供全面的智力支持，全力助推农业全面
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增收，为加
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撑。

高峰论坛嘉宾介绍
1、林璧属：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旅游与

酒店管理系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福建省旅游管理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
国旅游教育名师。

2、秦远好：重庆市北碚区政协副主席，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庆社科规划项
目、重庆市高教教改重点项目，以及西南大
学和地方政府、企业委托研究项目 20 余
项。近年来致力于旅游企业管理、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开发、旅游环境管理等领域
的研究，先后在国内重要学术刊物或国际
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近40余篇。

3、宰建伟：陕西袁家村课题组组长，国
家乡村振兴旅游人才培训基地产业导师。
长期致力于三农问题、乡村旅游、特色小镇
和田园综合体的考察和研究。著有《创新
与共享：袁家村的乡村振兴之路》《乡村旅
游之袁家村模式解读》等。

4、刘红明：重庆市秀山县隘口镇党委
书记。

5、吴杰：工程硕士、注册规划师、乡土
建筑爱好者，重庆市新乡土团队发起人。

6、孙恒：乡村民谣歌者，爱故乡艺术团
团长、村歌计划联合发起人，国仁乡建文创
艺术总监。当代乡村建设重要参与者、推
动者。曾先后发起创办新工人乐团、打工
春晚、同心互惠社会企业。

7、黄志友：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总
干事、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联合创办人，山西
农业大学客座教授，国仁乡建社会联盟秘书
长。致力于社会生态农业、都市农业、乡建人
才培养和乡土文化保护的倡导与实践。

8、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
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与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
院特邀研究员、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
院长，《卢作孚研究》副主编，自2001年参与
乡村建设实践至今20年。

9、张斌：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培训中心主任、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
副总干事、国仁乡建培训业务总监。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组
委会供图

▲重报培训产业园落成仪式圆桌论坛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专题报告

2021重庆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将启幕

高考、中考结束之后，不少考生都会选
择开启一场旅游来进行放松。那么，重庆
哪些景区针对高考生、中考生有优惠？昨
日，记者进行了打探。

据介绍，6月是各大景区水上乐园、水
公园的“开园季”。

记者从涪陵蔺市美心红酒小镇了解
到，目前，景区占地近20000平方米、可同
时容纳超3000人嬉戏的水上乐园已经开
放。2021届高考生可凭借高考准考证原
件、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在乐园入口登记入
园，周一至周五9：00~22：00可享受无限次
畅玩。高近20米的双道螺旋滑梯、大型造
浪池、成人和儿童水寨、雪橇滑梯、炮筒滑

梯等这些潮酷水上游乐设施等你去玩。
记者从重庆欢乐谷景区了解到，6月9

日至7月31日，2021年中、高考应届毕业
生可以在该景区官方微信购买中高考生特
惠票，仅需99元/人（原价200元）。入园
时，需核验本人身份证和2021年中高考准
考证原件，“一票一证”入园。

重庆玛雅海滩水公园本月13日“回
归”，开园起至7月31日，中高考应届毕业

生仅需99元/人，即可入园。
记者从重庆汉海海洋公园了解到，即

日起至8月31日，考生凭2021年应届中高
考准考证或是有效证明，购买门票有优惠，
79元（原价150元）可购买海洋公园专享
票；68元（原价110元）可购买鲸豚湾水世
界专享票。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景
区供图

考试结束，准考证别扔

考生去这些地方玩，有优惠

▲游客在美心红酒小镇水上乐园耍水

新闻多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