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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公告
经重庆市武隆区喀斯特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甲方)及重庆市武隆区喀斯特
华沣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乙方）双方
的股东决定，甲方拟通过吸收合并的方
式合并乙方，合并完成后，甲方继续存
续，乙方注销。合并前甲方注册资本壹
仟万元，乙方注册资本伍拾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合并后存续的
甲方注册资本壹仟万元。合并各公司的
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的甲方承继，
合并各公司的债权人若对上述吸收合并
方案存在异议，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凭有效债权凭证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上述
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合并将按
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重庆市武隆区喀斯特华沣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7月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鼎圣佳程（涪陵）律师事务所(合
伙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500000MD0170
525B）合伙决议，本企业拟将注销，根据《合伙企业
法》的规定，请相关债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房屋出租
渝北区龙塔街道上域街7号3-1、3-2号，
房屋计租建筑面积168.86m2。价格面议。
联系人：向老师 电话：023-58233033

重庆乾发货运有限公司声明以下车辆牌证公告作废：渝GB5393
渝GB5270 渝GB3900 渝GB3851 渝GB3790 渝GB3057
渝GB2867 渝GB2695 渝GB2620 渝GB2095 渝GB2091
渝GB1678 渝GB1621 渝GB1365 渝GB1009 渝GB0787
渝GB0116 渝G30316 渝G07006 渝G06705 渝A89660
渝A89619 渝A89605 渝A89175 渝A87910 渝A87614
渝A83582 渝A83579 渝A83556 渝A83242 渝GM0250

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行政处罚决定公告

2021年3月15日，我队执法人员对经营场所位
于重庆市南岸区鸡冠石镇石龙村老泥湾的重庆天雅
建筑模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
6761242303 ，法定代表人：陈何，住所：重庆市南岸
区鸡冠石镇石龙村老泥湾）进行检查发现，你单位喷
漆环节产生的废油漆桶堆放在厂房内，未设置危险废
物暂存间，也未采取符合环保要求的危险废物贮存措
施。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
一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我队作出了渝南岸
环执罚〔2021〕22号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重庆天雅建
筑模型有限公司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处罚款壹拾
万元整。现依法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上述处罚决定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六十日生效。上述款项限于本处
罚决定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逾期未缴纳罚款
的，我队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
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
罚款。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处罚决定生效之日
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局申请复议，也
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
本处罚决定的，我队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2021年7月8日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鹏景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05
0371213U）,拟将注册资本由4018万元整减
少至2500万元整。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
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周自谋遗失复地君屿墅F16-1购房首付款、尾
款、契税收据，收据号分别为：0001598、
0001793、0001539，金额分别为：1236635.00、
2860000.00、124367.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灵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司
印章编号：5001141086069，现声明
该印章备案回执遗失作废，回执编
号50011420170713003。

债权债务完清公告
重庆市万州区昌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
重庆市大足区2019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六标段已竣工结算。凡与该工程有经济活
动的单位和个人限于2021年7月26日前双
方完清其债权债务，逾期视为自动弃权，不再
受理和承担相应经济及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办公室58154389
向老师15823710979 陶老师15320613776

重庆市万州区昌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7月9日

●重庆市巴南区麦克红康键鑫药店遗失药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编号：渝DB0140399，声明作废●遗失母亲曹仁缘、父亲廖兴春之子廖语锜在2020年2月
3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372145声明作废●遗失石峻瀚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381828声明作废●遗失母亲张海霞、父亲崔海荣之女崔璟舒在2010年10
月5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139213声明作废●遗失王樱霏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134255作废●遗失张辰骏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203333作废●梦佳成公司渝A8H988营运证500115059408遗失补办●遗失云阳县江口镇胜元社区居民委员会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云阳支行盛保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76000507402作废●李洋遗失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开
具的安全维稳责任金，编号030624，金额30000元，声明作废●重庆和欢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编码5001068187174）一枚，声明作废●重庆融金运输公司渝B0A966营运证500110066085遗失作废●遗失重庆一水融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备案
回执一份，编号：50024320200326004声明作废

询价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办公家具
询价采购（第二次），估算总投资80万元，合同
期2年。请具有相应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
在2021年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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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拷取采购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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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重庆鑫顿老年康复养护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345960381A）
股东会研究决定，公司注册资本由原5000万元
减到4000万元。请本公司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
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有关手续。特此公告。

澳成公司渝 AJ665 挂营运证 500110068173，渝
B8A759营运证500110069841遗失作废。稳驰公司
渝BR5038营运证500110067163遗失作废。重庆市
两极通物流公司渝D36866营运证遗失作废。速瑞公
司渝B5A218营运证500110123378遗失作废。天
选公司渝DN1735营运证500222118466遗失作废。

合家欢物流公司渝DP2799营运证遗失
作废。綦江区皓然运输有限公司渝
BR5999 营运证遗失。锦添汽车运输公
司渝BD2555营运证灭失注销。锦吉物
流公司渝D31167营运证灭失注销。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正邦电器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3XK4XR）,拟将注册资
本由叁佰万元整减少为贰佰壹拾壹万柒仟柒佰元整。请
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重庆正邦电器有限公司2021年07月08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恒德医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858892158X5）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8000万元减少到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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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
员 万春）7月6日，璧山区妇联在大兴镇
相思葡萄园开展了“助力乡村振兴巴渝巾
帼行动——璧山区妇联2021年‘双学双
比’葡萄采摘劳动技能竞赛”活动。

璧山区妇联主席钟昌群在活
动启动仪式上讲话，希望基层妇
联组织要不断创新“双学双比”活
动形式、活动内容，让“双学双比”
活动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发动

机、助推器。该区妇联副主席李高超、璧城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肖鸿霞、大兴镇党委副
书记陶亚兰参加活动，全区15个镇街农村
留守妇女参赛。启动仪式后，15个代表队
到大兴镇相思葡萄园开展葡萄采摘劳动技
能竞赛。据统计，选手们在3分钟内共采
摘葡萄900余斤。经过激烈的角逐，广普
镇、河边镇等5个镇街获得葡萄采摘劳动
技能比赛一等奖，璧泉街道等10个镇街获
得二等奖。

璧山区妇联开展葡萄采摘劳动技能竞赛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石亨）据市气象台预计，今天起重庆
降雨减弱，大部分地区逐渐转为多云天
气，随着天气逐渐转好，全市最高气温也
会有所上升。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7月9日：多云有分散阵雨，27℃～35℃
7月10日：多云有分散阵雨，28℃～35℃
7月11日：小雨，24℃～29℃

今明天气好转 35℃高温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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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第2021179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1年7月8日

红色球号码
30 21 32 09 23 03

蓝色球号码
0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21076期

02 04 05 08 09 11 13 17 30 34
35 45 50 54 56 65 66 73 75 76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179期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17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8 6 6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17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8 6 6 2 7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107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0 0 0 3 0 1 3 3 3 1 3 3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107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0 0 0 3 0 1 3 3 3 1 3 3 3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7月8日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107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1 1 3+ 2 3+ 1 0

“我亲手给166舰装舰炮！”
原望江厂职工回忆峥嵘岁月 盼登舰再来一次故地重游

▲王文胜 受访者供图▲停靠九龙坡区建设码头的166舰

最骄傲
亲手给166舰安装舰炮

1952年出生的王文胜今年已经69岁，
他已经离开生产岗位16年，如今的生活，
便是在家带着两个孙子享受天伦之乐。但
是，每当说起当年的经历，王文胜便嘴角含
笑，眼里充满了骄傲。

王文胜记得，自己曾在国营望江机器
制造厂（以下简称望江厂）24车间8组工
作，90年代初他所在的车间负责的是火炮
自动系统的制造，这也是当时我国研发制
造自动射击的舰载防空炮中最为重要的环
节之一。1991年7月，王文胜和望江厂中
包括工程师、各个环节的工人等在内的十
几人接到任务，前往大连某造船厂完成驱
逐舰防空火炮的安装。“二层的3座双联37
毫米舰炮就是我们生产和装配的，主要作
用是防空。”王文胜在网络上的166舰的
3D预览图的二层舰首，找到了自己装配的
炮台。当年接到任务之后，王文胜和同事
们便立即出发，前后耗时4个多月，才将舰
上总共3门37毫米舰炮装配完成。

王文胜回忆，这种可以全自动控制射
击的防空炮，应该是当时好几个国营单位
耗时多年自主研发的最先进的舰炮，他记
得这是第一次安装在舰艇上。这一次安装
调试，几乎没有遇到太多的意外情况。最
难的工序，就是限定炮台的转动角度。“安

装限制装置，扩大射界是其中一项工作。
通俗地讲，就是限制转动的角度，避免火炮

‘自伤’到舰船。”当年曾参与装配的望江厂
工程师朱江峡证实了王文胜的说法。朱江
峡说，那次任务也是自己的第一次出差任
务，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王文胜回忆，转动装置在炮台下方，人
员可进入的空间十分狭小，但最终大家还
是克服了困难。炮台安装完毕后，试射的
精度、射速、稳定性都达到了设计标准。

最激动
首次登上中国驱逐舰

“第一次看到166舰真的很震撼。”王
文胜回忆说，因为工作的原因，他曾参观过
166舰的舰桥、甲板、指挥室……当时的感
觉是无比的震撼和由衷的自豪。

王文胜1970年便进入望江厂工作，作
为一线工人，他曾参与很多型号火炮的生
产制造，也曾先后给中国很多军用舰艇进
行过装配。他回忆说，很多时候调试舰炮
需要随舰出海，早年的中国军舰吨位较
小。每一次出海，作为内陆长大的人，他都
会被颠得七荤八素。

而跟随166舰航行，最大的感受就是
稳，站在3000多吨的驱逐舰上的感受和之
前任何一次都不同。同时，作为中国第一
代导弹驱逐舰，舰艇上的武器系统也是当
时国内最先进的，导弹系统自不必说，他们

安装的防空火炮，也是可以实现自动瞄准、
射击的全自动舰炮，其性能是之前靠人力
压弹、射击的火炮所无法比拟的。

最自豪
身为工人为国防尽一份力

“为什么166舰到重庆，望江厂的老同
事们都如此的激动，我认为这是曾作为军
工企业一线工人的一份自豪。”王文胜回忆
说，很多人觉得国营企业的工作轻松，但当
年，他们是铆足了劲头干事，希望为国家多
做贡献。

当年，望江厂生产火炮，从冶炼制作毛
坯，到设计、制造成品大部分工序几乎都在
厂里完成。他所在的车间加班是家常便
饭，交装日期之前的几天，有时候甚至需要
通宵达旦的加班。那时加班没有加班工
资，虽然可以调休，但大家几乎都没有要求
补休，干劲特别足。

此外，火炮若需要安装调试，他们随时
都需要出差，一走便是几个月，家里人只知
道自己出去安装火炮，但具体到哪儿去、干
什么却一无所知。好在老伴袁东碧当时在
后勤部门工作，照顾家里的事就都交给了
她。“厂里的工作就是这样，我们都习惯
了。”袁东碧接过话头。

“166舰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记忆和象
征。”王文胜说，为166舰安装炮塔的经历，
让他看到了中国国防实力的崛起，今天，祖

国更是越来越强大，作为军工企业的一线
工人，他由衷地自豪于自己也曾贡献一份
力量。

“很想再上去看看！”这几天，王文胜和
朱江峡准备邀约几个老同事，前往166舰，
再来一次故地重游。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彭光瑞
赵映骥 李斌 摄影报道

166舰暂停登舰参观
岸边打卡游客仍络绎不绝

6月27日，166舰陈列展开始对游客开
放，游客可登舰参观。7月1日，重庆建川博
物馆发出通知，因受长江汛期影响，水位线
上涨，需调试相关设施，为游客安全考虑，
166舰陈列展暂停对游客登舰参观，具体参
观时间请观看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重
庆建川海疆博物馆）。由于近几天长江上
游地区大量降雨致长江水位仍上涨，166舰
持续暂停登舰参观。

昨天在九龙坡建设码头，记者见到前
来打卡观看166舰的游客络绎不绝。来自
安徽合肥市的11岁女孩邵熙文和妈妈、弟
弟一块专门赶来观看166舰，她告诉记者，
放暑假了来重庆外婆家玩时，听外婆讲了
166舰的事，自己特别感兴趣。“今天看到了
166舰，感觉真了不起。”

6月26日早上6点半，166舰拉响汽笛，在拖船助力下，从南岸区明月沱出发驶向九龙坡建设码头。在郭家沱的江畔，数
百市民携家带口聚集于此，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军舰驶过，这里也是当天迎接166舰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热
情地迎接166舰抵渝？原来，他们中很多人都曾是原望江机器制造厂的职工，甚至有人曾参与166舰上防空炮的生产、安装
调试。王文胜便是其中的亲历者之一，当天，他满心骄傲地告诉我们：“我曾亲手给它装过舰炮！”

新闻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