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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重庆市铜梁区绿盾义工志愿
者协会（社会信用代码51500151MJP58
3167E）于2021年7月8日成立清算小组
清算完成，现申请注销，特此公告!

公 告
合川区承运现代家具经营部：

本委已依法审理潘勇宇诉你劳动报酬、
二倍工资差额争议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本
委 2021 年合川劳人仲案字第 265 号裁决
书。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
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7月23日

减资公告：重庆环宇鞋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24556770131L）经股东会研
究决定注册资金由200万元减至20万元，根
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遗失程鑫玥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376322作废●遗失重庆市潼南区体育路学校食堂食品经
营许可证（编号：JY35001520014181）作废●遗失奥司苏豪(重庆)置业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7月22日开
给张晓丹履约保证金收据9000元，票号0008967声明作废●重庆喜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中国工商银行华福
路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50698701，声明作废。

重庆宝润来运输有限公司渝BZ6087号500222050867，
渝BZ7736号500222050868，渝BZ8267号500222065209，
渝BY3969号500222041859，渝BY5969号500222041855，
渝BY2092号500222042300，渝BY6993号500222042473，
渝BY8960号500222069375，渝BY1880号500222068846，
渝BY7727号500222110330，渝BY1028号500222045036，
渝B1A729号500222053493，渝B5A115号500222055982，
渝D20635号500222066273，渝D55658号500222075387，
渝D56813号500222132514，渝BZ1333号500222062096
营运证遗失作废。银冠公司渝 AE832 挂营运证
500222053468注销。丽壕公司渝DM075挂营运证
500110109434遗失作废。华旭公司渝BR5231营运
证500110094094遗失作废。满载公司渝BL7966营
运证500110049529遗失作废。昱翔公司渝D88055
营 运 证 500110095111 遗 失 作 废 。 泰 吉 公 司 渝
BU6181营运证500110051470遗失作废。重庆平跃
物流公司渝DQ7296营运证遗失作废。安格公司渝
AJ356挂营运证500110069088，渝A8087挂营运证
500110051926，渝AJ786挂营运证500110069090，
渝AC559挂营运证500110058295，渝AB771挂
营 运 证 500110056757，渝 A9211 挂 营 运 证
500110053599，渝AE027挂营运证5001100670
75，渝B5A557营运证500110068401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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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母亲易礼芬、父亲肖世成之子肖易峰在2014年05月
30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116087声明作废
●森勃汽车运输公司渝B7A730渝BA900挂渝AE710挂
营运证遗失作废。皓金物流公司渝 DL3787 营运证遗失。
●遗失重庆市武隆区羊角街道新坪村硝厂组吴汉禄房
产证，证号武集用房地证巷 2010字第00186号作废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
员 万春）为进一步助力创新驱动发展，帮
助创业就业女性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切
实解决创业创新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提升妇
女助推创业创新的能力素质，7月20日，由
重庆市妇联主办、璧山区妇联承办的创新驱
动发展宣传培训在秀湖公园企业之家开讲。

璧山区妇联副主席李高超参加并主持活

动，璧山区女企业家商会的各界人士50余人
参加了本次培训。本次培训特地邀请了重庆
第二师范学院专任教师、副教授李园园老师
进行授课，李园园老师以“创造魅力人生”为
主题，与参会姐妹进行了创新创业经验分
享。本次培训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将会把
所学的知识投入到家庭和工作中，以更强的
信心、更足的底气、更高的能力投身于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
员 李新凤）为减少和防止暑期溺水事故，
近日，大渡口民新村组织辖区的党员志愿
者和辖区驻村民警一起给辖区的家长和
学生上了一堂“快乐迎暑假·安全不放松”
为主题的暑期安全知识课。志愿者通过

实际案例和视频，向全体参加活动的家长
发出警醒。自暑假以来，民新村围绕“护
苗爱苗，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题共
开展安全知识宣传讲座3场，系统宣传了
暑期防火防盗、防电信诈骗和防溺水安全
知识。

重庆市妇联创新驱动发展宣传培训走进璧山区

家长学生一起上暑期安全知识课

教我怎么说爱你
我年轻的

6年前，一份“爱心妈妈”承诺书让27岁的李佳有了个14岁的
“娃”——梅梅。白纸黑字只是个形式，列明了在成年前，李佳将自愿帮
扶，不计报酬地给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充分的爱。在成年礼上，也许
承诺书上“爱心妈妈”在孩子18岁时自动解除关系这一条让梅梅有些局
促紧张，但李佳悄悄握紧了她的手，“别怕。今天起，有什么事就找我。”

付出真情
她成为“成长引路人”

两年前在梅梅18岁那天，铜梁区妇联
给她这一批孩子办了一个颇有仪式感的成
年礼。生日礼物、蜡烛、蛋糕一样不能少。
伴着点点烛光，即将走进大学校园的梅梅眼
泪汪汪，端起蛋糕朝李佳走来，“一路太多艰
辛，还好有你。”梅梅感激地说。因年龄差
距，那声“李佳妈妈”即使心里早已盖章认
证，但嘴上百转千回，始终没喊出口。看着
过去比同龄人瘦小了不止一个型号的小姑
娘身高快要追平自己，李佳满心感慨。

第一次见梅梅是什么样呢？家徒四壁
的房子，重病卧床的父亲，有智力障碍的姐
姐和母亲，以及电饭煲的一锅夹生饭。低
着头的梅梅手指机械性地玩着衣角，不发
一言。今年33岁的李佳是铜梁南城街道
黄桷门村妇联主席，2012年，她来到黄桷
门村，成为了当地的一名妇联干部。关于
村里的困境儿童帮扶，梅梅家一直都是老
大难。李佳没想到，家访后的实际情况比
她想象中还要糟糕。

梅梅那时读6年级，患有类风湿心脏病
的父亲冬天关节疼痛难忍下床困难，一家
四口经常吃不到一顿饱饭。第一次进这家
门，李佳就挽起袖子做了一顿饭。简单的
一菜一饭，梅梅和姐姐吃得眼睛发光，这让
李佳心酸不已。在村里的帮扶下，李佳成

为了这家人的常客，经常提着肉菜油米来
看望。甚至经过她的奔走协调，梅梅家住
进了村里一户好心村民的闲置砖房内。

初中时，梅梅的父母相继去世，
感觉天都要塌了的小女孩抱着李佳
嚎啕大哭。那时，村里启动了“情暖
童心 相伴成长”困境儿童项目，

“爱心妈妈”“一对一”结对，通过
“1+1+N”帮扶形式，精准关爱困
境儿童。没有多么感人至深的承
诺，李佳告诉梅梅：“今后有难处，
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你都来找我。
我帮你。”梅梅点头，她打心眼里认
同这个“新妈妈”。因为她记得生
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得李佳的事无
巨细。她无比相信面前的这个人。

“我从小自卑。上公交车看见认
识的人都不敢打招呼，只会把头撇向一
边。是李佳阿姨告诉我，人可以穷，但志不
能短，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抬起头做人。”梅
梅告诉记者，“我发现家里有蛇，立即给李
佳阿姨打电话，哪怕下班时间，她也风风火
火买了雄黄来我家；我说家周围老有陌生
男人问我要不要出门打工挣钱，吓得她第
一时间来看我，还带来了警察叔叔，拜托对
方多巡逻附近。”

爱的点滴
孩子眼中的“爱心妈妈”

梅梅觉得，别人家的妈妈或许就是李
佳这个样子的。她教会了自己一道又一道
数学题，会给班主任打电话沟通学习。教
她怎么把菜切薄片片，教她怎么换灯泡，陪
她去冬令营、夏令营，参加亲子活动。李佳
就这样成为了梅梅的“爱心妈妈”。

李佳说，梅梅父亲去世后，智力障碍的
母亲和姐姐没人照顾，让她一度产生辍学
的想法。李佳一边鼓励孩子只有读书才能
改变命运，一边寻找着解决问题的途径。
几番打听，数度波折，李佳先后找到了梅梅
的伯妈以及养老机构解决了梅梅母亲和姐
姐的起居问题。“这下，梅梅可以放下心去
读书了。”

在李佳眼里，梅梅是个格外懂事、知道
感恩的孩子。“村里搞暑假小课堂，需要招
聘陪伴小朋友学习玩耍的义务小老师。放
假的梅梅本来在工厂里打小时工，每天能
赚80块钱。但听我说村里小课堂缺人，坚
决要回来帮忙。”梅梅还告诉李佳，自己从
小就在村里的帮助下长大，她也想尽自己
所能多回报一点。

看着孩子日渐懂事，长成亭亭少女，
李佳调侃自己年纪不大，却有了“吾家有
女初长成”的宽慰感。高中毕业，梅梅如
愿考上了江津青年职业技术学院，和她过
去的自卑正式说了再见。梅梅毅然选择
了护理专业。今年6月，刚毕业的她进入
铜梁当地一家医院成为一名护士。“之所
以做这个选择，一是阿姨从小无微不至地
照顾我，让我想传递这种爱心以及责任
感；二是我过去没法照顾生病的母亲，以
后想把这份耐心用在更多的病人身上。”
梅梅解释说。

成长蜕变
爱心妈妈让儿童成长不掉队

记者了解到，以真心、付真情，用“爱心
妈妈”的形式精准关爱困境儿童，成长路上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六年来，“情暖童心”
项目老百姓评价很高。截至去年年底，黄
桷门村共有543名儿童，其中困境儿童4
名、留守儿童5名。未成年人的保护，如何
让儿童的顺利成长成为妇联聚焦的关切。

铜梁区“爱心妈妈”启动的六年来，李
佳亲眼见证了许多孤困儿童的成长蜕变。
作为妇联人，她感到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帮
助一个孩子走出困境，是一件很具成就感
的事情。2019年，继梅梅之后，李佳又结
对了她的第二个“女儿”。9岁小欣宜的父
母都在服刑，从小被奶奶拉扯长大。李佳
说，在梅梅身上，她看到了“爱心妈妈”这件
事情的无限意义。未来，她想帮助更多像
梅梅这样的孩子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走
出精彩的人生。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从市妇联获悉，为
精准关爱特殊儿童群体，市妇联采取“1+
1+N”常态关爱困境儿童形式，发动万名妇
联干部、执委担任“爱心妈妈”，开展“六个一”
日常关爱。截至目前，已累积覆盖400名存
在重度心理问题的困境儿童，组织1700名困
境儿童和留守儿童参加“快乐成长营体验之
旅公益活动”，为100名困境儿童开展生涯规
划指导。与此同时，“情暖童心 相伴成长”
儿童关爱等现已纳入“十四五”重点项目，目
前编制实施三轮《重庆市儿童发展规划》，
全力推动规划任务圆满完成。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周荞 受访者供图

▲铜梁区妇联举办的成年礼活动（左二为梅梅，左三为李佳）

李佳和梅梅包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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