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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会议通知
重庆民融客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5U611Q8R），因公司长期未开展经
营活动，经部分股东提议，就解散本公司召开股东
会议，会议地点：重庆市北部新区栖霞路18号23幢
1单位6-17，会议时间：2021年9月20日上午九点
钟，联系人：邱继烈，电话：63063556。请全体股东
准时出席，若不出席会议，公司将按照《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规定办理注销登记。 2021年9月3日

●重庆伟之源物流有限公司渝DA5796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伟之源物流有限公司渝DE5950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伟之源物流有限公司渝DM702挂营运证遗失作废。●杨树利遗失重庆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开具的药品费发票一
张，代码050002000105号码05579368金额375.6元，声明作废●黄造遗失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出租汽车
分公司开具的安全维稳履约责任金，自编号：
030742，收据号0069306,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遗失:南岸区康派大药房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编号JY15001080178229声明作废。

李菊遗失重庆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 12月 26日开具购买鲁能中央公
馆-A区负三层366车位收据，收据号码：
11135739，金额：6585元，特此声明遗失作废

询价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非营运车
燃油采购询价，估算总投资130万元，合同期
2年。请具有相应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
2021年9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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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重庆市九龙坡区因特尔
电脑学校（注册号500107567897234）拟将注
销，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45日内
到本单位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声明
现发现市场上有冒充我公司名义售卖其他公

司产品、并伪造我司资质给客户进行天然气表后管
道安装的情况，对本公司的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
影响，严重损害了广大用户的利益，为保障业主的
用气安全，请各业主在安装时及时拨打我司真伪查
询电话:023－68645108，对冒充者我们会通过法
律法规途径追究责任，如因假资质所造成的一切后
果，按照相关规定，我司不承担，特此声明！

重庆能泰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9月3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驰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夏雪梅、晏秋
萍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
第 2872、28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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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
日上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仲裁四庭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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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

分立公告：重庆浦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
600.00万元。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进行存续
分立，分立为重庆浦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浦沄
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纳西姆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重庆千珠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斯佩诺锶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分立后的重庆浦辉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万元、重庆浦沄晗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重庆纳西姆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重庆千珠荟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重庆斯佩诺
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300.0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分立
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本公司与新设公司按相关法律
法规、分立约定、分立方案进行承担（在分立前与债
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
外）。本公司债权人可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要求公司对债务人承继方案进行修改，或者要求
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
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
序实施。特此公告 重庆浦辉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金源公司渝A90580营运证500110044357遗失作废。
富鑫公司渝BS5560营运证500110030521遗失作废。
交太商贸公司渝B1A357营运证500110069566遗失
作废。聚熙公司渝D19201营运证500110125061遗
失作废。重庆宝润来运输公司渝BY2883营运证遗失作
废。车与公司渝D4882挂营运证500110078167遗失作
废。豪迈物流公司渝B3A768营运证500110067569，
渝D63469营运证500110119164遗失作废。尊远公
司渝B7777挂营运证500104010004，渝B3757挂营
运证 500104008506，渝 BQ0191 营运证 500104008488
遗失作废。恒灿公司渝BU0283营运证500110085645，
渝BR1282营运证500110095724，渝BL9299营运证
500110068667，渝 BQ9117 营运证 500110062080，
渝BQ0821营运证500110068370遗失作废。重庆添
福物流公司渝D13489营运证遗失作废。永康公司渝
BY7309营运证500110110428遗失作废。车与公司
渝D12166营运证500110076544遗失作废。

●遗失蔡振轩《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275053作废●政皓物流公司渝DB9615 营运证遗失。佳驰物流公
司渝BV6870营运证500110040082遗失。森勃长寿
分公司渝B6297挂营运证500115061195遗失作废。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员 刘
明森）近日，大渡口融城社区出现一支志愿者队
伍。他们每天准时出现在各小区的分类垃圾桶

旁，对前来投放垃圾的居民进行引导。自2020
年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开始，融城社区积极发
动志愿者主动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来。

大渡口志愿者引领垃圾分类新时尚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
亨）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多云到晴为
主，气温较高，全市最高温在37℃左右，周日，长
江沿线及其以北地区阵雨或雷雨，西部偏西及东
北部偏北地区中雨到大雨。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9月3日：多云间晴，26℃~36℃
9月4日：多云，午后有分散阵雨，27℃~35℃
9月5日：阵雨转阴天，23℃~29℃

今明两天气温偏高 周日大雨来降温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月）开学
季来了，重庆北站南广场站、江北机场T2航站楼站等相
对客流稍微大一点的站点，马大哈们似乎增加不少。记者
昨天从重庆轨道交通晒出的一组数据中看到，单是从8月
25日至8月31日这7天里，就有不少乘客在轨道交通3号
线沿线丢失了物品，尤其是重庆北站南广场站、江北机场
T2航站楼站等大客流站，丢失身份证、学生证等的乘客不
少。数据显示，单是重庆北站南广场站，丢失身份证、学生
卡等证件的数量就有19件，在失物数据中占比较大。有
网友梳理了年初近三个月重庆轨道交通失物排行榜，让
人大跌眼镜的是袋子和身份证并列第一，后面的排名依
次是包、被子、钥匙、银行卡、眼镜、学生卡等。

那么，在乘坐轨道交通时遗失了物品，该如何找回
呢？轨道交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丢失物品的乘客可以
第一时间联系车站工作人员，登记报失，并留意车站广
播；若已离开轨道交通车站，可及时到就近的车站登记
报失，尽量提供详细的信息，如物品的形状、颜色，遗失
时间、地点（如哪个车站的哪个位置、所坐列车开往方
向、车厢编号）等信息，也可以关注“重庆轨道交通”微信
公众号等渠道查询。

记者了解到，如果乘坐轨道交通遗失了物品，若工
作人员捡到你丢失的物品，会统一放入轨道交通客服中
心或指定车站保管，你可以对照各线路相应的失物存放
地点和联系方式寻找。

同事系新家首波客人

记者昨天在渝北奥特莱斯商场见到了秦超
夫妇，二人结婚1年多，住在渝北金渝大道81号。
“我觉得她有点太不给我面子了。”谈起这次请客
事宜，秦超还是有些怨言。秦超今年28岁，今年7
月底才和老婆搬进了这套装修一新的房子，尽管
房子套内只有35平方米，但打通了卧室与客厅，
再加上极欧的装修风格，让这个小家看起来还
是很通透温馨。

带着分享新家喜悦的心情，8月28日晚，秦超请
来了新家的第一波客人——自己所在的电商公司销
售部门的两位同事，26岁的小曾和25岁的小江。

同事坐床上老婆发飙

秦超的老婆崔婧告诉记者，当天下午5点半，他的

两位同事一起来的，还拎了水果和牛奶，自己当时也是
很欢迎他们的。哪知，在进门换鞋的时候，两个小伙大
大咧咧，直接把鞋子一蹬一甩就脱掉了，“有只鞋子很
脏，还碰到了我家的大白墙，给我心疼坏了。”

“她当时脸色就有点不对，我赶紧趁他们洗手的时
候安慰她。”秦超说，吃完饭后，崔婧在厨房里洗碗，三
人则移步沙发区域聊天。小江见沙发比较小，就直接
坐到了沙发旁的床上。“我当时从厨房里洗好水果端
出来，看到他坐我的床上，一下子气得我冒烟。”崔婧
说，当时自己的情绪完全不受控制了。秦超清晰地记
得，崔婧涨红着脸对同事吼道：“你啷个坐我床耶？你
太不懂规矩了吧！”小江吓得“腾”地一下从床上弹起，
并连声向崔婧道歉。随后，小江和小曾交换了一个眼
色，便告辞了。

崔婧说，事后自己也有些后悔自己的失态。但仍然
坚持认为，客人不能坐主人的床是基本的规矩，“一是不
尊重人，二是这样好脏嘛！”

轨道交通失物排名第一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轨道交通失物联系电话

两路口站客服中心电话：63353333
新山村站电话：68003251
重庆北站南广场站客服中心电话：
63353606
人和站电话：65972962
冉家坝站电话：63356372
龙头寺公园站电话：
65976001

鞋子到处丢还直接坐床上 同事来做客惹怒女主人

做客之礼，你遵守了吗？

重庆市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谭刚强认为，热
情好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文明做客，则是
作为客人的基本礼仪和规矩。一场完美的做客往
往是：主人尽了待客之道，客人守了做客之礼，氛围
融洽、友好。

正如上述市民和网友提的这几点，去别人家做
客，无论关系再好，也要讲规矩有分寸。除了行为上
有所注意以外，语言上也应注意，比如尊重主人的生
活习惯，不要对别人家的装修指指点点，更不要反客
为主等等，总之，要让自己成为一名受欢迎的客人。

待客之道，做客之礼指的是哪些？
1、登门拜访应该提前预约，不要太迟或太晚去做客。
2、进门先问候，鞋子放整齐。
3、做客时要彬彬有礼，见到年长者主动自我介绍。
4、在主人引导下参观房间，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卧室。
5、坐姿端正不翘腿不抖动，主人敬茶要起身双手接。
6、谈话时要以微笑相对，不随意打断对方说话。
7、告诉孩子不能乱动别人东西，玩玩具或看书须经主人同意。
8、临别时记得打招呼，主人相送要说“留步”。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薇 实习生 秦小雅

遵守做客之礼，做受欢迎的客人

去别人家做客的
那些规矩

1、不能坐在床上

冯先生（23 岁 财务）：随意坐在别
人床上就是不对的行为，就算是沙发坐不
下，也可以坐地毯上或者搬个凳子。

林女士（29岁 业务员）：有次我们亲戚
家的小孩没经过我允许，跑我床上疯玩，我
当时就生气了。小孩也被他爸胖揍一顿，他
爸说得好：去别人屋做客，没得到允许，就坐
别个床是最没教养的！

2、鞋子应摆放整齐

刘女士（32岁 软装设计师）：客人进门
的时候，一定要看看主人家是怎么摆放鞋子
的，尽量按照主人的方式摆放整齐。

崔女士（28岁 记者）：如果有脚气或者
汗脚的情况下，建议不要换拖鞋，找主人要
鞋套，这样大家都不尴尬。

3、不要在沙发上乱躺

彭女士（29岁 服装销售）：主人家的沙
发再安逸，那也毕竟是别人家，不要直接躺
在别人沙发上，或者是脱掉鞋坐沙发上。

俞先生（40岁 编辑）：最烦客人到家里
耍直接瘫在沙发上，还有小孩鞋子也不脱就
在上面踩，头疼死了。

4、不要自己进空房间

谢先生（31岁 经济师）：我觉得客人不
要单独进空房间吧，更不能去翻主人家的东
西。有次一位邻居来做客，我们在厨房忙的
时候，自己到处逛，一会翻相册，一会开柜子
的，让我和我老婆很反感。

周先生（35岁 司机）：主人带你参观可
以，但不要私自跑进别人的卧室，那样特别
不礼貌。

5、不要未经允许拍照

乔女士（35岁 文员）：有次我同事来我
家玩耍以后，直接在朋友圈九宫格晒照片。
我当时很生气，因为家是私人领域，也有些
隐私物品，没有经过我允许凭什么把我家晒
出来？

上周末，秦超请了两位同事来家
里做客，没想到老婆竟当场和同事们
翻脸。原来，同事进门就将鞋子乱
丢，吃完饭后，其中一位同事直接坐
在床上，让老婆大发雷霆。中国是文
明古国、礼仪之邦，热情好客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样，文明做客也
是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好方法。当
我们应邀做客时需要注意哪些礼仪，
做一个受欢迎的客人呢？

专家点评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23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2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23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2 4 0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