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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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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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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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审验车辆明细（493台车辆）

2021年11月审验车辆明细（493台车辆）
安徽快马物流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渝DY0552、曾科：渝DE9870、陈万强：渝A39628、崇文
（重庆）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渝DT8350、渝DY8616、渝DD6956、冯志刚：渝A98015、贺武
勇：渝D20795、湖北盛丰物流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渝A68757、渝A68805、华姿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渝DY5715、嘉陵集团重庆宏翔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渝A0H586、蓝朝伦：渝
A56351、李开美：渝BQ6126、廖常英：渝A90633、刘永红：渝D28517、陆毅：渝AN9006、民
生国际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渝 BM5760、渝 AH7089、渝 AH8020、渝 AH9554、渝
AH9077、渝AH7944、潘雪玲：渝DF8183、蒲浩然：渝BY2866、锐尔泽（重庆）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渝AN6590、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渝D40567、渝D40501、渝D40587、渝
D02440、渝 D83640、渝 D25865、沙坪坝区兴庭货运经营部：渝 DK2538、苏明娅：渝
A70980、吴长模：渝DT5399、吴忠利：渝DZ1568、谢胜：渝D05056、熊兴强：渝D96768、闫
睿：渝DQ2938、杨昌君：渝A69328、张启彬：渝BS2538、郑万竹：渝D66503、中铁十一局集
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渝D12913、渝D13932、渝D13320、重庆昂禹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渝
DW3038、重庆百满盛运输有限公司：渝BY5655、重庆佰联运输有限公司：渝DW1901、重庆
本智物流有限公司：渝 BY3678、重庆彬瑞物流有限公司：渝 B3A235、渝 D50935、渝
DX6611、渝DU7328、重庆博屹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D12922、重庆财鑫物流有限公司：渝
DT6629、渝D88217、重庆财亿物流有限公司：渝BS1835、重庆诚似锦物流有限公司：渝
D28526、重庆赤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渝H70770、重庆川页运输有限公司：渝BY7861、
重庆传财物流有限公司：渝G27566、渝BY9222、渝BY6880、渝DP1597、渝DF9015、

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服务中心关于辖区道路运输车辆《道路运输证》作废的公告
以下车辆逾期未审验，已被注销车辆《道路运输证》，现予以公告作废。

渝DD267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37727）、渝A0867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21708）、
渝B2108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40048）、渝DP3835（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46787）、
渝AN6939（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25297）、渝D13952（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34145）、
渝DQ063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46849）、渝A72878（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18765）、
渝A7025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35553）、渝D5G98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47832）、
渝B6A189（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27696）、渝D09692（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40050）、
渝A7029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18688）、渝A52819（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25821）、
渝AN5282（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04635）、渝DD383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34930）、
渝D96555（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35867）、渝AS96Y6（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57149）、
渝AN8799（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03817）、渝D2695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34307）、
渝BS5588（道路运输证号：500106026971）、渝D2Y02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13027636）

沙坪坝区交通服务中心 2021年10月11日

渝DP3685、重庆创威物流有限公司：渝D48809、渝D33018、重庆创业镁运输有限公司：渝
DZ8907、重庆大攀物流有限公司：渝D53565、渝DR1391、重庆鼎驰物流有限公司：渝
DS7820、重庆鼎顺物流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公司：渝BH6358、重庆东迅物流有限公司：渝
AN8576、渝A90825、重庆东正物流有限公司：渝A52310、渝A90399、重庆二木拉特芳斯
科技有限公司：渝A62286、重庆法士特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D65526、渝H77267、重
庆飞达表面处理中心：渝D04340、重庆丰东热处理工程有限公司：渝D96798、重庆福源升
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DA2729、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分公司：渝A57003、渝
AN6038、渝AN6056、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渝AN5683、渝A66969、
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沙坪坝分公司：渝A60110、渝AN8939、渝AN8393、渝
AN8515、渝AN6291、渝A72399、渝D76733、渝DL2287、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顺
康物流分公司：渝AN6377、渝AN8389、渝DE8670、重庆公路运输集团集装箱联运有限公
司：渝A69030、渝A69380、渝A68505、渝A69350、渝A69358、渝A69130、渝A69220、重
庆古对今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渝 DN9897、重庆冠博物流有限公司：渝 D96091、渝
D62026、渝 D16512、渝 DZ3758、渝 D53176、渝 D69826、渝 DG1780、渝 DL8232、渝
DE9988、渝DZ9869、渝DK5908、渝DY7032、渝DW5979、渝DC9722、重庆国富物流有限
公司沙坪坝分公司：渝 A72018、渝 A72700、重庆海泽物流有限公司：渝 DE1866、渝
DN5759、渝 DL2752、渝 DH7297、渝 D88767、重庆豪灿物流有限公司：渝 D03008、渝
D62260、重庆豪耕工贸有限公司：渝A90781、重庆和欢物流有限公司：渝DW5901、重庆恒
硕机械有限公司：渝DL0160、重庆弘越物流有限公司：渝D76700、渝DS7509、重庆鸿财物
流有限公司：渝D88307、渝DG5525、重庆华鲜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渝DG7596、重庆
汇康物流有限公司：渝FN1905、渝D51347、渝D19061、渝D37933、渝D52537、渝D05879、
渝D20725、重庆慧骐物流有限公司：渝BY2890、渝BY6335、渝D00535、渝DF8077、渝
DZ7762、重庆货多多物流有限公司：渝D96781、重庆吉茂物流有限公司：渝D23408、渝
D50658、渝 D55575、渝 D81720、渝 DN6191、渝 DJ0208、渝 DZ7157、渝 DQ6969、渝
DM9762、重庆吉诺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渝BY3822、重庆吉耀物流有限公司：渝
DA8027、重庆集捷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渝 DN9890、重庆加正物流有限公司：渝
D61628、渝DS8283、渝DE9951、重庆佳百利物流有限公司：渝DU3380、

重庆嘉亿兴物流有限公司：渝DD7113、重庆建运物流有限公司：渝CK9176、渝D56337、渝
D56327、渝D35367、渝D75327、重庆金富物流有限公司：渝DD6761、重庆金遥物流有限公
司：渝A2H186、渝A0H608、渝A9H836、渝A3H768、渝A3H363、渝A7H796、重庆锦德物
流有限公司：渝C82291、重庆靖博物流有限公司：渝DT3032、重庆玖兴物流有限公司：渝
D80675、重庆玖运物流有限公司：渝DW2316、渝D58839、重庆聚裕物流有限公司：渝
BX5595、渝DQ8562、重庆郡鹏仁杰运输有限公司：渝DM7176、渝DY3023、重庆凯仁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渝DN0522、重庆铠煜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渝BM5728、渝BM5801、渝
BM1591、渝 AN9788、重庆酷发物流有限公司：渝 D69901、渝 D13877、渝 DG7538、渝
DL0272、渝DN5896、渝DL8815、重庆朗顺物流有限公司：渝D98657、重庆朗逸物流有限公
司：渝D86954、渝D04495、重庆雷成运输有限公司：渝D10638、渝DX1658、重庆利城减震
器有限责任公司：渝AN6925、渝AN7285、重庆联福物流有限公司：渝DR1010、渝D10927、
渝D03087、重庆猎户座运输有限公司：渝DU8867、渝DV3630、重庆林柯物流有限公司：渝
D15893、渝BW3308、渝BY5279、重庆岭池物流有限公司：渝A90620、渝DB9863、重庆路
超运输有限公司：渝DZ6135、渝DU6623、重庆迈程物流有限公司：渝DK6353、渝DR5553、
渝DH2133、渝DW3196、渝DK9508、渝DK6079、渝DJ5386、重庆满荣物流有限公司：渝
D75787、渝DJ8386、渝DB7168、渝DX2726、渝DG9536、渝D62257、重庆美泰物流有限公
司：渝DL5568、重庆萌杰物流有限公司：渝DV3850、渝DP9797、渝DB9890、重庆敏能物流
有限公司：渝DE7922、重庆明洋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A162A5、渝AN7025、渝AG3078、
渝A0H520、渝A1H668、渝A2H908、渝AH2282、渝AH3807、渝AH3992、渝A2H509、渝
A8H600、渝A5H366、渝A1H090、渝A5H855、重庆欧康物流有限公司：渝DB3216、渝
D13456、渝 D08095、渝 DF0529、渝 DV6568、渝 DP1560、渝 DE1569、渝 DM2671、渝
DV0615、重庆平川物流有限公司：渝 D10600、渝 D25127、渝 D68311、渝 D35350、渝
D68336、渝D68321、渝D68386、渝D68378、渝D26170、渝D68365、重庆琪翔物流有限公
司：渝BY2279、渝BY3899、重庆起东物流有限公司：渝D07209、重庆千里汇物流有限公司：
渝D90304、重庆庆辰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渝D69913、渝D76759、重庆全慈物流有限公
司：渝 D84201、渝DT6096、渝DT5020、渝DZ6265、渝DZ8219、渝DP8358、渝DZ7873、
渝 DL2867、渝 DY9993、渝 DU8337、渝 DS8571、渝 DV6769、渝 DJ5078、渝 D92379、

渝DJ2969、重庆全民达物流有限公司：渝BY2777、渝BY7087、渝D00329、重庆群宇物流有
限公司：渝DS8789、渝DV3693、重庆荣圻物流有限公司：渝BY9777、渝BY8706、重庆瑞速
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D29012、渝 D04498、渝 D53585、渝 D62028、渝 D69358、渝
D62020、渝D76705、渝D96756、渝D56852、渝D87696、渝D91086、重庆瑞轩林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渝DB0502、重庆润天货运代理有限责任公司：渝BY2270、渝BY1718、渝BY8050、
重庆上顺物流有限公司：渝D51158、重庆升禧物流有限公司：渝A78891、渝A79361、重庆
晟兴速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Y3718、渝BY9289、渝BY6216、渝BY6927、渝BY2619、
渝D07298、渝D84251、重庆盛装物流有限公司：渝AN7766、渝AN9168、重庆时效物流有限
公司：渝DZ8575、重庆世茂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渝AN9086、重庆市弘超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渝DQ7569、渝DZ3217、渝DE2239、渝DS5027、渝DU6605、渝DG7212、重庆市宏冠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渝 D52515、渝 D68372、重庆市华帝货物储运有限公司：渝 AN8016、渝
BY1863、重庆市辉跃物流有限公司：渝AN9208、渝D25848、渝D04487、重庆市沙坪坝区大
兴水泥路面块制品厂：渝A70398、重庆市沙坪坝区恒拓摩托车零部件加工厂：渝D20647、重
庆市速捷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Y6181、重庆市铁龙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F2702、渝
DF3192、渝DQ3973、渝D53173、重庆市铁瑞运输有限公司：渝A77395、渝BY1170、重庆首
达物流有限公司：渝DJ8268、渝D56186、渝DS8660、重庆双捷物流有限公司：渝G29183、渝
D20128、渝DP2980、重庆水木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渝DU6151、渝DB2618、重庆速驰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渝BM1009、渝BM5519、渝BM5969、渝BP9293、渝A72678、渝A72230、重
庆孙平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G7169、重庆唐朝物流有限公司：渝DZ3778、渝DV0203、重
庆涛浪商贸有限公司：渝DG5821、重庆腾博物流有限公司：渝A67360、重庆腾智翔物流有
限公司：渝 D82383、重庆天阔物流有限公司：渝 D23852、渝 DW5110、渝 DX9381、渝
DP8853、重庆添锐物流有限公司沙坪坝区分公司：渝A72008、渝A72080、渝A72019、渝
A72915、重庆铁明物流有限公司：渝A77039、重庆同宏运输有限公司：渝D00405、渝
D35326、重庆途韵速递有限公司：渝D52575、重庆万利盛物流有限公司：渝D03192、重庆万
事顺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DP1672、重庆万旺物流有限公司：渝BV1208、渝D19071、渝
D22489、重庆威嘉豪物流有限公司：渝D13382、渝D03088、渝D62085、

重庆稳盈物流有限公司：渝D51067、渝D98645、渝D62066、重庆稳运物流有限公司：渝
D90073、渝 D88681、渝 DY0629、渝 DZ2687、渝 DH5772、重庆先飞物流有限公司：渝
DG1109、重庆祥源物流有限公司：渝D63004、渝D12980、重庆翔鑫物流有限公司：渝
D75776、重庆响亮物流有限公司：渝BX0872、重庆欣速驰物流有限公司：渝A90626、渝
A90026、渝A90682、渝A90050、重庆欣旺利物流有限公司：渝D23831、渝DU1095、渝
DL8026、渝DJ8228、渝DT0810、渝DR9787、渝DK8073、渝DY9210、重庆欣稳顺物流有限
公司：渝D01198、重庆新浪物流有限公司：渝BR9167、重庆新时通物流有限公司：渝
AN7875、重庆兴迈物流有限公司：渝D19641、渝DY1875、重庆旭健物流有限公司：渝
DR6075、渝DR6582、渝DY0522、重庆轩瑞物流有限公司：渝DN8518、重庆亚恒物流有限
公司：渝BP9269、渝D14933、重庆燕慧物流有限公司：渝A72993、渝DS7960、重庆壹叁供
应链有限公司：渝DF1936、重庆奕速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94932、渝DP0969、渝
DB8530、渝 DR7818、渝 DH5638、渝 D97851、渝 DQ7621、渝 DX2686、渝 DX3528、渝
DZ9907、重庆燚犇运输有限公司：渝D92667、渝D55644、渝D59658、渝DG9992、重庆鹰霆
物流有限公司：渝DS1905、重庆盈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渝D10730、重庆永凯物流有限公
司：渝D31810、渝DR6771、渝DF7119、渝DQ9209、渝DM7860、渝DB5698、渝DH6297、
渝DZ7237、重庆友驰物流有限公司：渝A52718、渝A52609、重庆友华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渝D75777、重庆裕铭物流有限公司：渝DP5099、重庆远鸥货运有限公司：渝A90377、重庆远
通联运有限公司：渝AN9877、重庆月兴物流有限公司：渝G12259、渝A69218、重庆运泰物
流有限公司：渝BY9297、渝D03013、渝D03061、重庆韵赢达物流有限公司：渝D71320、渝
DB2066、渝DC6090、重庆枣黔物流有限公司：渝DW9532、渝DW2979、渝DX3651、渝
DZ0995、渝DC5290、渝DR1981、重庆展成塑料有限公司：渝D60021、重庆长宏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渝DH6597、渝DD3266、重庆长盈物流有限公司：渝D79578、渝D31581、渝
D77986、渝D39206、渝D53538、渝D69377、重庆振翰物流有限公司：渝D86588、重庆正耀
物流有限公司：渝DJ1779、重庆致尧物流有限公司：渝A69316、渝D16390、重庆智清物流有
限公司：渝 D73803、渝 DS7050、渝 DF9881、渝 DR8370、重庆中集物流有限公司：渝
AN8002、渝AN6603、渝A68620、重庆众仁物流有限公司：渝A21QC9

●重庆五欣物流公司渝B5A298营运证500110127346遗失作废
●重庆雄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GB3270营运证灭失注销
●遗失肖宇营业执照正副本 92500112MA616CPH2X作废
●遗失王朔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JY25003590134681作废
●遗失施正清营业执照副本92500112MA60492Y5
M、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JY15001120176989作废
●张玉城身份证于2021年10月8日晚遗失，证
号52213019961103003X，自见报之日起不承
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遗失巧磨娘重庆粮油有限公司公章5002307022819作废
●重庆百皇物流有限公司渝D12560道路运输证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伽思贸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一枚，编号:50010380757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优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民办非企业登
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06MJP5547450声明作废
●遗失云阳县皓妍副食销售超市公章
一枚，编号5002351037484声明作废
●重庆市红吉物流有限公司渝DC558挂营运证遗失
●遗失阅宇公司渝BY2987营运证500110053685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宜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27MA605TPL55)股东会决定，现将
原注册资本由捌仟万元减少至贰佰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21年10月11日

重庆鑫盛通化工有限公司年产7000吨已二醇及
1000吨炔二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公示
重庆鑫盛通化工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承担年产7000吨已二醇及1000吨炔二醇
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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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相关信息可在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MjsWdtQ4h09ZGcea4ZWHOA 提
取码：k1wn上下载，如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
下载查询。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庆鑫盛通化工有
限公司，李工，15883018145；邮箱：425564346@qq.
com；环评单位：重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工：13368383771，邮箱：496344194@qq.com）

黄205井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我单位拟实施建设黄205井建设工程，建设地位于
重庆市永川区。目前该项目已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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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现
对该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以征求项目区公众对有
关项目环境影响的相关意见，有效期为2021年9月
22日起至2021年10月12日止。公众可登陆以下
链接查阅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纸质
报告可电话联系查阅，并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发表
意见和建议。网址链接：https://pan.baidu.com/
s/1soXmmMNfYQqFwfnm7utunw提取码：czt9。
联系方式：喻波 电话：023-67351620
通讯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大庆村环境节能监测中心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重庆气矿

公 告
重庆伐夏劳务咨询有限公司：本委作出关于你单位职工
张开晓的北碚劳初鉴字〔2021〕935号《初次鉴定结论
书》，鉴定结论为：伤残玖级，无生活自理障碍。对本次
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重庆市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因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公告送达，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60日视为送达。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清算公告
重庆市九龙坡区因特尔电脑学校(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500107567897234Q)拟将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单位清算
组提供有效凭据，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逾期
不予受理。特此公告。联系电话：15310907233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政园林开发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202921828Y）股东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车辆
管理所遗失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第四联）共
5 张，发票号码：000987373，000988244，
000988316，000988380，002269464；非税
收入电子缴款专用收据1张（第二联），发票
号码：000018727，现声明遗失作废。
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

2021年10月9日

成昆商贸公司渝DU7170营运证500110130305遗失作
废。籍力公司渝D30515营运证500110115595遗失作
废。重庆心想事成公司渝DA1870营运证遗失作废。
重庆奔特公司渝BS7203 营运证 500222041529，渝
BV8595 营 运 证 500222061960，渝 BV8780 营 运 证
500222031993，渝 BV2852 营运证 500222028537，渝
BS7301 营 运 证 500222030542，渝 BV9500 营 运 证
500222030962，渝 BV8552 营运证 500222067101 注
销。诺成公司渝DG956挂营运证500110108609遗失
作废。满宏公司渝D06485营运证500110074154遗失
作废。重庆晗江公司渝BX3195营运证500105010187，
渝BY1065营运证500105011071注销。重庆越华公司
渝B3162挂营运证500108038377遗失作废。重庆协安
鑫胜公司渝DL9665运输证500112026668遗失作废。
泰吉公司渝BU9265营运证500110125080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壹心壹课外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民办学校办学
许可证正本（编号：教民150010
670001899号），声明作废。

森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V8766,渝B7A791渝B8A969
渝B8A589渝A93215渝BS7109渝BV8508渝B5A392，
森勃长寿分公司渝B97011, 光银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渝BV8771, 綦江区发家致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D29712,渝D06649. 顺心顺意物流有限公司渝DT8696.
重庆杰狮物流有限公司渝 DF0737 渝 DK7556 渝
DY9539渝DY8199渝DL3905渝DH2396以上车辆
与公司失去联系，经多方寻找未果，该批车辆多年未参
加年度检验及保险，未交回行驶证，营运证，牌照，登记
证书，请车主见报之日三日内与公司联系，自登报起该
车牌证公告作废并注销营运资质，产生的一切后果由
实际车主自行承担。同时上述行为已构成违约，现告
知挂靠实际车主在见报后十日内与我司联系，逾期则
双方的车辆挂靠合同关系自动解除，对应车辆将做灭
失处理，并注销，该车产生的交通事故和法律责任等一
切后果由实际车主自行承担！多利卡物流配送公司
渝DQ5537渝 DK6235渝 DJ3095 营运证遗失作废 .
上航物流公司渝BR7157营运证500110015830遗失
作废。锦吉物流公司渝D18314 营运证遗失。东美物
流公司渝D81912营运证500110092109遗失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学多分教育科技（重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文学兵
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第
30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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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上午
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仲裁二庭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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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安宇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李言
勇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
〔2019〕第2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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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书及开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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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下午14时在
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仲裁二庭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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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

9 月 29 日，“科技创新 人才领航”
2021十大重庆科技创新年度人物评选活动
迎来专家评审，经过13位专家团成员严格
把关，“2021十大重庆科技创新年度人物”
新鲜出炉，即日起，将进入名单公示环节。
接下来，组委会还将举行颁奖盛典，正式发
布“2021十大重庆科技创新年度人物”，对
外展示重庆科技创新顶尖人才，营造重庆
科技创新良好氛围。

聚焦科创
四大奖项致敬行业标兵

2021十大重庆科技创新年度人物评选
活动，由重庆市委宣传部指导，重庆日报报
业集团主办，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重庆高
新区管委会支持，重庆大数据研究院有限
公司、天眼查、5G应用产业方阵重庆分联
盟、重庆市物联网产业协会、重庆市新材料
产业联合会、重庆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重
庆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协办。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推动
力。”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向泽映在评审会
上表示，举办“十大重庆科技创新年度人物评
选”活动，旨在表彰、宣传在学科研究、科技成
果产业化、技术化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创造
出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科技创新人
才，向全社会展示重庆科技创新成果。

据悉，本届评选，设立了“2021十大重
庆科技创新年度人物”“2021十大重庆科技
创新企业家”两个主榜单，以及“2021重庆
科技创新社会责任人物”特别奖。值得注
意的是，本次评选活动也特别设置了“2021
十大西部（重庆）科学城科技创新领军人
物”评选。

组委会介绍，本次评选自今年4月份正
式启动以来，进展顺利，受到各方关注和好
评。来自重庆科研院所、高校、医院、企业等
具备高学历、高研发、高知识背景的科技人才
踊跃报名，参评人所在行业包括医疗器械、药
物研究、航空航天、材料科学、化工生产、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态农业、节能环保等。

到6月30日报名截止，组委会共收到
135份报名参评资料。其中“2021十大重
庆科技创新年度人物”59份、“2021十大重
庆科技创新企业家”48份、“2021十大西部
（重庆）科学城科技创新领军人物”28份。
在经过组委会严格的资格遴选、报名信息
真实性审核后，最终有132个参评人正式
入围，进入评审会阶段。

“这些参评人在科学研究、前沿探索、
成果转化、科技服务、企业发展等方面成绩
突出、贡献卓著，是重庆科技创新领域的主
力军，他们代表了目前我市乃至全国科技
创新的顶尖水平，展现出全市科技工作蓬
勃发展的良好局面。”组委会相关人员介
绍。以角逐“2021十大重庆科技创新年度
人物”奖项的参评人为例，他们的实力都很
雄厚，其中有的在医疗器械、疫苗研发、工
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研发并应用解
决“卡脖子”的关键性技术，达到全国或国
际科技创新顶尖水平。

在“2021十大重庆科技创新企业家”的
参评人中，也是创新型企业家云集，他们或
是企业创始人，或是核心高管人才，在创建
企业到壮大企业的过程中，用科技创新的力

量助推企业快速成长，成就了一个个科技创
业杰出企业。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参评人
中，有人还曾获得过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务
院特殊津贴”“中国人工智能年度十大风云
人物”“中国专利优秀奖”等至高荣誉。

“领军人物”
助力科学城发展

西部（重庆）科学城是助力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战略支撑载体，一直
以来都高度重视科学资源的汇聚以及顶尖
科技人才的培育。此次特别设置的“2021
十大西部（重庆）科学城科技创新领军人
物”评选，在于着重表彰在西部（重庆）科学
城开展核心技术创新、双城经济互动，对社
会作出突出成绩的科技创新人才。

据悉，此次该奖项的参评人所在企业
或单位的工商、税务注册登记地均在西部
（重庆）科学城范围内，且具有突出的科技
创新能力，通过其自主研发或运用已有的
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在双城
联动、人才引进等方面做出过显著贡献。
据了解，为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能力，汇聚
高端科技资源，为创新提供全方位支持，重
庆高新区推出了政策组合拳。围绕人才引
育、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金融支持四个领
域，出台西部（重庆）科学城“金凤凰”40条
政策，精准对接科学城核心区科技创新主
体发展需求，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引领区域创新发展
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评选出的科技创新
领军人物，凡所属单位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和
统计关系在西部（重庆）科学城核心区（重庆

高新区直管园）范围内的，均可享受“金凤凰”
政策。接下来，西部（重庆）科学城将以更精
准的政策、更完善的机制、更优渥的环境、更
便利的服务聚天下英才、汇八方来客。诚邀
胸怀梦想、敢于创新的科学家、企业家、创业
者在科学城舞台上追逐梦想、实现梦想。

评审严格
13位专家团层层把关

据了解，由于参评者都是各行各业的
佼佼者，此次评审也格外严格和严谨。在
活动报名结束后，组委会就相继开展了初
审、走访等后续工作，对参评人和所在企业
信息进行逐项核实，以及将参评人名单充
分征求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
市税务局等单位意见，了解参评人及所在
企业是否涉及违规违法现象。同时，组委
会还组建起了由13位专业人士构成的专家
评审团，对参评人员进行综合评审。

评审会委员中，既有来自市经济信息
委、市科技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也有来
自重庆社科院、重庆大数据研究院以及重
庆部分高校的专家学者。在当天的现场评
审中，评审委员们也相当严谨。“参评人都
展示出了重庆科技人物与科学技术成果的
先进性，需要在众多参评人中优中选优，选
取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出来。”评审委员会表
示，作为科技创新年度人物，至少要满足拥
有重大科学研究、关键技术突破、重大成果
转化、显著社会效应中其中的一项，参评人
能创新性的解决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引领
完成重大科技项目的研发突破，解决社会
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

在评选2021十大重庆科技创新企业
家时，评审们也是反复斟酌讨论。“作为科

技创新企业家，所在企业在科技创新发展
中，是否拥有绝对领先的市场地位、强劲的
经济表现，是否有通过创新、自主研发或运
用已有的核心技术推动企业发展，这些都
是重要指标。”评审们同时认为，作为企业
负责人，不能仅仅是只拥有技术，管理、市
场拓展能力也很重要，要体现出综合能力。

在此次“2021十大西部（重庆）科学城
科技创新领军人物”的评选中，评审们除了
关心参评人是否拥有突出的科技创新能力
和突破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外，还从其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过程中，对双城
经济联动、人才引进等方面作出的贡献作
了衡量。最终，经过专家评审团的反复讨
论，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学研
究所所长卞修武、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蒋仁生
等获评“2021 十大重庆科技创新年度人
物”；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游洪涛，重庆华数机器人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王旭丽等获评“2021十大
重庆科技创新企业家”；光控特斯联（重庆）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CEO艾渝、联合微电子
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郭进等获评

“2021十大西部（重庆）科学城科技创新领
军人物”；此外，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苗迎彬、重庆剧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周为民等获评“2021重庆科
技创新社会责任人物”。

组委会表示，今年是科技创新年度人物
评选的第一年，也是一个好的开始，组委会将
竭力办好评选活动，为重庆的科技创新发展
营造氛围、树立榜样、提升影响、添砖加瓦，进
一步营造全市识才爱才用才的好氛围。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谈书

“2021十大重庆科技创新年度人物”名单出炉

2021十大重庆科技创新年度人物公示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以上是各大榜单评选结果，今起开始公示（公示期一周），后续
将举行颁奖活动。

2021十大重庆科技创新企业家公示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2021十大西部（重庆）科学城科技创新领军人物公示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2021重庆科技创新社会责任人物公示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了 重庆金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重庆金山医疗机器人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

刘章毅 重庆卡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冲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瀚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祥 重庆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专业技术人员、专技九级、高级园林工程师
苗迎彬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周为民 重庆剧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文莉 重庆清研理工创业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廖 璞 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医院（重庆市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

马 兵 重庆摩尔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卞修武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学研究所所长
艾 渝 光控特斯联（重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CEO
刘双翼 重庆中科超容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李 岩 健康医疗大数据西部研究院副院长
周 杰 重庆杰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柯剑鸿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副所长

武陵山研究院院长
祖 晖 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智能汽车及主动安全测试研

究中心副主任
郭 进 联合微电子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涂 勇 重庆晋才富熙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王旭丽 重庆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重庆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王 爝 重庆葵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艾 渝 光控特斯联（重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CEO
朱俊翰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李 淋 重庆力合科技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

重庆力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 玮 百行智能科技集团董事长

誉存科技联合创始人
周厚勇 重庆盾之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国庆 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游洪涛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熊晓华 重庆大江动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卞修武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学研究所所长
李 果 重庆阁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重庆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长江分院院长
李国军 重庆邮电大学超视距可信信息传输研究所所长
张 炎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西部分院（重庆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
陈中祝 重庆文理学院药学院（创新靶向药物国际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院长
罗 雷 西南大学药学院副院长
金艾顺 重庆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教研室主任
周志明 重庆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周 曦 重庆中科云从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
蒋仁生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