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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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区江南大道
13号5层，面积1119.38㎡；渝北区万年路166号1
单元3-2房屋，面积102.62㎡；渝北区万年路166
号1单元9-2，面积1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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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年起租
金单价在上一年的基础上逐年递增2%。渝北区龙
溪街道花园新村1幢5层部分2，面积243.34㎡；綦
江区古南镇交通街5号3楼部分，面积293.42㎡；
綦江区古南镇交通街5号附9号及3楼部分，面积
327.1㎡；綦江区古南镇交通街5号3楼部分2间，
面积44.49㎡。租赁期限3年，从第二年起租金单
价在上一年的基础上逐年递增2%。綦江区古南镇
交通街9号，面积1090.1㎡，租赁期限8年，从第二
年起租金单价在上一年的基础上逐年递增1%。以
上房屋租金价格面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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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渝贸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开招募和遴选新设合资子公司战略投资者的公告
重庆渝贸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渝贸通公司”）为加快推进中国特色食品海外供应链服务创新项目

发展，经股东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批准同意，渝贸通公司拟与非国有资本合作，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以下简称
“合资公司”），现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战略投资者。

一、合资公司情况：1.合资公司名称：重庆渝贸通全球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最终以属地登记机关核定为准）。2.注册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暂定）。3.注册资本及股权比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人民币，其中渝贸通公司出资1700
万元人民币，股权占比85%；战略投资者（以下简称“申请人”）出资300万元人民币，股权占比15%，要求全部实缴到位。
4.经营范围：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计算机网络技术服务；农产品、预包装食品；供应链管理；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咨询服务
（以属地工商核定为准）。

二、申请条件：1.申请人须为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一年以上的企业法人，近三年内无违法违规等
不良记录，未接受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不存在潜在或未决重大诉讼、仲裁及争议，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申
请人须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拥有较为雄厚的资金实力，能够显著支持合资公司的设立与运作；3.申请人须与渝贸
通公司拥有共同的经营理念与发展目标，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良好的企业商业信誉；4.申请人应具备在中国特
色食品海外供应链业务发展方向相适应的商业经营与管理能力，在海外市场、渠道、运营等资源方面具有显著优势；5.如
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对投资者的主体资格有相关规定的，申请人应确保符合该等要求。

三、申请材料：1.申请人的意向投资函；2.申请人的营业执照或注册证书和相关业务资格证书的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文件；3.申请人的企业介绍以及高层管理人员概况；4.申请人相关财务资料；5.申请人近三年无违法记录等
承诺函；6.近三年在重庆地区或在食品饮料等领域的投资案例（如有）；7.其他需要补充的资料。

四、公开征集工作流程：1.申请人请于报名截止日前，按本公告要求，将申请材料加盖公章后扫描成电子版发送至
tangmingyang@yumaotong.com.cn或yangyuxuan@yumaotong.com.cn；或者将纸质版在加盖公司印章后邮寄至：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西路嘉发跨贸大厦44楼。2.渝贸通公司将在报名截止日后，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截止日后
报名无效。

五、注意事项：1.本公告对全体申请人适用。2.申请人应保证本次公开征集公告所需的全部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
实性、有效性，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如申报材料不合法或者虚假的，将取消申报资格。3.如果对本次公开
征集公告有任何疑问，请向渝贸通公司咨询。

六、联系信息：1.报名截止日：2021年11月11日。2.详细信息及相关文件请访问：http://www.yumaotong.cn下
“新闻动态”栏目。3.联系人：唐女士—联系邮箱：tangmingyang@yumaotong.com.cn；杨先生—联系邮箱：yangyux
uan@yumaotong.com.cn。联系电话：023-678662164.联系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西路嘉发跨贸大厦44楼。

重庆渝贸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1月6日

●遗失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在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
渝中支行营业部的开户许可证，账号：310101010
40008140核准号：Z6530000515301声明作废。●遗失张华容残疾证51022419540720414x71声明作废●遗失郭先富残疾证51022419580425437871声明作废●遗失中共重庆市永川区大安街道德胜桥村总支部委
员会公章壹枚，公章编号：5003834005983声明作废。●本人邱明和不慎将重庆天怡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入职保证金收据丢失。金额3000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合川区煜航粉煤灰有限公司发票专
用章壹枚，编号为50038256562453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新广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一枚、财务专用
章一枚、发票专用章一枚、邹树泉法人私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代柄科出生医学证明，编号U500154266作废●重庆普惠公司渝D05162营运证500110126246遗失作废。●多利卡公司 渝DE2315 营运证遗失作废。佳驰
物流公司渝BN1662营运证500110052509遗失。
减资公告：重庆秀迪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114MA617M3KXT)经股东会
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200万元减至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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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选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2021年春节会员
慰问品比选采购，估算总投资195万元，12月31日前供
货。请具有相应经营许可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
2021年1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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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重庆正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委作出关于你单位
职工焦海涛的北碚劳初鉴字〔2021〕1026号《初次
鉴定结论书》，鉴定结论为：伤残拾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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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重庆苏弈华科技有限公司：本委作出关于你单位职
工田洪美的北碚劳初鉴字〔2021〕1069号《初次鉴
定结论书》，鉴定结论为：伤残捌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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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升公司渝BY7329营运证500222042166遗失作废。
豪迈公司渝D96252营运证500110077528遗失作废。
龙歌公司渝AE228挂营运证500110094937，渝DG607
挂营运证500110099029，渝DM1785营运证50011011
3285，渝DF5221 营运证500110113287遗失作废。
博捷公司渝BU6005营运证500110028845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维尔口腔诊所管理连锁有限公司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副本，登记号：PDY 90805250011215D2152，声明作废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钱也）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几
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早
上有雾。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11月10日：多云到晴，7℃～15℃
11月11日：多云转阴天，9℃～13℃
11月12日：多云到晴，8℃～16℃

重庆未来几日多云为主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员 杨
万维）为及时、准确掌握人口变动情况，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人口数据，根据上级统
计部门的统一部署，璧山区八塘镇提早谋划，统
筹安排，全面做好2021年度人口变动情况抽样
调查工作。

据介绍，在此项工作开展中，璧山区八塘镇首
先抓组织建设，强化统筹协调，工作细化，确保扎实
推进,保证调查员入户摸底登记；其次，突出重点，
确保宣传到位。在调查员入户时，充分利用《致被

调查户的一封信》、公告等宣传品，广而告之。同
时，在工作中，还注重提高效率，确保进度。严格按
要求加强沟通，及时解决问题难题，加强督导，提升
工作效率。此外，还注意夯实基础资料，严控数据
质量。多方面引导调查对象如实申报住户信息，
确实数据真实准确，力争保质保量完成调查工
作。目前，璧山区八塘镇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
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已完成调查进度85.3%，
力争在高标准、严要求、保质保量的前提下早日圆
满完成本次人口变动情况调查工作任务。

璧山区八塘镇开展2021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

网购13年
她称花了不少冤枉钱

网友“青春就该挥霍”是一位喜欢购物
的年轻女士，今年35岁的她，网购超过13
年。“特别喜欢打折买东西，因为总感觉家
里有用。”她家里，光是锅就有无数个，小
美、双立人、各种网红锅具，最便宜一百来
元，最贵一万多元。但事实上，她是一位连
饭都不会做的人。“我买来给我老公和我妈
用，结果都不用。”看着那一堆闲置在厨房
的锅具，“青春就该挥霍”也很头疼，“现在
卖也卖不出去，丢了又觉得可惜。”

但让她感到头疼的不只是锅具，还有
衣服和鞋子。前些年，每到“双11”，她都会
买雪地靴，美其名曰叫节约，但实际上每年
两双，根本穿不完，剩下的就只有送人。她
告诉记者，原本她家的房子有100平方米，
因为装不下这些东西，2019年，全家又换
了一套套内面积170个平方米的叠拼，“我
老公说，继续这样买下去，估计隔不了两
年，家里又装不下了。”

“衣服没扯吊牌的都有很多，裤子也
是，裙子也多，现在挂在咸鱼上卖，但是很
难卖，就算是新的，别人也很难接受买二手

的衣服。”为此，“青春就该挥霍”特地注册
了一个咸鱼账号，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
销售记录是零。“曾经抱着网购可以节约钱
的观念来买东西，结果多的都花出去了，确
实很头疼。”她表示，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
自己也开始变得理智，今年“双11”一定会
更理智。

被掀起的购物热情
上新时都会发来提示短信

张女士在电商平台买衣服已经有10
年的时间，这些年，成了不少店铺的老顾
客，有的店铺做生意佛系，但有的店铺做生
意喜欢喊着来。

“其中有一家的衣服很好看，但每次上
新，都要喊我，我本来不想买的，喊了我就要
进去看，确实好看，又忍不住下叉。”一件衣

服几百块钱，随随便便买三四件就要1000
多，“我逛商场可能还花不了这么多。”

张女士打开自己的购物记录给记者
看，里面密密麻麻的消费涵盖了衣服、电
器，包括电视机、电脑、洗衣机等，都在网上
下单。“我最怕店家给我发信息让我去购
物，一旦发来了，只要看了，就要被套着消
费，次次都会消费。”张女士说。

一直无进展的快递
等货等到心里发慌

相比买的喜悦，等收货也很考验心
情。市民王女士和朋友一起，11月1日在
网上购买了一套护肤品，这套护肤品当天
就发货了，但没想到的是，朋友早在11月3
日就收到了护肤品，而自己的护肤品，还一
直在路上。

“我打了快递的客服电话，对方表示货
物在途，我担心货品是不是被损坏了，对方
也没个确切的答复。”为此，从11月3日开
始，她就一直在查询自己的宝贝到底去了
哪里，但直到今天，也没查到货到底去了哪
里。“快递给的回复是受疫情影响，但和我
一起买货的朋友，已经收到两天了，怎么
说，都说不过去。”王女士表示。

廖先生更是郁闷，去年他在网上秒杀
了一款绝版的鞋子，单价1500多元，“双
11”交款后，5天发货，但没想到，快递一直
没有下文，一直显示在途，最后一个多月才
表示，这件货丢了。“这不是他所谓的赔我
一点钱就能解决的，绝版的东西，是买不到
的。”有了这一次的经验，廖先生现在对于
特别喜欢的货物，都会加价走指定的物流，

“还要指定空运，免得弄丢了心头难受。”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任何时候都要理性消费

39岁的阳女士今年买了一套房子，原
本有房子住的她之所以再让自己背负贷
款，目的就是为了存钱。翻开阳女士家里
的储藏室，里面有很多存货，一两年前买的
墨盒、放变质的洗面奶、用半年不愁断货的
卫生纸……

囤货，成为她前面十多年最不好的生
活习惯之一，尤其是在“双11”。“这些几乎
都是‘双11’买的。”为了强制自己节约，和
丈夫商量好的阳女士决定将家里的房子卖
掉，换一个房子，“以前就是没啥房贷压力，
现在一个月要还几千块钱了，我想我就会
努力存钱了。”阳女士告诉记者，从决定买
房以来，她的网购消费额急速下降，除了孩
子的一些必需品外，基本上没有实际的购
物支出。

对于过去，阳女士表示并不后悔，但
“双11”来了，她还想以自己的经历告诉大
家：“建立一个合理的消费观，才是一个成
年人应该有的，任何冲动的消费，都会让自
己后悔。”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渝凤
受访者供图

“双11”即将火力开启
还没买就后悔了？

收40多封告状信
男子向民警求助

11月4日，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
局二郎派出所迎来一对父子。“警察叔叔，
爸爸叫我来向你承认错误，接受处罚，不然
不让我回家。”10岁男孩洋洋（化名）穿着校
服向派出所民警哭诉道。

接待孩子的是派出所副所长袁宗伟，
此时孩子情绪比较激动，怎么都说不清来
由，值班大厅外站着一名男子，正是孩子的
父亲李先生。李先生见到民警就大倒苦
水，原来，孩子太顽皮，经常在学校“犯事
儿”，家长和老师教育多次，都不起作用。
这不，当天在课间活动时，洋洋又因为一件
小事和同桌发生了冲突，老师通知了家长。

随后的一幕让民警吃了一惊，李先生
将手中厚厚一摞纸递给民警，称开学到现

在短短两个月，老师已陆续收到了40多封
同学的告状信，记录着洋洋平时在学校里
调皮捣蛋、捉弄同学的“罪状”。“这孩子我
管不了了，你们能不能给他上一课，帮助他
改掉毛病。”李先生向民警求助道。

民警耐心开导
男孩主动写下保证书

民警了解情况后，问洋洋知不知道自
己做错了。可能是因为紧张，洋洋迟迟不
肯开口，民警耐心开导交流，告诉洋洋犯错
不可怕，但知错不改可能造成更坏的后
果。经过民警悉心教育，男孩低下了头，可
似乎还是不太好意思，不肯开口，民警又让
洋洋放轻松，可以把想说的话写下来，并递
过了纸和笔。

令民警和李先生没想到的是，洋洋竟

然把想说的话写成了一段保证书——“大
家（同学们）开始和我还很友好，可我却一
次又一次和他们发生冲突，一次又一次让
他们伤心”“我会珍惜同学对我的好，我会
改正的”“我答应了爸爸，期末成绩一定在
全班十五名内，我保证！”

“既然在保证书上签了字，就一定要做
到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在民警的耐
心开导下，洋洋做出了改正错误的承诺。

求助民警管孩子非个案
家长应注意教育方式

事实上，类似的求助在派出所并不少
见，近期光是二郎派出所就碰到过好几次，
有孩子沉溺于玩游戏、有孩子放学后总不
回家，父母管教无果，只好向民警求助，不
少家长甚至请民警将孩子“关起来”。

民警提醒广大家长，用警察来吓唬孩
子并不妥，这会让孩子对警察产生恐惧，以
后要是真遇到什么事，他们可能不敢向警
察求助。另外，家长在教育孩子时一定要
注意方式方法，教育孩子不仅仅只是给予
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孩子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多给予孩子心
理上的关怀，多花时间陪伴孩子，增加同孩
子沟通交流的次数，了解孩子内心真实的
想法，以平等、宽容、倾听的方式帮助其解
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困难。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彭光瑞

熊孩子在学校经常“犯事儿”
父亲一怒送去派出所

10岁男孩在校多次与同学
发生冲突，家长和老师每次教育
过后，孩子依然屡教不改。束手
无策之下，父亲将孩子“送”到派
出所，让民警给孩子“上一课”。

“双 11”还没到来，但“双
11”带来的消费高潮已经来了。
每年“双11”都在买，有没有哪一

次你后悔呢？一位名为“青春就该挥霍”的
网友坦言，她家的衣柜里，还有两年前买的
衣服，吊牌都没扯下来，“也是‘双11’脑子
发热了买的，现在挂咸鱼卖，样式又过时
了，真难。”

除买了不该买的东西，还有的快递让
人等得发慌，“朋友和我一起下单，他的收
到3天了，我的快递还一直显示在路上，真
不知道为啥快递还要‘区别对待’。”家住江
北区的罗先生为快递的问题，也感到头
疼。“双11”没有真正开启之前，记者希望
通过这篇采访，让你的消费更加理智。

▲由于衣服买太多，张女士把衣服对应做
了图说，避免后面忘记了。

▲网友在“双11”囤的化妆品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2112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8 3 1 1 7 + 7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29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8 8 8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29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8 8 8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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