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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事

司法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如下表所列时间对以下标的物按现状依法在重庆联交所以互联网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信息简介

标的物名称

重庆市梁平县梁山街道人民东
路1号（海韵.重百商业广场）4-
4号房屋

序
号

1

处置
方式

整体

拍卖保留
价（万元）

197.78

保证金
（万元）

20

缴纳保证金
截止时间

2018年
1月12日

竞买登记
截止时间

2018年
1月15日

拍卖开
始时间
2018年
1月16日
14:30

联系电话
及联系人

023-58359072
程老师

执拍拍卖公司

重庆竞风拍卖有
限公司

股权转让公告

序
号

1

项目
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挂牌价
（万元）

欲了解以上项目详情，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并到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报名手续。

注册资本：50万元。
经营范围：工程测量；水文地质勘察；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技术咨询；水土保持工程
设计；水保监测、技术评估；涉河建设项目防洪评价；取水工程水资源论证；建设工程设
计及咨询。
联系人及电话：何女士 023-79238007 刘女士 023-73389668

项目简介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兴旺水电勘测设计
有限公司100%股权

338.78 46.21 100

重庆联交所集团渝东南分所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重庆市酉阳县桃花源镇“龙腾盛
世”1号楼11层至22层非住宅以
及7号楼7-1的1号至7号门面

2018年
1月15日

2018年
1月16日

2018年
1月17日
09:15

023-
63612368转
3 王老师

重庆竞风拍卖有
限公司

2

358.248 36

更多项目请关注重庆联交所集团网站：www.cquae.com 2017年12月28日

二、竞买登记手续办理：
竞买人可通过线上（通过互联网方式）或线下（到重庆联交所现场）两种方式报名，竞买人应在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到账为准）前将

保证金缴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并于竞买登记截止时间（法定工作时间）前凭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重庆联交所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签订竞买协议等）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三、特别说明：
1、竞买人须以自己名义并以现金以外的转账方式缴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他人为竞买人代支付保证金的将视为

无效，所缴款项退回原账户。
2、竞买人通过互联网方式报名时，不得多人联合竞买，需办理多人联合竞买的竞买人请到重庆联交所现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3、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当在拍卖成交后法院规定时间内将价款全额划到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
4、标的现状、瑕疵及其他详细事宜请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及重

庆有线数字电视重庆联交所司法拍卖栏目。
市高院监督电话：67673247 67673497

先整体
后分零 5860.4 300

2018年
2月27日

2018年
2月27日

2018年
1月18日
10:00

023-
79238007
何老师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
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渝东南分所

3
重庆市巴南区渝南大道 196 号
（都灵态度小区）附4、5、6号门面

先整体
后分零

4
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新街59号
附1号2层1号商服用房

整体 320.6912 33
2018年
3月2日

2018年
3月2日

2018年
1月18日
10:00

023-
63612368转
4 冉老师

重庆联合产权交
易所

序
号 标的物名称 处置

方式
拍卖保留
价（万元）

保证金
（万元）

缴纳保证金
截止时间

竞买登记
截止时间

拍卖开
始时间

联系电话
及联系人 执拍拍卖公司

200余人齐聚一堂为善的力量打Call
12月26日下午，“汇聚善的力量”重庆公益慈善

故事巡礼活动总结暨2017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交流会
在互联网产业园移动新媒体产业大厦举行。重庆市
民政局、市工商联、市慈善总会、市扶贫开发协会、华
龙网集团等单位领导，小天鹅、力帆集团、民生能源等
企业代表和重庆社会组织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本
次交流会。

“寻找善的力量”重庆公益慈善人物故事巡礼报
道活动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指导，市慈
善总会、市光彩事业促进会、市扶贫开发协会和华龙
网集团主办，华龙公益网、满集网、满惠科技承办。从
今年7月正式启动至今，华龙公益网对160多个公益
故事进行了集中宣传，涵盖领域包括公益组织、国有
企业、民营企业家、志愿者、基金会等，并对事迹突出
的36个故事进行了深度报道。 丛集新

光荣榜

1.12月24日，的姐陈永清为救突发高血压的乘客，
一路连闯红灯将乘客安全送达医院，为及时抢救争取
了宝贵时间，乘客姚女士及家人对此表示十分感激。

2.12月18日，渝B56T50驾驶员张和森拾到一部单
反相机，失主可到主城出租汽车失物招领中心认领。

3.12 月 18 日，渝 B5T699 驾驶员马应昆拾到内有
苹果笔记本电脑的黄色行李箱一个，失主可到主城出
租汽车失物招领中心认领。

4.12月20日，渝B7T206驾驶员张显中拾到奥迪车
钥匙一把，失主可到主城出租汽车失物招领中心认领。

曝光台

1.12月14日，渝B95T18驾驶员王某因不按计费标
准收费，被行政罚款200元、诚信考核计10分。

2.12 月 15 日，渝 B9T782 驾驶员张某因未执行国
家出租汽车客运服务规范、标准，被行政罚款200元、
诚信考核计3分。

3.12 月 15 日，渝 B23T28 驾驶员胡某因未执行国
家出租汽车客运服务规范、标准，被行政罚款200元、
诚信考核计3分。 本报记者 张旭

重庆晨报 重庆交通执法直属支队联办

本报讯 （记者 陈翔）好消息，今天起渝中区将投用两大公
园！昨日，重庆晨报记者从渝中区获悉，今日起，虎头岩公园和下
肖家湾公园投用。

这两座公园最大的亮点就是健身步道,公园里的山脊步道和
悬空步道，充分呈现了重庆的地貌特色。

虎头岩公园
特点：空中悬廊可眺望城市美景和江景

虎头岩公园位于渝中区虎头岩，隔江遥对江北区鸿恩寺公
园，与红岩革命纪念馆、长和路及经纬大道相邻。

虎头岩公园面积约7.14公顷，包括入口休闲广场、山腰游步
道、山脊观光道一期和二期A段等工程。

渝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虎头岩公园项目按精品公园标准设
计，根据公园的功能性、特色性、通达性、标志性、实效性、景观性
统一规划，分区建设；以公园总体规划为蓝本，最大限度展现山城
风光，呈现历史人文情感，重点突出重庆自然之城、生态之城的城
市特点，提升渝中半岛“绿肺”功能，体现山与城的互补，展示重庆
历史文化，为重庆增添一张新的、绿色的城市名片。

山脊观光道是该公园的一大亮点，视野最好的一段在长和路
正上方，该观光道全长约2.7公里，一期长1.9公里已投运。由于
几乎整条步道都是沿虎头岩的山脊而行，跨越长和路时还有“空
中悬廊”，可谓一览众山小，观景极佳。

这里不仅是市民锻炼散步的好去处，也成了外地游客认识山

城的一张新名片。
公园投用后，广大市民可通过游步道和观光道由红岩村通过

虎头岩公园徒步到达鹅岭公园，并在沿途观赏山花红叶四时变
化、品味重庆历史文化、眺望城市与嘉陵江风景。

下肖家湾公园
特点：悬空栈道高低落差70米

高低落差近70米的悬空栈道，你可能以为只有在景区才感
受得到。但就在我们身边的公园，就有这样的网红栈道。

渝中区下肖家湾公园位于渝中区大坪肖家湾、和泓江山国际
后面斜坡地块。与长江遥相呼应，周边均为居住用地，局部紧邻
复旦中学分校、兰波红城丽景、江屿朗廷小区。

渝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园现场地形条件较复杂，充分体现
了重庆独有的地形地貌，场地高差大，落差近70米，可达性较差。

在设计中因地制宜，以具特色的山城步道为基础，用悬空栈道
的形式，打造一条连云栈道，连接公园内的观景平台和景观节点。

在植物景观方面，保留了原有部分树形良好的植物，同时增
加本地常用树种，采用点、线、面结合方式，常绿与落叶搭配，观叶
与观花交替进行配置。植物品种以水杉、香樟、红枫、天竺桂、紫
玉兰等乔木为骨架，配合九重葛、朱蕉、茶花、杜鹃、栀子、木春菊、
八角金盘等灌木为主，地被以结缕草草坪、吉祥草、鸢尾、兰花三
七、麦冬为主，形成公园绿色生态自然化的特色。

图/本报记者 胡杰

本报讯 （记者 王梓涵）昨日上午，两江新区天龙路上，两
辆大型拖车停靠在路旁，准备将停靠于此的几辆“僵尸车”进行拖
移。据重庆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介绍，从即日起，将针对“僵尸
车”开展联合排查清理行动。此次整治集中清查全市所有道路
（含两侧人行道），特别是未通车的道路、断头路和居民小区、背街
小巷、旧车交易市场、汽车维修厂、建筑工地等周边道路（不含封
闭式物业管理的楼盘、小区内道路）。

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拖移“僵尸车”后，会及时联
系通知车主，并分四类情况依法处理，包括对拼装报废车辆、盗抢
等涉案车辆、涉嫌其它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车辆以及当事人逾
期不接受处理的车辆。

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僵尸车”的产生究其原因，主
要有3个原因。

一、车辆长时间闲置不用。
二、车辆临近报废或是发生过道路交通事故，保养维修代价

过高，衡量得失后，弃之不要。
三、车辆来路不明。一些被盗或是走私的车辆，因为种种原

因被丢弃在外，或本身来历不明，为犯罪分子作案后遗弃车辆。
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有主“僵尸车”处理其实很简

单，如果车主确定车辆不再使用，没有任何价值，可以直接申请车
辆报废。

同时，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关注“重庆交巡警官微”实时举报
“僵尸车”。

截至目前，主城区交巡警已经查处150余辆“僵尸车”，其中
自行开走13辆、拖移67辆，其余车辆已进入公示流程，逾期无人
认领，将进行拖移。

全市排查清理“僵尸车”市民发现可举报

洗浴车开进养老院老人们乐呵呵

本报讯 （记者 黄晔）昨日，一辆设施齐全的无
障碍现代助浴车开进了重庆市第二社会福利院。70多
岁的向东兵爷爷第一个体验了这种现代化的助浴设备。

肢体残疾、坐在轮椅上的向爷爷被两位志愿者顺着
倾斜的轨道推进了洗浴房车。从外观上看，这台车跟带
车厢的大货车没多大区别，但车厢内装有浴缸、助浴器、
理疗器等，行动不便的老人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淋
浴、坐浴和桶浴等。

两位受过培训的洗护人员帮助向爷爷在洗浴房
车里面忙活了半个多小时。向爷爷被推出来时不仅
换了干净衣服，还吹干了头发。向爷爷笑呵呵地说：

“大冬天我最怕洗澡了，但在这个车里洗很享受。”
据了解，重庆市第二社会福利院有800多位老人，失

能、半失能的老人有500多位。护工介绍，对于一些行动
有障碍的老人来说，冬日洗澡是一件困难的事。这台能洗
澡的房车真是帮他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志愿者隆全明表示，帮助失能老人洗个热水澡的
志愿活动他们将持续推进，春节前还将来重庆市第二
福利院让更多的老人舒舒服服洗个澡。

虎头岩公园绿茵草坪虎头岩公园绿茵草坪、、林荫小道一应俱全林荫小道一应俱全，，是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是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下肖家湾公园现场地形条件极为复杂下肖家湾公园现场地形条件极为复杂，，高差达高差达7070米米。。

昨日，一辆设施齐全的无障碍现代助浴车开进
了重庆市第二社会福利院。 本报记者 杨新宇 摄

虎头岩公园下肖家湾公园今起投用

山脊步道悬空步道
或成新晋网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