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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事

拜博集团创立于1993年，覆盖全国50余个一线和重点
城市，设有200余家直营口腔医疗连锁机构。重庆拜博口
腔是拜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是拜博集团在全国医疗网络
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布局，目前已在重庆主城区拥有10家专
业口腔医疗机构。按照国际先进的口腔医学模式，设有种
植复杂病例诊断设计中心（IDDC）、种植中心、口腔正畸学
科联合体、数字化口腔中心、牙周治疗及综合齿科治疗中
心、舒适牙科诊疗中心、儿童牙科诊疗中心、数字化义齿加
工中心等专业机构。

25年·全国连锁·拜博口腔
让山城市民笑得更自信！

拜博口腔·全国连锁·1城10院，恭祝山城市民新年“笑口常开”！

美满2018·全家一口好牙
“拜博跨年狂欢周”7天口腔全项目狂欢开启

拜博25周年，跨年狂欢周开启了！从2017年12月30日至2018
年1月5日，仅限7天（7日内预约有效），项目更全，优惠更给力！

套餐优惠项目>>>
超声波洁牙套餐128元（原价320元）
皓齿美白套餐999元（原价3220元）
进口树脂补牙套餐350元（原价690元）
美学正畸方案设计套餐500元（原价1140元）
儿童窝沟封闭套餐128元（原价390元）
儿童防龋涂氟套餐128元（原价390元）
儿童乳牙健康护理年卡（限大坪总院）999元

单项特惠项目>>>
进口全瓷冠2000元起
儿童矫正4900元起
成人矫正5600元起
欧系种植体种1颗送1颗 术前检查、方案设计全免费

“一口好牙迎新年！”
拜博口腔·全国连锁·1城10院，恭祝山城市民新年“笑口常开”

广告

狂欢热线:

023-67018282

热气腾腾的莲藕大骨汤、色香味浓的红烧牛肉、麻辣爽口的
芋儿鸡……社区的坝坝上，53张圆桌依次排放，一道道家常菜端
上了宴席。赴宴的，是南岸区南坪街道星光社区500多位居民。
昨天中午，500位邻居聚在一起，享美食、唠家常，亲如一家人。

“星光家宴”，摆在通向星光社区必经的小广场上，往来都看
得见。舞台上，孩子们的口风琴表演、社区大妈们的歌舞秀，还
有变脸、魔术等精彩的节目，让小区居民“嗨”翻天。舞台下，三
五成群的邻居们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的画面温馨而和睦。

眼看就要过新年了，上个月初，星光社区通过小区张贴栏、
微信公众号发起了星光家宴活动，愿意参加的每人出20块钱。
没想到，几天时间，便吸引了500多小区居民参加。还有好多人
没报上名，星光家宴也从原定的50桌增加到53桌，把500多平米
的小广场摆得满满当当。

“家庭和谐，最重要的是理解和宽容，社区也一样，邻居们住
在一起，要经常沟通和交流。”鄢佳和家是星光社区有名的“幸福
家庭”，七口人的大家庭没吵过架没红过脸，羡煞旁人。鄢佳和
说，他就爱参加这样的活动，好耍、热闹，就和七口之家一样，大
家能聚在一起，才能万事好商量。

居民冯大姐则感动于大家庭的友爱。“居民有什么困难，社
区都有志愿者来帮忙。”冯大姐说，她的孙子基本上每天都要到
社区的四点半课堂做作业，儿子、媳妇回家晚，孙子的作业全靠
志愿者辅导。星光学堂的田老师，曾任江北雨花小学的副校长，
退休后，成了社区志愿者，义务为孩子们服务。

星光社区书记刘莹介绍说，星光社区有五千多户居民，是一
个才成立4年的新社区。和有的社区不同，星光社区既有商业
楼，比如协信城，也有“老旧散”小区，比如大地新城、都市风采小
区。举办“星光家宴”，就是为了把各处的居民聚到一起，互相认
识新邻居，让邻里关系更加和睦。

星光家宴上，70岁的王淑臻和赵阿姨高高兴兴地坐到了一
起。前段时间，赵阿姨心脏病犯了，听说赵阿姨家庭困难，王淑
臻带着牛奶、蛋糕、水果赶到赵阿姨家，还送去500元钱。王淑
臻说，她那时才知道赵阿姨的心脏病有30年了，她身体不好，却
一直坚持为社区义务巡逻，让人很感动。邻居们的关照也让赵
阿姨感觉温暖，都说远亲不如近邻，有一群好邻居，大家能聚在
一起、相互关照，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本报记者 顾晓娟 实习生 张庚蓉

本报讯 （记者 陈翔）昨日，大坪长城小区71号附31
号楼加装的电梯正式运行，这也是渝中首个加装电梯的老
旧住宅。预计2018年，渝中区将有100个点申请加装电梯，
其中，有30个点将成功加装电梯。

当日开行电梯的老楼位于大坪长城小区71号附31号，
从加装电梯工程开工至今，时间共计70天。在电梯运行首
日，众多邻居前来感受新建的电梯。渝中区老旧住宅加装
电梯工作是区“2017年重点民生实事工作目标任务”之一，
将坚持政府引导、居民主导、街道担当、部门协作等多个原
则。

长城小区71号附32、33号楼已经开工，预计2018年春
节前完工。解放碑临江门9号、石油路渝油村6栋1单元实
施主体已于12月25日签订总承包合同，2018年元宵节后动
工，预计施工周期约4个月。

目前居民自愿申报的有61个点，其中22个点已经在开
展管网勘察、地质勘察、房屋安全结构鉴定和设计等前期工
作，预计全年会有100个以上的申报点。按照成熟一栋实
施一栋的原则，预计2018年会有30个以上的点成功加装电
梯。

500多社区居民吃团年饭
坝坝上摆了53桌

晋渝大岭湖
项目部章作废

重庆市春发建筑有限公司

个人逾期催收通知书
谭佑林先生：

您欠廖颖女士借款本金5700000.00元
（大写人民帀伍佰柒拾万元整）及相应利息已
逾期多日，请您在接到本通知后3日内，将上述
逾期借款本息及时归还。2017年12月 28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500105559022278N的重庆腾
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天内到
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腾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17年12月29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500000MA5U7QJ38J的重庆
嵘耀实业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天内到
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嵘耀实业有限公司2017年12月29日

◆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危险品运输分公司渝AH529挂营
运证 500104009928渝 BD3896营运证 500104009374遗失作废
◆重庆铁路运输法院遗失2015批次非税收入一般缴款
书005675766、005675767、005675768三份，声明作废
◆北京吉因加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收据一本，
号码为 2505321-2505340计 20份。声明作废
◆重庆市陶瓷协会遗失重庆市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单位编码
901003，票据号码 000003107、000003217、000003261。声明作废
◆潘梅香遗失失业证 5001120511001473作废

遗失重庆市商业储运有限公司
3-2-14号摊位保证金收据
壹张，号码6441，金额3000元，
叶文柱声明作废。2017年12月2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顶艺石材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65771864281)股东大会研究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租售转让万
事
通

仓库出租
二郎迎宾大道旁仓库出租，交通方便
电 话:18908301899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平，有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招租公告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

权房南山植物园 35号及附 1号
（4500平方米）对外租赁，起始租金
78万元/年、合同4年一签、每年递
增5%，保证金20万元，有意者联系
张玲 联系电话：13883815957

重庆燃气集团

海南西线邦溪�四季春天温泉小镇�万亩
山湖温泉养生度假城邦！高速高铁便捷交
通，医院商场会所全配套，健康城实景现房7580元/㎡起

海南温泉现房
（少量精品别墅，欲购从速）尊享热线：400-157-0809

重庆豪霸广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
2014年6月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500107000923263；遗失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号码：30498227-7，声明作废。
融创春晖十里二期、四期交房公告
尊敬的融创春晖十里二期、四期的业主：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融创春晖十里二期：洋房2-7
号楼、11-12号楼，商业 2-7号楼底商；四期：
高层5-7号楼，商业5-7号楼底商，现均已具备交房
条件，具体交房事宜详见交房通知书。特此公告！
重庆融品汇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9日
曾维其（身份证号 510229196512020568）
遗失华润二十四城 2期 2B人防一负二层
0760房间的收据一份，收据编号 CQES
5970-149241，记载金额4274元，声明作废

◆遗 失 许 春 莲、金 照 文 购 买 融 创 欧 麓 花 园
城 启 洋 二 期 s6-5-2-2房 屋 认 购 合 同 作 废

◆重庆和美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及 IC卡，代码：59226967-8，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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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露瑞安装质量员（50171081220013）遗失，声明作废。
◆周露瑞安装施工员（渝1112021101118）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渝特商贸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本，税号 500232051732148，声明作废
◆重庆仁濠广告装潢有限公司遗失2017年3月13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91500106586885052H，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汇德宇鑫商贸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122104370）股东会决定注销本
公司，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请债权人、债务人
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来我公司
办理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2017年12月29日

◆重庆市渝北区云春汽车配件经营部遗失2017年3月8日核发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12MA5UD7T32F声明作废
◆重庆博杰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遗失2012年6月8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500103000135896，作废
◆因搬家遗失了重庆中旅集团的加盟押金收据两
张，收据单号为：5098253和 25222。特此声明作废。

重庆帆舟运输有限公司遗失以下道路运
输证渝 A70777、证号 500107013670，
渝 A70309、证 号 500107013685，渝
A70639、证号50010701368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重型汽车集团专用汽车
有限责任公司车辆合格证两份,
车 架 号:LZFF25P40HD018249、
LZFF31R68ED289351声明作废。
以下合格证在事故中被销毁，特此作废车架号如下：
LVSHFFML7GS740574、 LVSHFFML7GS744236、
LVSHFFML0GS744224、 LVSHFFML5GS744154、
LVSHCADB0GE727182、 LVSHFFAC4GF484813、
LVSHCADBXGE737413、LVSFCAME0GF459875、
LVSHBFAFXFF384252、 LVSHCAALXGE727218、
LVSHJCAL7GE631466、 LVSHFFAC7GF456598、
LVSHCFDB8GE736340、 LVSHFFML0GS743042、
LVSHFFML7GS743264、 LVSHBFAFXGF416702、
LVSHFFML8GS744150以上合格证声明作废。

幸福养老

◆痴瘫重危者全程托护67903369
品牌婚介

真爱婚介 诚信十年
免费配对包成功68780161
美的缘 教师主办10年
68067355也可四海www.023yuan.com

金牌月老非去不可
免费配对 以诚待人 一诺千金
口碑传扬 成功率高63608167

渝
媒
人
婚
介

每周免费相亲会
美满婚姻家庭服务中心
4001-820-520

◆重庆角度广告传媒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国税
副本原件（税号：500105765932344），声明作废！
◆遗失何亚玲之子王源于2000年4月28日17时41分
在沙区人民医院出生。该《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恒升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3-2-13号摊位保证金收据壹
张，号码48751，金额3000元，叶文
棠声明作废。2017年12月28日

公 告
“西贵堂”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

“西贵堂”项目位于大足区龙岗街道办事处二环北路西段58号，由重庆亿
超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因市场原因，现重庆亿超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向我局提出申请将西贵堂10号楼方案进行调整。现拟将调整情况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为2018年1月2日至2018年1月8日，公示地点为“西贵堂”项目公
示栏、售房部和大足区规划局网（http://www.cqdz.gov.cn/Subsite/
xghj/）,请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相互转告。

若各位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无重大异议，公示结束后我局
将依法按程序对该调整办理相关规划手续。特此通告

联系人：吴勇 何明洋 联系电话：43725061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局 2017年12月29日

招标结果公告
重庆仕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重庆市嘉陵教育矫

治所的委托，对基础设施建设维修改造限额以下项目
承包商备选库进行招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科学
择优的原则，十个承包商备选库入围投标人如下：

梁平县海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澄江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安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和
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市合川区土场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重庆汇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玺锦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重庆市渝梁建设有限公司、四川广乙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新陆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市永川区河山劳务有限公司遗失于
2009年 2月 1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2009年3月5日核发的组织机构
代码证副本和2009年3月2日核发
的税务登记证副本，注册号：500383
000015242，1-1-1，组织机构代码
68392938-7，渝地税字 50038368
3929387号，以上证件均声明作废。
◆遗失2013年6月4日核发的渝北区双龙湖街道金姿伊服装
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600390883，声明作废
◆遗失渝北区双龙湖街道金姿伊服装经营部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12198505021751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城口县高阳养猪专业合作社遗失2007年11月
2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1本）（注册号城工商500229
NA000070X）；遗失2009年12月23日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正本（1本）（渝税字50022976592853X号），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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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28号（珊
瑚水岸一期）10栋1-2房屋

序
号

1

2

处置
方式

整体

整体

拍卖保留
价（万元）

434.525

84.5044

保证金
（万元）

43

8.5

缴纳保证金
截止时间

2018年
1月16日

竞买登记
截止时间

2018年
1月17日

拍卖开
始时间

2018年
1月18日
09:30

联系电话
及联系人

023-63612368
转1 彭老师

执拍拍卖公司

重庆博诚拍卖有限公
司

重庆市南川区西城街道办事
处隆化大道12号（总商会大
厦）1幢1-21-2办公用房

2018年
3月27日

2018年
3月27日

2018年
1月25日
10:00

023-63612368
转4 冉老师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更多项目请关注重庆联交所集团网站：www.cquae.com 2017年1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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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永川区萱花路84号房屋
2018年
1月15日

2018年
1月16日

2018年
1月17日
14:30

023-43770553
李老师

重庆创毅拍卖有
限公司3 整体 39.4 3.9

28日，南坪星光社区，500居民汇聚一
堂，摆下53桌坝坝宴，吃团年饭，迎接2018
年新年。 本报记者 杨新宇 摄

渝中区首部
老旧住宅加装电梯正式投用

老旧住宅的加装电梯完工，业主们终于可以乘电梯上
下楼了。 本报记者 李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