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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婚介免费配对结婚收费17815004945

经营者杜波遗失2015年6月17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5600139692，声明作废。

美的缘 教师主办11年
68067355也可四海www.023yuan.com

蒋泽生因个人原因不慎将在永诚保险
投保的渝D75737的保单和发票丢失，
保单号：12623036020180000311，发
票金额：8765，（保单发票生成时间：
2018年2月2日）此单据声明作废。

公 告
我司员工岳良彬（51222319611013****）

你于2018年8月1日在未办理任何手续的情
况下，离开单位一直未回岗工作，我司通过多
种方式通知你，你拒不返岗。根据公司员工守
则第八章第二项规定，现我司正式和你解除劳
动合同关系。特此公告

重庆市永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0日

刘华遗失残疾证51021119621207153813，声明作废。
江北区大美老火锅店遗失餐饮服务许可证副

本，渝餐证字（2015）5001050007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2018年7月16日杜志坚在重庆丢失身份

证350500196509155035，8月8日已补办。特此声明。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告
渝检一分院民公告〔2018〕2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2018年3月至2018
年4月期间，杜生勇、杜生洪、江洪和汤华林违反在
禁渔期、禁渔区禁止任何捕捞的规定，先后七次在
重庆市合川区古楼镇下码头附近嘉陵江流域采取
电击方式捕鱼，造成嘉陵江水域生态环境受到损
害。上述四名当事人违法采取电击方式捕鱼的行
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
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的，人
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现依法发出民事公益诉
讼公告，请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在本公告发出三
十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特此公告。
邮寄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179号
邮 编：401147 联系电话：67697518

2018年9月7日

通 知
鸡冠石镇原岩口村大石村民小组周敏户：

南岸区人民政府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渝
府地〔1998〕55号文”批准，征收鸡冠石镇岩
口村你户所在的村民小组集体土地，作为南
岸区人民政府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南岸
人民区政府于2005年8月12日发布征地公
告（南岸府征公〔2005〕第8号），2005年12
月8日南岸区人民政府对补偿安置方案进行
了批复（南岸府发〔2005〕224号）。我办于
2006年11月14日发出办理通知，开始办理
该征地范围内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相关
手续。当时你户房屋不在用地范围内，你户
至今未来办理相关手续，我办也未作出具体
跟进工作。现鸡冠石镇污水处理提标改造工
程属国家环保督察项目，需拆迁你户房屋。
我办特此通知你户，带上房屋产权证、户口
薄、婚姻关系证明等相关资料，与我办工作人
员联系，约谈拆迁补偿事宜。
联系人：谭天全 电话：62821191

重庆市南岸区征地办公室

注销公告：经重庆良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339547697Y）股
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9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湘婕轩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6322240701N）股东会决议，
拟注销本公司，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45日
内与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事宜。特此公告。

公 告
车德伟、肖建荣同志：

你们因出国、外出读书等原
因，期满后至今未归，也未履行请
假手续，旷工时间已连续超过15
个工作日。根据《事业单位人事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2号）第
十五条与《重庆市事业单位试行
人员聘用制度实施办法》（渝府发
〔2003〕37号）第三十四条、第三
十九条相关规定，现学校正式与
你们分别解除人事关系。

特此公告
重庆交通大学

2018年9月12日

五里店街道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票号
003510925，003510926遗失，声明作废
张丕渝遗失建玛特江北店履约保证金收

据金额1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张丕渝

九龙坡区西彭顺宏五金制品经营部遗失
2017年5月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500107604775584及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510213198301288917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和平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钢花路连锁店
开具的增值税普票，票号29523675，金额107.3元，作废重庆锋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
由50万元减少至3万元，请债权人自减资
公告之日起45日内，持有效证件到公司
办理相关法律手续。2018年9月10日

重庆欧麓花园城西M07地块入住公告
尊敬的重庆融创启洋置业有限公司（欧麓花园城
西）M07地块的业主：由我司开发建设的重庆融创
启洋置业有限公司（欧麓花园城西）M07地块1/2/
3/4/5/6/7/8/9/10/11/12/13号楼已具备交房条
件，兹定于 2018年 9月19日起正式交房，现将办
理交房手续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房地点：重庆欧麓花园城西项目铂爵郡
小区大门口

二、交房时间：2018年 9月19日交付12/13
号楼，2018年 9月20日-2018年9月23号交付1/
2/6/9/10/11号楼，2018年 9月27日-2018年9
月30号交付3/4/5/7/8号楼

每天接房工作时间：9：00— 18:00；
三、商品房交付时业主需携带以下资料：接房

通知书；业主本人身份证（原件）；购房合同（原件）；
购房缴费票据（原件）；若业主本人不能亲临现场办
理接房手续，可委托他人代理，受托人除带齐上述
资料外，还必须出具经公证机关公证的业主书面授
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若产权人
为未成年，需备齐监护人身份证原件，监护人及产
权人的户口所有页，婚姻证明原件。特此公告！

重庆融创启洋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2日

方雯遗失双福恒大金碧天下房子契税收据，
收据号M0057097，金额27486.8元，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瑾玥篱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85XA2L）
股东会决议，拟注销本公司，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登报之日45日内与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
清偿事宜。特此公告。2018年9月12日

张启国（510222197004093613）遗失残疾证，作废

南岸区嘟嘟猫母婴店遗失2017年8月15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92500108MA5URDFA3T，声明作废

南岸区茂宏百货超市遗失2011年4月22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8600134252，声明作废重庆中体体育设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作废

重庆乐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鹅公岩
门 市 部 遗 失 合 同 ，合 同 号 为
GN20180009633，CQY20180002622，
CQY20180004581，CJ20180005758，
CJ20180001613遗失作废，冒签无效。

遗失重庆腾鲁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开具的增值税普票13556457，作废

重庆通轩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
证,渝AE356挂,证号500402012291作废

教育部发文取消“清考”制度，作为已走出大学校园的他们怎么看

“大学生增负”已毕业的大多叫好

日前，教育部印发通
知，要求“全面整顿本科
教育教学秩序，严格过
程管理”。通知中提到，

要淘汰掉大学课程设置中的“水
课”、合理增加课程难度和深度，取
消“清考”制度，同时加强对毕业论
文各个环节的管理，提高毕业论文
（设计）的质量。

该通知一发，“大学生增负”顿
时成为热门话题霸屏。

曾有调查显示，40%的人后悔
虚度大学光阴。昨天，重庆晨报记者
采访了几名近两年毕业的大学生，一
起来听听他们大学生涯中最后悔的
一件事。

合理“增负”，杜绝混文凭现象
重庆科技学院人文艺术学院团总支书记陶

达认为，教育部对大学生合理“增负”，这是大学
生适应新形势的必然要求。

从社会发展而言，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建
设的生力军，肩负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
需要大学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需要给大学生
合理“增负”，杜绝在大学混文凭的现象发生。

从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而言，合理“增
负”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知识技能，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

从学生个人成长而言，有利于增强大学生
学习的紧迫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学生
的综合能力。

陶达说，对大学生合理“增负”，要处理两对
关系：一是对教师，要正确处理好课堂吸引力与
实效性的关系；二是对学校，要正确处理好上级
部门考核评价与学校发展实际的关系。

重庆某高校思政专业的李老师表示，大学
“增负”不是孤立命题，“快乐的大学”与“玩命的
中学”其实是一体两面。很多学生到了大学报
复性放纵，与小学和中学时学习负担过重有密
切关系。

其实，基础教育阶段应该多一些快乐，培养学
习的兴趣；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则应该加大课业强
度和通过难度，为学生进一步深造或者进入社会
打下牢固基础。给“快乐的大学”增负的同时，给

“玩命的中学”和小学减负，也是极为重要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取消

“清考”制度是希望大学不要给学生“放水”，以此
提高本科教育质量。但只发文解决不了学校培
养不严的问题，还必须改革对教师以及对大学的
评价体系。尤其是取消对高校的就业率统计和
评价，建立新的评价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体系。

我国大学为何有“清考”制度——“清考”是
针对考试不及格、补考也不及格的学生在毕业
时提供一到两次考试的机会，考过后发毕业证
书，其出发点就是让大学生能拿到毕业证书。

这一制度设计，与我国教育部门和社会舆
论用就业率来考核、评价大学办学质量有关，为
提高就业率，很多学校就围着就业率做文章，包
括大四这一年，变为“就业年”，让学生去找工
作、进行就业实习，这一年开设的课程，包括要
求学生必须完成的毕业论文（设计）环节，都对
学生开绿灯，直接导致大学教育缩水，毕业论文
（设计）环节，对很多学生来说都是敷衍对待。

另外，为提高就业率，让学生找到工作，学
校也不希望学生的成绩单不好看，甚至拿不到
毕业证书，因此，考试要求不高，学校还想办法
让通不过的学生尽量通过。

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就必须扭转本科教育
只看就业率的导向，应该关注给学生货真价实
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杜绝“水课”，才能提高
考试难度，严格把好毕业关。

金融专业的小孙是2018年应届毕业生，他最大的遗憾就是
在大学没有明确自己的目标。其实，小孙在大学期间各科成绩
很优秀，同时担任学院学生干部，每天生活很忙碌。

但是毕业后，回忆起自己的大学经历，他却用了“随波逐流”
这个词，“每天的确过得很充实、忙碌，但是到最后不知道自己做
了些什么，对自己未来想做什么也是一片迷茫。”直到现在，虽然
拿到了毕业证，小孙还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

在反思自己学业、学习的时候，小孙觉得自己学习能力不够，
虽然成绩优秀，但是清楚知道那只是考试前紧张复习的结果。

“学习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如果每节课都认真学习的
话，会收获更多的知识。他觉得自己将理论转为实践的能力也
比较弱，大学期间更多的只是纸上谈兵，成绩再高没有实战经
验，毕业找工作也是一无是处。

每天都很忙，却没有规划未来案例 1

许立国是一名体育专业的大学生，从进入大学，他就想着快
点毕业去实现自己参军的梦想。专业课、选修课、跨专业选课把
每天的课表填得满满的，他用三年时间修满了学分。加上各方
面表现突出，许立国成功申请提前毕业。

今年9月许立国退伍了，他说大学能提前毕业，可能在很多
人看来是一种羡慕，但是，他现在想想，留下的遗憾也很多，比如
没有一张毕业照、没有和同学好好疯狂一下，最遗憾的，就是没
有深入学习自己的专业课程。

那个时候，许立国每天上的课很多，但大都是为了学分而去学
习，有些只是写写作业敷衍过去了，最后真正学到的东西却很少。

许立国觉得，上了大学全靠自己的自觉性，很少有老师会督促
你去学习。现在退伍，他在找工作的时候，才发现专业知识还是很
重要的，没有一技之长，全靠一腔热血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立足的。

“体育特长生，或许在别人眼里，这个专业的学生不用学什
么，能打好球、懂些比赛规则就行，其实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所
以接下来，许立国想通过考研弥补自己的遗憾，专注于自己体育
专业的学习。

专业没学好，想考研弥补遗憾案例 2

小李在大学学的是日语。他用“颓废、浑浑噩噩”两个词概
括了自己的大学生活。

“上了大学，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在时间支配上，唯
独给学习的时间比较少，更别提去图书馆了。”直到临近毕业
的时候，听同学说图书馆有闭馆铃声。“我想这个铃声一定很
好听，只是我这颓废青年没机会听到了。”

说到对大学学业是否有反思，小李笑着说：“你应该问
我有多少反思？”小李所学的并不是自己喜欢的
专业，他没有想过用好成绩获得转专
业的资格，而是用逃课的方式去逃避
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毕业后，小李才惊觉，对自己所学
专业知识掌握得甚少。“我现在才明白，
就算自己再不喜欢，也要掌握最基础的知识。”

网上一直流传没挂过科的大学是不完整的，小李觉得这
句话很好笑，其实，只有真正挂过科的人才能理解挂科的痛苦。

日语专业性很强，考试中不会就是不会，根本不可能
蒙混过关。小李的“巅峰时刻”，一期挂了六科。甚至在
临近毕业前几天，他还重修了一门科目。说到这，小李自
己也觉得很惭愧。现在的小李正在努力学习，尝试再次
考研，“欠的债总是要还的。”

临近毕业前几天还在重修案例 3

作为一名数学专业的毕业生，晓语时不时会感叹，“当我要
开始努力的时候，才发现毕业了。”

刚上大一的时候，晓语制定了很多计划，考会计证和教师资
格证就是其中一部分。但大学时期诱惑比较多，很快，玩的时间
就超过了学习时间，久而久之，考证的事情就被她抛在脑后了。

“大学时期学习时间比较自由，都是靠自己选择、自己分配
时间，我的自律性太差。”等到毕业找工作，需要各种证书的时
候，才发现为时已晚。

现在的晓语为了弥补遗憾，边工作边看书学习，可是有的时
候，她刚拿起书就被领导叫去工作了。

她很想告诉现在还在校的学生，好好把握大学期间的学习
时光，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及时完成，否则工作后根本没有充裕的
时间去做。“现在才发现，我错过了人生中最自由的学习时间。”

定了目标，却贪玩没考到一个证案例 4
一年前，小陈从国内一所知名大学毕业。大学四年，一个

社团都没正经参加过，是他最遗憾的一件事。
小陈的高考成绩不错，填报志愿时，考虑离家近，选了一

所稍微次点的学校。大一刚进校，他就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的
选择。“才开学不久，学校热火朝天的社团招新，我们宿舍的同
学都去了，但是走马观花，看了些介绍，最后就选了一个英语
相关的社团。”

不过，拍了照片，交了会费，领了社团证件，小陈最后却一
次都没有去参加过活动。“那时候心态不好，不仅社团活动没
参加，考试也挂了科。”

直到大三，小陈才慢慢调整心态，学习也慢慢跟了上来，
可是没参加社团却成了大学抹不去的遗憾。

“大三的时候，身边的同学一般都开始忙于学习了，没人再参
加社团。即使我想去参加啥子活动，也很少有同年级的同学。”

小陈说，大学期间，除了认识同专业和同寝室的同学，再
没有可以一起玩耍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没有啥人际交往，

“说实话，现在想来，有时候还挺孤独的。”

办了证，一次社团活动都没参加案例 5
@瘦个仍撑一片天：这举动很好啊，我当年

就因为大学过度放松迷失方向，氛围好可以带
动很大一部分像我一样按部就班的人。

@1779518616：学霸无论如何都会学，学
渣无论如何都不会学。大多数人不过是随波逐
流罢了，得过且过，没有什么积极性。

@蜗壳King：不管怎样，我是支持的，国家
终于意识到问题了，虽然这么做不一定能完全
解决，但是至少是个进步，希望我们的大学生在
学术上能有更多进步吧！

@团灭制造者：早该如此了，从我那会儿开
始，大部分人就一直混大学，包括我，现在想起
来就是浪费了最好的时光。

@jhla：其实有些学校，有些专业负担和挑
战性真的是很够了。或者说有些学校，有些学
院已经先行改革了。

本报记者 林祺 实习生 王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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