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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要闻

总书记关心的“重庆宝贝”
今年收成怎么样

幸福养老

品牌婚介

真爱婚介 诚信十年
免费配对 包成功68780161

痴瘫重危者全程托护 67903369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

水公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
11.7米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
地，23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刊登
热线

18166342955
15320323186

万事通晨
报

广
告

郑重提示：本版只提供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综合房讯

公告遗失

遗失重庆安琪儿妇产医院增值税普通发票，代
码250001500405，票号0494040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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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北碚区邱小华内科诊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正副本，登记号:PDY90509750010917D2112，特此公告

王昌万（510224195212220991）性别：男，遗失重医一院
宁养院麻醉药品使用知情同意书，编号19007528，声明作废

重庆到家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收
据一本，编号597201-597220，声明作废

产权人吴峥遗失武隆县巷口镇建设中路2号2幢1－8号
房屋产权证，证号：307房地证2012字第006807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汇大印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4305059564U）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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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10月25日

周小义常住人口登记表户口页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精翔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UTXR46P）经
股东会研究决定，根据《公司法》规定，拟将注册
资本由700万元减少至5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
人于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2018年10月24日

通 知
蒋龙、张伟、龚跃、艾凤春同志：经公司及工会
研究决定，限你于收到本通知之日起15日内
到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到上班。逾期不到，公司
将视为你严重违反公司制度及劳动纪律，自逾
期之日起作连续旷工处理。连续旷工达15天
及以上，或一年中累计旷工达30天及以上的，
公司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
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员工奖惩办法》
（一司人资[2011]24号）的有关规定，与你解
除劳动关系并不予支付经济补偿金。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坪铁路三村3号

中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4日

通 知
文显洋：你自2018年9月20日至今已连续旷
工一月有余，已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现特
告知你见通知后立即回公司依法办理相关手
续，逾期后果由你自行承担。
重庆展爱红木家具有限公司2018年10月22日

邹钟玲（身份证号：500227199011167325）遗失
其2018年9月13日与原重庆同景共好置业有限
公司签订的共好项目-C组团-东林大道65号4
幢3-8（契税收据编号：10028692），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公司因故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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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清算债权、债务。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完毕
后将向工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逾期责任自
负。特此公告。重庆昶耘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YR0RP0L）
巴南区兴隆源酒店用品商行遗失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石羊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0973801，
账号:31021201040009549，声明作废
渝之旅国际旅行社大坪正街二门市遗失
市内游合同11400011945、71861，单项
合 同 ：11400003803，境 内 合 同 ：
11400165617，出境合同：11400029657、
63544、14553、12842声明作废。
谭晶晶，应苏平于2017年7月10日购买重庆鲁
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鲁能泰山七号项目 F2-
1-5-4号房，现不慎将收据遗失，楼款收据编
号：01009689，金额1137681元。代收代缴收
据编号：01009688，金额42274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多能渝家具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YN7EK4B）股
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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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10月25日
谭桂蓉于2018年3月8日购买重庆鲁能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鲁能泰山七号项目 A8-1-
1-1号房，现不慎将收据遗失，定金收据编号：
11133566，收据金额：100000元 ，声明作废

重庆市风驰体育文化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2016年3月31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32781281XM，声明作废
被征收人邓述英510222196810265323、李志
伟500113199301315214遗失起重机厂地块
旧城改建房屋征收项目产权调换协议书，编号
九征（2017）起重机厂字第407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越泽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5MA5XDU0686）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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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10月2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诺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9MA5U49Y9XH）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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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10月25日

重庆市都安工程勘察技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 8张，代码 5000151350,号码
00259683、00259684、00259685、00259686、
00259687、00259688、00259689、00259690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禾富田机电有限公司
（注册号91500106556790327R）股东会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登
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关于申报重庆市御临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债权的公告
某上市公司拟与我公司在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计划向我
公司增资并成为我公司控股股东，实现
我公司快速和可持续发展。为使该上市
公司进一步了解我公司债务情况，特请
重庆市御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于2018年10月29日前进行债权申报。
通讯方式如下：
联系人：张新华 座机：023-67827355

手机：18983545888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双龙东路108号

重庆市御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遗失重庆市沙坝区华岩世家幼儿园在重庆农
商行九龙坡支行华岩寺分理处银行的开户许
可证正副本，账号:0404020120010003354,
核准号：J6530039437501，声明作废
城口县云鹰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5002297002501，声明作废
周小佳遗失2012年8月15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1600206782，声明作废
城口县吉星养猪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公章，号码5002291003322，声明作废
重庆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酒店管理分公司遗失增

值税普票，代码050001800104，票号08361225，作废

脆李为巫山带来别样四季

田野纵横千嶂里，人烟错杂半山中……
这是神女巫山铺展在天地之间的一幅自然的美丽画卷。在

这幅画卷中，红的叶，青的李，一红一青，已成巫山两张亮丽名片。
巫山脆李给巫山四季都带来了别样韵味：
春风徐来，雪白的李花恣意舞蹈；盛夏时节，满山满园的李

子树硕果累累，李子青中带黄，摘一个，脆嫩清香；秋冬季节，李
子丰收了果农的腰包鼓了，李子园里一片忙碌，果农们如同呵
护自己的孩子一般呵护着这棵“致富树”。

今年，巫山栽植脆李22.05万亩，挂果面积10.7万亩，产值
达8亿元。

搞循环种植卖了20多万元

10月10日清晨，距离巫山县城70多公里的福田镇，薄雾
散去，脆李树叶上还留着晶莹剔透的露珠，当第一缕阳光洒下，
露珠折射出耀眼光芒。

早饭后，三三两两的村民背着割草机走进脆李园，开始了
新一天的劳作，给李子树做秋季管护。

我们这次要探访的就是小有名气的脆李达人龚正弟。
提到这个人，当地人都说龚正弟为了脆李真的“蛮拼”：担

任供销社总经理，代管7000多亩脆李园，平时还要到全国各地
去学新技术回来教果农……

见到龚正弟时，他正在办公室后面的羊圈忙，“我刚刚买回
来了几只山羊，先把它们安顿好。”

随行的巫山县果业局的唐君解释，龚正弟养羊是为了搞绿
色循环农业。

一看，这羊圈还真不一样：三栋楼围成了一个四合院，蓝色
屋顶，每栋楼有两层，第一层是搜集羊粪的，第二层则是羊舍。

每10只山羊一间房，怀孕的山羊还有另外的房间。
“现在搞种养殖业，不搞出点自己的特色怎么得行。脆李

园子里的青草割回来喂羊，再把羊粪放到李子园做有机肥。”龚
正弟说，这样做不但解决了山羊粪便清洁问题，种出的脆李也
是品相好、口味足。

依托龚正弟搞的绿色循环农业，今年他家的600亩脆李园
一下就达到了盛产期，卖了20余万元。“今年的行情还可以，挂
果也比以前多了一倍。”

建农民学校带领乡亲致富

“在外打工一年的收入也不少，为啥会想到回来种植脆李
呢？”龚正弟说，起初回来自己在家种植葡萄、柿子，养猪和羊，
也从来没想过种植脆李。

5年前，巫山曲尺的青皮李子受到外界追捧，从此巫山脆李
声名远播，卖价每斤10元左右，他看出这是一个发展路子。

过去，福田镇有煤矿，有柑橘种植产业，老百姓的经济收入
都靠务工为主。龚正弟想，能种植柑橘，又是中山海拔地区，肯
定也能种植脆李。

2013年，他和同镇的三个朋友投资200万元承包了600亩

荒山种植脆李，还带动了当地20多户村民一同发展。
“龚正弟了不起，以前在外面打工挣到钱了，还不忘记我们

这些老百姓。”村民为他点赞的同时，也看到了种植脆李是一条
发财致富的好路子。

跟着致富是好事，如果按照传统种植方法，脆李的质量肯
定上不去，技术这一关该怎么破？

龚正弟有了开办农民学校教当地乡亲一起种植脆李的
想法。

他把办公室二楼腾出来作教室，今年对100平方米的教室
进行了翻新和扩大，“这间教室可容纳60多个人。我这几年去
了贵州、辽宁、四川，还是学到了很多关于种植脆李的技术，很
多时候我自己也可以上课。”此外，他还会经常邀请种植业内专
家来授课。

正在筹建“田间交易市场”

从龚正弟的办公室出来，一栋崭新的楼房引起了大家
注意。

龚正弟说，这就是专门为了储藏脆李修建的保鲜库。
“昨天才完工，明年就可以用了，270立方米可以储存

200吨脆李。”他说，每年6至8月，保鲜库可将脆李保鲜期延
长3个多月的时间。不仅能保障脆李顺产顺销，还能延长销
售期，“以后大半年的时间都可以品尝到香甜可口的巫山脆
李了。”

他的脆李园也在附近。
“这些路都是今年才修好的，政府还给我们硬化了，现

在摘果子方便多了。”龚正弟指着脆李园蜿蜒的道路说，“虽
说现在李子的产量起来了，名气也上去了，但是销售渠道还
是很单一，我想搞个‘田间交易市场’，对李子进行分级销
售。”

龚正弟说，建“田间交易市场”的想法已上报给了县里相关
部门，现在正在走流程。

“到时候交易市场建起了，客商看了产品再下单，下单之后
马上摘果。这也打破了传统的销售模式，形成一条龙销售，你
说是不是很不错嘛。”

除了建“田间交易市场”，龚正弟还准备在大数据智能化上
下功夫。

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大学毕业在巫山县城工作。小儿
子正在读大三，学物联网专业。“等他毕业了，专门给他提供一
个平台，用物联网来打造真正的智慧农业，管养、施肥、销售等
工作都能依靠大数据智能化实现。”

大数据智能化的概念是小儿子
给他讲的，虽然目前并未充分
理解怎么搭建运作，但他依然
充满了期待。

本报记者
冉长军
孔晓渝

今日关注
巫山脆李

今年收成
挂果面积10.7万亩

产值达8亿元

脆李达人脆李达人 循环种植卖了循环种植卖了2020多万多万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到重庆代表团
参加审议时，对巫山脆李表现
出了浓厚兴趣。

全国人大代表、巫山县委
书记李春奎介绍巫山在绿化
造林和脱贫攻坚过程中发动
群众种好巫山脆李这一“摇钱
树”，让很多农户致了富。

总书记仔细询问：脆李是
否属于李子的一种？个头有
多大？颜色是红色、青色还是
黄色？

李春奎解释，巫山脆李是
李子的一种，颜色偏青色，因
为口感脆嫩、汁多味香，所以
叫做脆李。

总书记曾询问：
脆李是否属于李子的一种？

个头有多大？
是红色、青色还是黄色？

今年巫山种植脆李22.05万亩，产值达8亿元
当地果农建起保鲜库，以后还可以看果下单

站在田坎上，龚正弟期待着“田
间交易市场”早日建成。

夏季脆李园绿油油一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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