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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华大桥安全保护区范围内的城市防护绿地就在城市主干道旁
边，并不隐蔽。这里为何能够违法建设停车场？

在依法查处擅自占用嘉华大桥安全保护区城市园林绿地和擅
自移植、砍伐城市树木违法案件的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两个城市
大桥维护管理单位涉嫌违法违规，渝中区建交委也涉嫌越权越级行
政作为。

大桥维管两单位
违规出租城市防护绿地

经过调查，这块城市防护绿地是由两个城市大桥维护管理单位
负责管理。一是重庆路桥股份公司，二是重庆城市建设土地发展有
限公司（重庆城投公司全资子公司）。

在停车场开建前，重庆渝泊停车场公司已与上述两家单位签订了
土地租赁协议。

其中，重庆渝泊停车场公司与重庆路桥股份公司签订《渝中区“华
村立交桥下土地”地块租赁协议》，出租土地5993平方米；与重庆城市
建设土地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临时用地协议（土地租赁）》，出租地块
6.5亩。

“这样的行为涉嫌违反重庆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规定。”市城市
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
第二十条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城市园林绿地或
修剪、移植、砍伐城市树木。”《重庆市城市大桥管理办法》（渝府令119
号）第五条规定：“城市大桥设施及其安全保护区的空地，由大桥经营
管理单位统一管理，主要用于园林绿化建设。因特殊情况需要建设
的，应当事先征求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依法经规划、国土等行
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根据调查，两个城市大桥维护管理单位均未按照程序履行报批手
续，擅自将大桥安全保护区范围内防护绿地违规出租，并部分改变用
途、破坏了原有植被形态。

按照《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重庆市城市大桥管理办法》的
规定，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已责令嘉华大桥的两个城市大桥
维护管理单位限期改正违规行为。

渝中区建交委
行政行为涉嫌越级越权

在停车场违法建设过程中，渝中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也涉嫌越权
越级作出行政行为。

根据调查，重庆渝泊停车场公司擅自占用城市园林绿地和擅自移
植、砍伐城市树木建设“嘉华大桥露天停车场项目”，是依据渝中区建
设和交通委员会《关于嘉华大桥露天停车场项目专题会议纪要》（渝中
建交〔2017〕282号）议定事项“项目红线范围内的树木就地移栽”组织
实施的。

根据机构编制有关规定，渝中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不是城市园林
绿化主管部门。

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案擅自占用嘉华大桥安全保护区城市防护绿
地1274.34平方米，擅自移植城市树木173株、砍伐城市树木104株，
其占用绿地面积和城市树木数量超过主城区区级管理权限，应当由市
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审查，报市政府批准。

结合调查核实有关情况，渝中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涉嫌越权越级
作出行政行为。

根据《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项“擅自同意
占用城市园林绿地的”，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依照管理权限，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已将渝中区建设和
交通委员会涉嫌越权越级作出占用城市园林绿地和移植、砍伐城市树
木管理的行政行为问题线索，移送渝中区监察委员会依法依规予以处
理。 本报记者 陈翔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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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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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2015.7.31核发的江北区张桂方回收经营部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5606029822声明作废

江北区李盛惠食品经营部遗失2015年4月23日核准的
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605396342，声明作废 南岸区令渝食品经营部遗失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代码5000174320发票号10763437-10763446,声明作废遗失白艺钖《出生医学证明》编号:0500053692，作废
重庆市百年建筑机械有限公司多次遗

失公章，编号不详，特此声明旧章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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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捌柒商贸有限公司遗失2007年5月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62107615、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及组织机构代证正副本
795855167；遗失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荣昌区秦古坪红高粱
股份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
6051743031C）股东会决议，拟注销本公
司，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
日内与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荣昌区远觉镇绿荫牧
草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
6588019975C）股东会决议，拟注销本公
司，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
内与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荣昌区红苹种植专业
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6MA
5U6B3K95）股东会决议，拟注销本公司，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
与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重

庆广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会2018年8月15
日决议决定解散重庆广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注
册号：企合渝总02970），现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清算组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61号
负1楼，联系人彭俊，联系电话：13594305004。
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提交有
关证明材料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
权登记手续，逾期后果自负。特此公告。

重庆广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11月7日

程启江遗失道路运输证，车辆号牌：
渝FD7991(蓝色)，运输证号渝交运管
渝字500101004000号，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睿亦迪科技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中国建设银行大渡口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69794501账号：
50050110360000000154，声明作废。

刘建明，身份证号码：510226196803244757，工
作单位：重庆市鑫斯阳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印章
一枚（注册编号：渝20512133088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心维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32234608XU)股东
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
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市六合矿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77488687X7）
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请债权
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
理相关手续。2018年11月7日
兹有杨薇于2018年8月不慎遗失渝北区
天竺路18号2幢23-10房屋产权证一本
（证号：渝 2018渝北区 不动产权第
000387063号，不动产单元号：500112023
008GB00017F00010609）特此登报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荣昌区鲲灵建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YR0RY4F）
股东决定，拟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与本公司
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荣昌区浩燕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YPXXDX4）
股东决定，拟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与本公司
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茂恒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696567952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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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

重庆市渝中区房屋管理局关于
转交房屋征收分户评估报告的通知
张智勇、张智慧：为实施菜园坝片区房屋征收工作，
渝中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1月2日作出了渝中府
征发〔2018〕1号《关于对菜园坝片区改造房屋征收
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并于1月4日发
布征收公告。你所有的渝中区渝铁村57号1单元
4-1房屋位于渝中区菜园坝片区被征收范围。该
房屋经重庆万合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
司评估并出具渝万合估（2018）征字第001-10号
《房屋征收估价报告》，房屋评估单价为10850元/
㎡，房屋总价为466984元。请你自登报之日起7日
内前往菜园坝房屋征收项目七段现场办公室领取
该房屋的《房屋征收估价报告》，逾期则视为送达。
现场办公地址：渝中区渝铁村56号2单元1-4
联系电话：15320333303联系人：万老师

重庆市渝中区房屋管理局 2018年11月6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筷易点美食店（普通合伙）（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E7W02B成
立日期2014-11-12）经合伙人研究决议拟将
注销，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请相关债权人、
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企业办理相
关事宜。特此公告。2018年11月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荣昌区宸燕建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YQKQH8A）股
东决定，拟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与本公司办
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荣昌区清臣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UKAK31A）
股东决定，拟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与本公司
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荣昌区齐策建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UFQUN5X）
股东决定，拟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与本公司
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荣昌区精璧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UKA7UXM）股
东决定，拟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与本公司办
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荣昌区凤年建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UFT741U）
股东决定，拟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与本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万丰五金建材商行遗失兴业银行
江北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4840201,声明作废

支队教导队训练场改造及
设施配备项目设计招标公告

近期，我单位将组织对支队教导队训练场
改造及设施配备项目设计进行招标，欢迎符合
条件的单位报名。

一、资历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建筑设
计甲级资质，请于2018年11月14日15时前携
带营业执照（加盖鲜章）和法人身份证明及授
权委托书到支队办公楼5楼军需营房科报名。

二、投标需知：1、本工程采取清单预算报
价，有设计意向的单位根据招标人提供的设计
任务书，自行编制报价书。2、本次报价采取

“最低评标价法”的方式确定中标单位。
三、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邹助理13637905577。
联系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白马凼1号

招标公告
重庆维笙宏声大酒店副楼安全整治项

目已经主管部门批准，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招标内容：消防管路、冷热水管路、强弱电管
路、设计、施工、安装、装修。资质要求：装饰
设计甲级、装饰施工壹级、机电安装叁级、电
子与智能化贰级、消防贰级以上质资。

请符合以上资质的拟投标单位在11月
15日前到维笙宏声大酒店报名。

联系人：常老师 联系电话：62961001

重庆市渝中区房屋管理局关于
转交房屋征收评估结果通知单的通知
张正斌：为实施菜园坝片区房屋征收工作，渝中区
人民政府于2018年1月2日作出了渝中府征发
〔2018〕1号《关于对菜园坝片区改造房屋征收项
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并于1月4日发
布征收公告。你所在的渝中区下徐家坡2号101
房屋位于渝中区菜园坝片区被征收范围。该房屋
经重庆金友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
估并出具《下徐家坡2号评估结果通知单》，房屋
评估单价为 10670元/㎡，房屋总价为 167519
元。请你自登报之日起7日内前往菜园坝房屋征
收项目8段现场办公室领取该房屋的《下徐家坡2
号评估结果通知单》，逾期则视为送达。
现场办公地址：王家坡新村5号
联系电话：15215131451联系人：张老师

重庆市渝中区房屋管理局
2018年11月7日

重庆驰宇轩模型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票一份，发
票代码5000182130，发票号码05810695，声明作废。温柔女45离无孩有车房寻安家男13042347573

通 知
重庆市巴南区奥森橡胶制品厂陈

炳生〈法人〉你在我厂租赁的厂房、设
备及所欠的租金、限你登报之日起15
天之內来厂完善、逾期未到视为到场、
我厂将设备厂房收回、并将你的设备
等作废铁处理、收入抵欠房租费。

重庆体育用品厂

一个有着23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
修起来了，这听着应该是一件好事，因
为它至少可以缓解周边停车难的问

题。然而，就是这么大一个停车场，却建在了
不该建的地方——规划“禁地”、嘉华大桥陆域
安全保护区。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停车场为何能修在这里？它又是如

何建起来的？是谁给违建停车场亮的“绿
灯”？这样一个停车场，最后的结局将会怎样？

昨日，市城市管理局就此召开了“以案说
法”新闻通气会，对整个违法案件的来龙去脉
进行了通报。

之后，重庆晨报记者对这个停车场进行了
实地调查。

真相究竟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

重庆渝泊嘉华公共停车场是个露天停车场，位于嘉华大桥南
桥头桥下。设有两个出入口、共230个停车位。

然而，这个号称渝中区首个落成的桥下公共停车场，却建在
了城市规划“禁区”内。

施工3个多月建成试运营

从项目的区位来看，重庆渝泊嘉华公共停车场毗邻轨道交通
九号线华村站、重庆企业天地和临江佳园小区。

该项目于2月28日进场施工，5月底基本建成，6月下旬开始
进入试运营。其业主建设单位是重庆渝泊停车场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渝泊”）。

重庆渝泊曾公开发布消息称，项目建设充分利用了桥下的平
面空间，虽不能完全解决停车难问题，但对目前周边停车位缺少
的情况起到了明显的缓解作用。与此同时，该停车场并没有破坏
原有的环境，随着项目的完工，桥下的绿地面积反而从1274平方
米增加到了3023平方米。

临停不开放月票400元

从李子坝正街驾车往重庆天地方向行驶，途中便能看到明显
的标识——重庆渝泊嘉华公共停车场。

昨天中午，重庆晨报记者驾车通过扫描车牌，直接进入了该
停车场。此时这里停有数十辆网约新能源汽车，现场已安装大量
充电桩。

记者正准备停车，就有工作人员上前劝阻称，这里现在不对
外临停。

除了新能源车外，停车场内还有十多辆汽油车。为什么不让
临停呢？记者在现场的管理中心了解到，这里现在有部分附近小
区的月票车，费用是每月400元，临停还未开放，费用也不清楚。

记者在现场走访发现，这里并未对停车收费事宜进行公布。

停车场内20多根桥梁立柱

停车场东侧约300米就是临江佳园小区，这里的住户是否会
选择去桥下停车呢？

该小区住户刘先生说，小区有2层停车场，月票费是320元，
比露天停车场便宜。但小区月票不设固定车位，所以有部分车主
选择去露天停车场办理月票。

临江佳园小区临街人行道，几乎被车辆占满。商户王先生
说，虽然小区停车收费不高，但仍有不少车辆选择“免费的”。

露天停车场占地区域，从化龙桥正街附近延伸到嘉华大桥正
下方，除了主桥外，停车场上空还有华村立交4幅引桥，20多根桥
梁立柱正位于停车场内。

根据《重庆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划及现
状特大型桥梁，以桥梁边缘起算（规划桥梁按照双向8车道计），50
米范围内为禁建区，50—100米范围内为大桥陆域安全保护区。

也就是说，这个露天停车场位于嘉华大桥陆域安全保护区
内。如果没有合法的审批手续，项目就属违法建设。这也是项目
一直未能正式运营的主要原因之一。

依法行政，要敢于“亮剑”！
此次，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主动通报该起案件，虽然涉

及的是渝中区有关政府部门以及相关国企，但我们认为，“绝不护短”，
让法律在阳光下运行，这是重庆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精神的具体行
动，也是一大进步，值得点赞！

而在这起违法案件中，我们发现，重庆城投公司、重庆路桥公司作
为大桥维护管理责任单位，把大桥安全区当成了自家的“自留地”，擅
自改变其安全保护用途和防护绿地用途；渝中区建交委本无权审批，
却召开了专题会议，让停车场项目顺利通过。

正是因为这一路“绿灯”，违法停车场才一路“过关斩将”地修建了
起来。

让我们疑惑的是，重庆城投公司、重庆路桥公司本履行着维护管
理责任，是对本身相关法律法规不熟悉，还是故意为之？

作为政府部门，渝中区建交委从上到下也不熟悉相关法律？
这些疑点，我们期待相关部门、相关企业给出答案。
可喜的是，围绕这一案件暴露出的问题，线索已移送渝中区监察

委员会，相信不久这些疑点都会得到解答。
当然，对这一案件，我们也将继续关注追踪。

一个拥有230个停车位违法建设的露天停车场，是如何通过
层层“关卡”建起来的？又是谁给它开了“绿灯”？

昨天下午，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唐家利向
重庆晨报记者详细介绍了这起违法案件依法查处的全过程。

根据调查，重庆渝泊停车场公司存在擅自占绿毁绿违法行为；
、重庆路桥公司两个城市大桥维护管理单位涉嫌违反地方

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规定；
渝中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对当事人擅自占绿毁绿涉嫌越权

越级作出行政行为。

开建 城管执法部门立案调查
事实上，在重庆渝泊嘉华公共停车场开工建设的第二天，市城

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在执法巡查中就发现了这里有“动静”。
3月1日，市城市管理执法总队执法队员发现嘉华大桥安全

保护区范围内渝中区华村一侧，正在施工建设“嘉华大桥露天停
车场项目”。

执法队员在现场调查发现，停车场施工不仅占用了嘉华大桥
安全保护区范围内的城市绿地，还有多棵树木被拔了出来，有的
树木甚至被硬生生地拦腰砍断。

《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第二十条明确规定：“禁止任
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占用城市园林绿地或修剪、移植、砍伐城市
树木。”

停车场的施工建设，并未按照《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规
定程序，向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审批手续，属于擅自
占用城市园林绿地和擅自移植、砍伐城市树木。

3月6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决定，对重庆渝泊停
车场公司涉嫌擅自占用嘉华大桥安全保护区城市园林绿地和擅
自移植、砍伐城市树木案件予以立案调查。

调查 停车场擅自占地毁绿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执法人员根据《行政处罚法》

的有关规定，组织开展调查取证。
3月15日、3月23日、3月27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

队对擅自占用城市园林绿地和擅自移植、砍伐城市树木建设停车
场项目进行现场勘查、调查询问，并向政府有关部门、园林绿化施
工单位、项目建设用地出租单位进行询问（函询）。

据渝中区规划部门证实，“嘉华大桥露天停车场项目”建设用
地是渝中区嘉华大桥安全保护区内华村一侧的城市防护绿地。

经过调查核实，重庆渝泊停车场公司建设“嘉华大桥露天
停车场项目”，共计擅自占用嘉华大桥安全保护区城市防护绿
地1274.34平方米，擅自移植城市树木173株、砍伐城市树木
104株。

整改 停车场对指令置若罔闻
4月16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发出《责令（限期）

改正通知书》，并分别于4月27日、6月12日两次到停车场现场督
促整改。

“当事人对执法机构责令改正的要求置若罔闻。”唐家利说，
依据《行政处罚法》及相关规定要求，6月25日、10月25日，市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两次召开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委
员会会议，专题研究重庆渝泊停车场公司涉嫌擅自占用城市园
林绿地和擅自移植、砍伐城市树木违法案件和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事宜。

7月3日，城市管理执法机关向重庆渝泊停车场公司发出《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依据《行政处罚法》《重庆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有关规
定，应违法当事人的听证要求，7月31日，城市管理执法机关举行
听证，就违法事实、调查证据、执法程序、处罚依据等有关内容进
行质辩。

8月3日，听证主持人提交听证报告连同听证笔录、案卷材料
呈报城市管理执法机关负责人复核审批。

10月31日，执法人员再次到停车场现场进行核查，结果发现
当事人既未按照规定程序办理行政审批手续，也未按照要求对占
用城市园林绿地建设停车场的违法行为进行整改。

重罚 罚款、赔偿、恢复绿地
鉴于违法当事人擅自占用嘉华大桥安全保护区城市防护绿

地1274.34平方米，擅自移植城市树木173株、砍伐城市树木104
株的违法事实，结合移植回栽173株城市树木、补栽161株城市
树木的整改情况，且截至2018年10月31日整改期满尚未完全整
改的实际，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对重庆渝泊停车场公司
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了从重处罚。

依据《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规定，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总队决定对重庆渝泊停车场公司作出罚款9万元的行政处
罚，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恢复绿地。

依据《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赔偿补偿规定》第三条的赔偿标
准，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要求重庆渝泊停车场公司缴纳
擅自移植城市树木173株、砍伐城市树木104株的赔偿费7.796
万元。

2018年11月2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将《重庆市
城市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交付给重庆渝泊停车场公司，其
授权代理人签名予以签收。

现场 规划“禁区”内，停车场开张？

调查 违法停车场，如何建成的？ 溯源 违建停车场，是谁开“绿灯”？

占用嘉华大桥桥下绿地建成停车场。执法总队供图

停车场的指示标志。

停车场内停放的“月票”社会车辆。

昨日，停车场内停放的社会车辆并不多。

“无人值守”的停车场内有人值守。

渝中区首个渝中区首个
桥下公共停车场桥下公共停车场
竟是竟是违法违法建筑建筑！！
位于嘉华大桥南桥头桥下，共230个停车位
大桥管理维护单位擅自出租大桥安全保护区
渝中区建交委涉嫌越权越级作出行政行为

昨日上午，数十辆网约车在停车场内充电。本版图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刘波 陈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