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翔）昨日，市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召开，会期一天。本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调整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决
定》。

决定显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重庆
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

议决定：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召开时间调整为2019年1月27日至31日，会
期五天。

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时间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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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迎面而来，不
少在外地工作的重庆游子
也即将踏上归家团圆的旅
程。

常年在外地流动工作、先后在多个
地方参保缴费的重庆人，将来退休时，
应该在哪里领取自己的退休金呢？昨
日，市人力社保局给出了权威解读。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当参保人达到
法定退休条件时，如果养老保险关系在
户籍地，在户籍地办理退休手续并领取
养老金。如果养老关系不在户籍地：累
计缴费年限在某地满10年的，在该地
办理；累计缴费年限在多个地方满10
年的，在最后一个达到10年缴费年限
的地方办理；累计缴费年限在各地均不
满10年的，在户籍地按规定办理。工
作人员还就此举了4个案例。

权威解
读

▲

相关链接
老余想退休

老余，之前在上海工作并参加职工养老保险14年。2015年回到重庆工作，
同时也参加了职工养老保险。他2019年应该在哪里办理领取养老金手续？

答案：在户籍地重庆

老魏想退休

老魏，现在广州工作并参加职工养老保险3年，之前曾经在南京工作并参
保缴费12年，在上海参保缴费5年。那么，她2019年应该在哪里办理领取养老
金手续？

答案：在缴费满10年的南京

老田想退休

老田，现在深圳工作并参加了养老保险2年，2006年至2016年在成都参保
缴费11年，1993年至2005年在北京有养老保险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
共计12年，她2019年应该在哪里办理领取养老金手续？

答案：在最后一个达到10年缴费年限的成都

老李想退休

老李，现在北京工作并参加职工养老保险7年，之前在石家庄参保缴费8
年，在青岛参保缴费4年，他2019年应该在哪里办理领取养老金手续？

答案：他在各地的缴费均不满10年，回户籍地重庆办理
本报记者 王淳

案例1

案例2

案例3

案例4

市人力社保局昨权威解读帮你解惑

在外流动工作，最后在哪领退休金？

工作人员提醒，每一段先后产生的参保记
录，在退休时都有用，参保记录的转移接续手续
可以等到临近退休时再去办理。需要注意的
是，重庆市的养老保险是全市统筹的，也就是
说，在大重庆范围内跨区县流动工作持续参保，
最后都是按本市统一标准计算退休金。

工作人员还介绍，养老保险如何跨省转移
接续主要分为3个步骤：首先，在转出地社保局
申请开具《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其中
有用人单位的，由单位或本人办理；无用人单位
的，由本人办理。其次，向转入地社保局出示
《参保缴费凭证》，提出转移接续申请。其中有
用人单位的，由单位或本人办理；无用人单位
的，由本人办理。然后，只需等待转入地社保局
受理审核转移接续申请。据悉，转入地社保局
对符合条件的在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
转出地社保局发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联系函》；转出地社保局在收到《联系函》之日
起15个工作日内办结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跨省
转移及资金划拨手续；转入地社保局在收到有
关资料及资金后的15个工作日内办结相关转
入手续。

每段先后产生的参保记录
在退休时都有用

给解除劳动合同人员告知书

重庆市江北区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11月24日与您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并于2018
年12月20日起停止为您缴纳社会保险。

为了保证您个人社会福利，请您务必立即办理以下手续：
一、办理失业金：
城镇户口人员：请在停保后15天内，携带身份证、招商银行卡 、《劳动合同》（复印件），《解除劳动合

同通知书》（复印件）、到江北区社保局失业保险科办理。每月可领取1200元失业金。
农村户口人员：请在停保后60天内，需本人带身份证、招商银行卡、户口本、《劳动合同》（复印件）、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复印件（三份））前往江北区社保局失业保险科办理失业保险金。可领取每年3
个月失业金1800元。

二、特别说明：办理人员凭身份证到江北保安公司人力资源部提取《劳动合同》（复印件）等资料。
三、续保问题：找到新工作后，社保局将立即停止发放失业保险金。
如您暂时不工作，可到到户口所在地得街道去办理个人养老医疗保险申请，为自己缴纳社保。
本提示关乎您本人的福利，请务必立即处理，切勿因和江北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合同纠

纷而延误您办理上述手续，否则，后果将由您本人承担。
您如果对解除劳动合同有异议，可申请劳动仲裁。公司将服从仲裁结果。
如需公司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等事宜，公司将为您提供方便。
特此提示

重庆市江北区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12月24日

付弟伟51021119750517****;陈世家51021819811119****;胡秀根51222519730524****;傅祖豪50010
519890724****;熊成富51021119690302****;吴永生50038419881106****;唐俊51021119811214****;
田波50011319880320****;胡伟50023119840927****;孙晓婷50023419920928****;王昌义510211197
00226****;李献51021119770730****;冯回初51232319701123****;滕成良51292819710329****;
汪贻斌51022419690428****;朱大富51021119711029****;蔡锡和51022119671117****;张秀才51028
119800727****;吴祥芬51230119721109****;谢诗伦51022419661117****;蒋兵51022419730607****;
高生田51022419630222****;廖明均51352519741215****;刘云51021119650712****;余兴海5102241
9720823****;王成军51230119741102****;沈建林51022419770827****先生/女士：您好！

张钦遗失重庆市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收
费专用收据，票据号004917159，声明作废

重庆耀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北支行五里店分理处开户许可证J6530049059401作废

郭家幸保险执业证号02003050010580020170500187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祥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8578978347Q）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

陈长玖遗失优抚卡001027，声明作废

遗失刘旭，夏涛之女，夏彦迪2013.12.27在巴南区第二
人民医院出生《出生证明》编号O500093859作废 何江荣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操作证原件

一本，编号：渝B042012018123，声明作废。

幸福养老

痴瘫重危者全程托护67903369

送达公告更正声明
被征收人杨慎华、易玫馨、成敏、王安华、刘蜀
青、卓长彬、金鑫、唐励、唐宁、唐李微、李隆碧、
何吉秀、刘国森：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12月
29日在《重庆晨报》第8版刊登的送达公告中
原“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1月8
日发布了《关于菜园坝片区改造房屋征收项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公告》。”更正为“重庆
市渝中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1月4日发布了
《关于菜园坝片区改造房屋征收项目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的公告》。”特此声明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2018年12月30日

送达公告更正声明
被征收人：姚显玉、肖全胜、阙富珍、田银、刘
琍、罗永秀、杨长英、熊中柱、熊中秀、凌德培、
韩兆善、陈玉莲、崔建文、章兴富、徐树德、吴忠
华、田文科、苏小虎、梅耀寰、刘仁萍、刘继模、
况伦冲、杜祥荣：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12月
29日在《重庆晨报》第2版刊登的送达公告中
原“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1月2
日发布了《关于菜园坝片区改造房屋征收项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公告》。”更正为“重庆
市渝中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1月4日发布了
《关于菜园坝片区改造房屋征收项目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的公告》。”特此声明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2019年12月 30日

公 告
承租方：张杨（51062319960515****）

租赁位于渝北区回兴街道兴科大道510号附
15号1-B-6门市一层，租金已于2018年9
月30日到期，逾期拖欠了数月房租费和其他
水电费用，另其物品设备长期存放在门店里，
经多次电话、信息、信函联系无果后至今一直
失联。根据《合同法》和《租赁合同》我方将依
法解除合同，限你方在2019年1月2日前将
其物品设备搬离，否则我方将视为你方遗弃，
并保留向你方追究违约责任权力。特此公告

出租方：崔静
2018年12月29日

股权转让公告
重庆华夏实业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全资子

公司重庆禄欣祥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重
庆空港经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如对该股权转让
事项有异议者，或禄欣祥公司的债权人请于2018年
12月27日本公告见报起一个月内联系：张先生，
023-67837908，Email:992581165@qq.com

重庆华夏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空港经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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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 示
由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

真武山隧道工程现已竣工，凡涉及本项目所有
债权债务关系的个人和单位，于即日起15日
内到我司办理账务结算手续，逾期恕不办理。

联系人：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工
程部 高清明

联系电话：023-87809923
公司地址：重庆市涪陵太极大道3号4-1

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9日

公 告
丰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

10月承建了云阳县三峡水库库周生态
保护带建设工程第八标段造林工程，该
项目于2018年6月30竣工验收，办理了
备案登记手续和项目结算。为保障该项
目相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现通知债权
人在法律保护期限内，将该项目相关合
同和其他有效法律文件原件，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公司申报债
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已经清算并
自动放弃。

债权申报联系部门：丰润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

联系地址：江西南昌市碟子湖大道
时间广场A座4楼

联系方式：许律师 13657919811
座机电话：0791-88532863

丰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8日

遗失倪志军正高级工程师职称证书证
书，编号：021401001270，声明作废

崔杨杨遗失新欧鹏教育城二期1-12-2房
款收据3329874，金额379502元，声明作废

送达公告
被征收人张炳怀：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1月4日发
布了《关于菜园坝片区改造房屋征收项目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的公告》。因你未在规定的签约期内签
订补偿协议，经重庆市渝中区房屋管理局申请，重
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了《关于征收渝中区
渝铁村54号2-1-4房屋的补偿决定》(渝中府征补
〔2018〕第94号)，并载明了补偿方式、补偿明细、产
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时限等事项。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
渝中区渝铁村54号2-1-4房屋的补偿决定》，同时
在征收现场公示，被征收人可至重庆市渝中区房屋
管理局房屋征收科（地址：民生路345号兴利大厦
六楼）领取。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渝中区渝
铁村54号2-1-4房屋的补偿决定》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即视为送达，如不服该决定，你可自送达之
日起60日内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自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2018年12月30日

遗失重庆瑞裕龙商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
保证金收据，卢海莲：收据编号7887511，金
额700元整（交款日期2017.10.12）；卢海
莲：收据编号8511843，金额300元整（交款
日 期 2018.3.28）；杜 桂 枚 ：收 据 编 号
0004502，金 额 900元 整（交 款 日 期
2014.3.31）；唐少明：收据编号9264828，金
额1000元整（交款日期2018.2.1）；秦小兵：
收据编号9264956金额400元（交款日期
2018.3.8）；秦小兵：收据编号7887506金额
600元（交款日期2017.10.11）；胡海波：收
据编号8511874，金额1000元整（交款日期
2018.4.2）；屈素军：收据编号6221396，金
额1000元整（交款日期 2018.2.2）；郭建明：
收据编号6221370，金额1000元整（交款日
期2018.2.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重庆三才
清洁有限公司(注册号500106000063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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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30日

遗失重庆格洛韦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刻制、查
询、缴销证明，编号：50010720150701037，声明作废。

汪德荣遗失重庆市高新区石桥铺石小路198号2幢1-
7号重庆家乐电器厂房产管业证，编号第08号，声明作废融创春晖十里4-2号院（三期）交房公告

尊敬的融创春晖十里4-2号院（三期）的业主：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融创春晖十里4-2号

院（三期）：高层1、8、9、10号楼，商业层1、8、
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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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30日

本报讯 （记者 陈翔）在本次会议上，审
议并修订通过了《重庆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
例》，条例自2019年2月1日起施行。

修订后的条例扩大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
区域，将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和北碚区、渝西
各区的城市建成区确定为烟花爆竹禁放区域，
同时，对接机构改革明确了相关部门和单位的
管理职责，对法律责任进行了补充细化。

昨日，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新闻发布
会，就条例内容以及如何贯彻实施条例，邀请相
关部门进行了解读。

绕城高速以内禁放烟花爆竹

条例规定，本市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含
绕城高速公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北碚区、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南川区、
綦江区、大足区、璧山区、铜梁区、潼南区、荣昌
区的城市建成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城市建
成区的具体范围，由区人民政府确定并向社会
公布。

其他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
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本行政区域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的区域并向社会公布。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强化源头管
控，严防烟花爆竹非法流入。在入渝道路口加
强运输车辆检查，严防非法运输烟花爆竹流入
我市，特别要以绕城高速环线为重点，筑牢禁
放区域“防火墙”，防止烟花爆竹流入禁放区
域，确保禁放区域内“零销售”“零储存”“零燃
放”。

此外，严查违法燃放，确保禁放区域禁得
住。公安机关将严格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对在
禁放区域和场所内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坚决
严肃查处。对群众举报的违法燃放行为，公安
机关将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对不听劝阻的，按
照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重庆市燃
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的规定从严查处；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剩余产品拟由批发企业回收

应急管理部门如何抓好烟花爆竹安全监督
管理？

市应急局在《条例》修订前期就对可能涉及
关闭的烟花爆竹零售点进行了摸排，在禁放区
域内需要关闭退出的零售点共有267个（巴南

区93个、南岸区38个、北碚区23个、九龙坡区12
个、渝北区17个、江津区54个、綦江区16个、万盛
经开区14个）。

市应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市共有烟花
爆竹批发企业88家，常年零售店（点）8739个。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于2016年整体退出。烟
花爆竹领域已连续3年保持了零死亡、零事故，
形势稳定可控。

今年，全市共查处非法违法案件2012件，
收缴各种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11.5万件，行政
罚款291.596万元，治安拘留228人，刑事拘留3
人。

各零售店的剩余产品如何处置？该负责人
表示，初步的想法是由烟花爆竹批发企业予以
回收。

接下来，一方面做好零售经营户的情绪稳
定工作，最大程度地得到零售经营户的支持，鼓
励烟花爆竹零售户转型；一方面做好烟花爆竹
批发企业（涉及39家）的引导，强调批发企业的
担当，履行好企业社会责任。

燃放烟花爆竹严重恶化空气质量

燃放烟花爆竹对空气质量有什么影响，对

环境有什么危害？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燃放烟

花爆竹严重恶化空气质量。2016—2018年
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影响导致空气质量快
速变差，每年主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减少
4—6天，PM2.5浓度上升1.5—2微克/立方
米。

比如，2018年正月初一凌晨1时达到严重
污染级别（空气质量指数高达333），区县城区71
个自动监测点位中达到严重污染级别（空气质
量指数大于300）的点位多达34个。

该负责人表示，燃放烟花爆竹会产生大量
固体废弃物、鞭炮碎屑和细微颗粒物，这些粉末
和残留物经雨水冲刷流入下水道、河流和土壤
中，对水体、土壤产生污染。燃放还造成噪声污
染。

此外还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研究表
明，空气污染水平每增加28微克/立方米，呼吸
道疾病患者增加9%。燃放烟花爆竹直接排放
大气有害物质，会刺激呼吸道黏膜，伤害肺组
织，引起或诱发支气管炎、气管炎、肺炎、肺气肿
等疾病，烟气中产生二次污染物会刺激眼睛、鼻
黏膜而引起头疼等病变。

在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

明年2月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含绕城高速公路）
和北碚区、江津区等11个区建成区

近日，由重庆检察五分院作为公益诉讼起
诉人提起的我市首例民事公益诉讼案获判，检
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获得法院支持。

据介绍，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线索摸排中
发现，四川隆昌红动玻璃有限公司渔箭分公司
非法排放未经处理的含有六价铬等危险废水
的行为，对荣昌区居民生活用水安全造成影
响，环境污染严重。重庆检察五分院高度重
视，成立由分管副检察长李存国担任组长的专
案组，及时立案调查。办案检察官多次赶赴通
安河等被污染地沿岸现场勘查，并组织专家机
构进行环境污染测评论证。

据调查，渔箭分公司违反国家规定，非法
排放未经处理的含有六价铬等危险废物的废
水12吨，造成荣昌区境内通安河等河水严重污
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
院评估本次事件定性为（Ⅳ级）突发环境事件。

今年8月，经诉前公告程序，在没有社会
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情形下，重庆检察五
分院依职权将四川隆昌红动玻璃有限公司和
渔箭分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向重庆市第五中级

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此案也成为经
最高检批复通过的重庆市首例民事公益诉讼
案。

11月22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组
成了有三名审判法官和四名人民陪审员的“七
人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并邀请了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现场旁听。为充分发挥法律在
生态保护中的惩罚、教育、引导功能，担任公益
诉讼起诉人的检察官梁琴当庭发表起诉意见，
现场说法，警醒被告和所有排污企业担当社会
责任。

12月20日，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作出一
审判决，对公益诉讼起诉人重庆检察五分院的
诉讼请求予以全面支持，判处四川隆昌红动玻
璃有限公司渔箭分公司赔偿因其违法排放废
水造成的污染治理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司
法鉴定费等合计29.4万多元，四川隆昌红动玻
璃有限公司对渔箭分公司的赔偿义务承担补
充责任。同时，还要求两公司30日内在重庆
市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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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获判
四川这家公司因违法排放废水，赔偿污染治理费用、生态环境

修复费等合计29.4万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