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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期3幢103业主蒋太军遗失重庆航悦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编号 3001900（定金
50000.0元）的收据一张，编号03002299（银
行按揭700000.0元）的收据一张，声明作废。

经营者朱春维遗失2018年11月9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92500107MA605HMQ4J，声明作废

拟吸收合并及注销公告
经南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673369689P)和重庆万南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711651045L)双
方股东同意，南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拟吸收合并重
庆万南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合并后，南涪铁路有限
责任公司存续，名称仍为南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重
庆万南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依法解散注销，但不进行
清算，其债权债务由南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全
部承继，其对外投资权益由南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依法全部享有。合并前南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资本为431047万元,重庆万南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为10583.4万元,合并后南涪铁路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441630.4万元。请上述两
家公司债权人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办理
债权登记或对相应债务进行清偿，特此公告。

南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吴兴云 13981963049
重庆万南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李俞辛 18717016091

2019年3月27日

赖永萍遗失退休证，江人退[2009]13号，声明作废声明：重庆元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李显
华（身份证号码5102221974****1019），资格
证 书 编 号 5007200507，注 册 编 号 渝
207000804084，该注册证书及执业印章均由
本人保管，已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现已
失去联系，请登报后1日内到公司办理证件
调出手续。否则，公司将该临时二级建筑建
造师证书注销，其法律后果由李显华自负。

遗失刘中平二级建造师执业证、章渝219141547003作废。
遗失龙军二级建造师注册证渝206141651591声明作废

重庆昌源铝业有限公司电测村收购站，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7980394482，2017年
5月24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重 庆 佳 木 劳 务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001038004362，财务章编号5001038004363，遗
失公章和财务章各一枚，均声明作废。

重庆昌源铝业有限公司新山村收购站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04793509025，声明作废。

重庆昌源铝业有限公司民新村收购站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0478748113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旭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08242253X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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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7日

沙坪坝区天天馋面庄遗失2017年05月31日
核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00106MA5ULY537E，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北碚区人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正本（事证字150010900643号）壹本，声明作废。

李德山遗失残疾证，渝军F017165，声明作废

真实女38离温柔漂亮自办皮鞋加工厂寻
真心男地区贫富不限本人15213209854

遗失重庆高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敏注册建造师
证书和印章，注册编号 渝28312133198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智协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6000021760）股东会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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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2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概康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5000119961）股东会研究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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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27日

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危险品运输分公
司渝AH0256营运证500104009077遗失作废

汉江工具厂销售总公司重庆分公司
遗失：地税 税务登记证正本（渝地
税字500903903134835号）、国税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渝 国 税 字
500903903134835号），声明作废

道歉声明：本人张向阳，2019年3月
因工作失职被中天水务公司开除，
为了获得赔偿通过微信向中天水务
公司客户和员工散布谣言，捏造发
布了一些虚假信息，导致该司信誉
受到损失，在此特向中天公司道歉。

重庆市北碚区万帮汽车维修服务站遗失
已填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记账
联）贰份，发票代码：5000182130，号码：
08281091，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九龙坡区杨家坪瑞娜保健食品经营部遗
失2008年10月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107600108997，声明作废

北碚区青娜保健食品经营部遗失2008
年4月1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500109600077021，声明作废

陈永国遗失重庆渝中区文化街70号2单元D2－3-3房管证，作废
重庆迅萌杰科技有限公司遗失2018年9月19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91500108MA5U8F8RX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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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清明、五一小长假日渐临近，
不少人已开始计划外出旅游的行程
了。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直飞航线耗
时短，又方便，肯定比中转航线票价
贵。但最近胡先生在订机票时发现，本
应更便宜的经停航班，竟然比直飞航班

票价贵3倍，这让他非常困惑。

困惑：中转竟比直飞贵3倍多

“我查航班才发现，中转航班竟然
比直飞还贵。”胡先生说，他在海南买了
房子，这周末他父母准备先带着孩子过
去住一段时间，清明小长假他和妻子再
过去。当他订票时发现，3月29日当天，
重庆到三亚的航班最低票价为256元，
而重庆中转昆明飞三亚的航班，票价却
要903元，中转航班竟比直飞贵三倍多，
这让他十分费解。

昨日中午，记者登录去哪儿网查询
发现，3月29日从重庆直飞三亚的有11
个航班，最便宜的是西部航空6：50出发
的早班机，经济舱票价是1.4折256元。
最贵的是国航16：35出发的班机，经济
舱票价是2.8折420元。胡先生所说的
中转航班是川航的3U8968次航班，23：
50出发，经停昆明，次日早上9：35到达
三亚凤凰机场，飞行时间9小时45分钟，
票价为903元。

记者注意到，经停比直飞票价贵的
情况不仅只出现在重庆到三亚，3月31
日重庆到丽江直飞最低票价302元，最
高520元，而重庆中转昆明到丽江票价
却要612元。同样的现象还出现在重庆
到杭州、青岛等多条航线。不过，大多数
国内航班中，经停还是比直飞票价低。

调查：直飞航班仍是旅客首选

“中转比直飞还贵？那我肯定不会
考虑中转。”在一家合资企业上班的吴
女士说，她今年35岁，在这家公司干了
10年，公司总部在北京，她几乎每个月
会飞一次北京。“但如果事情不急，我宁
愿等一天，也不会选择中转。”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也有对中转航
班感兴趣的市民，黄先生就是其中一
位。29岁的他是一名旅游爱好者，他告

诉记者，自己很喜欢旅游，有时会专门
选择中转航班，比如每次去日本都会选
择到香港中转。“这样不仅去了日本，还
可以在香港耍2天，我觉得非常棒。”

不过，在随机采访的20位市民中，
仅有2位市民表示会考虑中转，但票价
太贵也不能接受。绝大部分市民表示
直飞航班仍然是首选，既方便又快捷，
对于重庆到三亚中转更贵的情况，大家
都表示难以理解。

“重庆到三亚之所以会出现中转比
直飞贵的情况，应该是重庆飞昆明，昆
明飞三亚这两段航线客座率都挺高，航
空公司出于营销方面的考虑，会将全程
票价订得较高。”机票专家提醒，旅客在
购买机票时，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
适的航班。

提醒：中转需预留充足的时间

“长距离飞行需要国际中转时，往
往需要奔波于两座航站楼，甚至两座机
场，花费的时间不少。”该机票专家表
示，为了保证衔接顺利，旅客在前后程
航班之间，至少留足2小时转机。如果
旅客通过第三国转机，且转机时间较
长，希望离开机场到城市里逛一下，应
事先了解清楚是否需要办理过境签证，
以免在过关时遇阻。

同时，中转尽量选择同一个航空公
司的航班。这样的话，如果因前一航段
航班延误，造成后一航段航班误机，可
自动改签到最近的一个后续航班。但
如果是选择的不同航空公司，后程航班
的误机损失，一般只能自己承担。另
外，选择同一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可在
出发地让机场柜台人员将托运行李直
接运往目的地机场，无需在中转地取出
后重新托运，方便很多。

上游新闻记者 黎静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翔）4月5日是清明
节，周五。市民祭扫或普遍集中在这个周末或者下个周末。大
家祭扫时须注意烟花爆竹禁放限放区域。

昨日，重庆市民政局清明节工作办公室提醒市民，对清明小
长假祭扫高峰要提前规划、合理安排，错峰出行。尽量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避免人流车流拥堵。

提倡鲜花祭扫、植树祭扫、网络祭扫和诗赋、祭文、家庭追思
会等文明时尚的祭扫方式，严格遵守有关防火规定，防患各类安
全事故发生。

依据《重庆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在禁放区
域、场所燃放烟花爆竹，或者违反安全燃放规定燃放烟花爆竹
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将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处罚。

本报讯 （上游新闻记者 黎静）随着清明小长假进入倒计
时，机票产品迎来预订高峰。昨日，记者从携程等订票网站获
悉，今年清明小长假旅游消费需求旺盛，南下踏青赏花成为主
流，全国人气最高十大目的地重庆排第三，4月4日出发的机票
最抢手。

携程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变四天，并没有减低清明假期
的出游热情。“即将到来的清明小长假，是一年中踏青赏花的最
好时节。因此，许多人会举家出游，亲近大自然的同时，也能放
松心情。”携程机票预订专家表示，五一小长假回归，让人们有更
充足的时间安排出游行程，预计长线游将比去年更受青睐。

那么，哪些城市的游客出游热情最高？携程机票大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天津、重庆、杭州、南
京、大连是十大热门出发地城市。

从年龄结构来看，90后已成清明小长假出游主力军，占比
为39%。80后紧随其后。

据介绍，伴随着油菜花、樱花、桃花、梅花等进入盛花期，南
下踏青赏花成为游客清明出游的热门选择。通过携程机票大数
据分析，清明小长假人气最高的十大目的地分别为昆明、西安、
重庆、杭州、南京、厦门、三亚、武汉、青岛、成都。

据悉，清明节小长假出行最高峰集中在放假前一天及首日，即
4月4日和5日，其中4日出发的机票最抢手。值得一提的是，民航市
场目前仍是淡季，再加上夏秋航季热门旅游航线增多，使得清明假
期机票价格维持平稳，部分航线甚至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比如，
4月5日北京飞重庆机票最低价为620元，折扣力度为3.5折。

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对于清明节出游的游客来说，还有
一大利好消息：国航、南航、东航等23家航空公司目前已完成制
定了“阶梯费率”退改签规则，新规取消了特价机票不得退票的
规则。不过，通常折扣越低的机票，退改签费用就越高。

这是李向晖失踪后的第9年，见他一面成
了老病缠身的父亲如今最大的心愿。

但是，他在哪里？谁都不知道。
“我们这次来重庆，就是想让派出所立案，

因为他的户口还留在重庆邮电大学。”昨日上
午，李向晖的妹妹李秋娥告诉重庆晨报·上游新
闻记者，哥哥最后一次是跟自己通的电话，之后
就失去了联系。“大概是2010年3月份，电话里
就是随便聊了聊。”

李向晖的老家在广西来宾市象州县水晶乡
下路村。1982年11月20日出生的他，是李志达
的第二个儿子。家里有比他大2岁的哥哥李向
日，以及小他两岁的妹妹李秋娥。

2003年，李向晖成功考入重庆邮电大学电
子信息工程专业就读。同年，中学毕业的妹妹
李秋娥，已开始打工做事，而大哥李向日也没有
考上大学。

“二哥性格内向，说话有点结巴，也是家里
的希望。”李秋娥说，农村能培养一个重点大学

学生很不容易。“大学4年下来，总共花了5万左
右吧。”

李向晖大四临近毕业时，父母担心他找不
到工作，但电话那头的他却叫家人不用担心。
后来，他跟家里说，有家重庆本地的科技公司到
学校里招聘，而他经推荐被录用。

这家公司要求的报到时间较晚，因此，
2007年暑假刚毕业的李向晖回过一趟老家。
当得知母亲希望他留在身边，最好就在家乡不
远处工作时，他还自投简历，去南宁的另一家公
司面试过，可惜没成功。无奈之下，他还是返回
重庆。

李秋娥说，那次是家里人最后一次见到
他。“那个时候，他和同学还有联系。”

工作后，李向晖和家人联系并不密切，但隔
三差五还是有个电话打过来。李秋娥听说，他
从事的是技术员工作，月薪3000元，中午有工
作餐，住宿就在公司。

“不过，我们连他公司在什么位置都不是很
清楚。”李秋娥表示，家里人都是农民出身，父
母、大哥和自己，想到二哥已经独立，靠自己赚
钱过活就已很满足了。“当时也太大意了，没关
注过他在重庆工作生活的细节。”

李秋娥还知道，李向晖刚进公司不久，就认
识了隔壁公司的一个名叫甘林的涪陵女生，两
人确定了恋爱关系。2008年春节，只有五六天
假期的李向晖并没有回家，而是到甘林家中见
过她的父母。

但对于这个素未谋面的准嫂子，李秋娥只
是知道个名字，照片也没见过。

2010年3月的一天早上，李秋娥给李向晖
打过一通电话。当时李向晖称自己正在吃早
饭，马上要赶去上班，就匆匆挂断。这通电话，
也是家人与他的最后一次通话。

再之后，李家人拨打李向晖的电话，要么是
无人接听、要么是被挂断了。再之后的2010年
底，当李秋娥再次拨打李向晖的电话，却发现李
向晖的电话号码竟成了空号。

“全家人都特别着急，也是一直在打听，通
过网络、同学、朋友等途径寻人。”记者了解到，
李家人曾在2012年9月份来到学校，不过无论
是班主任还是辅导员，包括同班同学都没人能
联系上李向晖。

不过，曾与李向晖签订三方就业协议的星
辰事达公司，却对李向晖没有任何印象。同时，
在该公司的《入职/离职人员表》中，也没有查到
李向晖的名字。

而在该公司已有10年的库房员工何成容、
财务蔡运红，也都没听说过李向晖的名字。

“我们这次来重庆，希望李向晖的户籍地派
出所能立案，还有就是我们想去成都再找找。”
记者了解到，据李向晖的身份证信息显示，其曾
在2012年6月12日在沙坪坝天陈路附近的某旅
馆内有过住宿记录。2016年10月16日，有搭乘
火车前往四川成都的购票记录。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曲鸿瑞

重庆市老年用品展示中心项目招商公告
受重庆市民政局委托，将由重庆市养老服务协会负责筹建西南

首家老年用品展示中心，为全国的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
的需求，提供专业化适老产品服务。现就该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
商，欢迎有意愿的社会单位积极报名参与。具体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重庆市老年用品展示中心。
（二）项目地点：重庆市渝北区嘉州路89号加州城市花园4号

楼临街1-2层。
（三）项目面积：2300平方米。

（四）项目内容：建设集适老产品超市、服务体验、大数据管理和
项目孵化为一体的应用平台。
二、报名方式

（一）报名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4月12日17:00，逾
期不再受理。

（二）联系人：夏军19923867013。
特此公告。

重庆市养老服务协会
2019年3月20日2019年3月27日

清明小长假哪些城市人气最高？
重庆排名全国第三

怪了！重庆到三亚中转票价竟比直飞贵3倍

9年杳无音信！李向晖，家人从广西来渝找你了姓名：李向晖
性别：男
民族：壮族
年龄：37岁
外貌特征：身
高 1.67 米 左
右，体型偏瘦，
性格内向，说
话有点结巴。

基本情况：广西来宾
市人，2003年就读于重庆
邮电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
业；2007年毕业后，其自称
在重庆市星辰事达通讯发
展有限公司上班，并和一
名重庆涪陵的女孩恋爱。
2010年在与家人最后一次
通过电话后，就再无音信。

清明节前后两周末错峰祭扫
注意烟花爆竹禁放限放区域

（李向晖的照片，拍摄于2003年，这是目
前李家人能提供的李向晖最近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