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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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综合房讯

诚邀项目建设合作
项目用途：办公写字楼
项目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春华大道99号

（近中央公园）
规划建筑面积：约12.5万方 占地面积：约33亩
土地现状：熟地，已取得土地权属
土地性质及用途：划拨（机关团体用地）
我方提供土地，诚邀社会企业合作。

联系电话：17783693228沈老师

刊登
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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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3163856

遗失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30号22-15冯忠萍房屋租赁
证，证号：解字第000740号，
面积31.30平方米，声明作废

月老婚介 诚聘红娘
15年口碑，成功率高，非去不可
www.023yuelao.com63608167

品牌婚介

重庆苏宁小店销售有限公司遗失雷家
桥路装修收据 00623456、00623457、
00623458、00623459，声明作废。

重庆苏宁小店销售有限公司遗失福民路
30号附56号的装修收据3745034，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市天王星民俗文化村有限
公司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渝北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21936102，账号:13010101
20010012131，声明作废。

杜庆飞遗失2017-12-07核发的九龙坡区沛原机械设备租
赁站个体工商执照副本92500107MA5YP5541M声明作废

赤水市重百制冷设备维修有限公司重庆分
公司遗失2011年08月30日核发的工商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2902301），声明作废。

赤水市重百制冷设备维修有限公司
重庆分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声明：奉节县朱忠学农药经营部遗失2017年08
月23日核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00236MA5URTDR3K，声明作废

重庆市忠县乌杨镇总体规划修编（2016~2030）
2018年修改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受重庆
市忠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委托，重庆后科环保有
限责任公司承担重庆市忠县乌杨镇总体规划修
编（2016~2030）2018年修改的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现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将该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1.环评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www.zhongx-
ian.gov.cn/index.html。2.公众还可通过电
话、电子邮箱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
取纸质报告书。建设单位：重庆市忠县工业园
区管委会，胡老师023-85823880。环评单位：
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刘工18398706655，
8094035522@qq.com。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
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影响的所有公众（主要
是忠县乌杨镇规划区周边 2.5km范围内公
众），及对本项目建设或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
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
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并
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
人邮箱，或电话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
实名反馈相关意见。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2019年10月8日至2019年10月18日。

小三峡景区整体提升策划、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次公示：受规划单位委托，重庆后科环保有
限责任公司承担了小三峡景区整体提升策划、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该项目环评相关信息
公示如下：1.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
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AzY6YofHu2Xe2RHfsY_GBA。2.公
众还可通过电话、电子邮箱等方式向建设单位
或环评单位索取纸质报告书。规划单位：韩老
师13512325788。环评单位：重庆后科环保有
限责任公司李工17623653690，396405779@qq.
com。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
影响的所有公众，及对本项目建设或环境影响评
价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4.公众提出
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
见表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
位联系人邮箱，或电话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
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2019年10月10日至2019年10月19日。

酒店转让
重庆解放碑步行街黄金地段,新装修
13868196137陈先生 价格面议

重庆水泵厂职工技术协会技术服
务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
065042848013，声明注销。

债权转让通知书
肖华安、何竹红、渠县賨人文化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重庆海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我司已将我司对重庆海丰建设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在渝三银WD字C01012013400
255号《人民币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项下全部
债权（包括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以及实
现债权费用等）及相关担保权利转让给重庆
新兆投资有限公司。

作为重庆海丰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该笔债务的担保人，请您在收到本债权转让
通知后，立即向重庆新兆投资有限公司承担
渝三银WD字C01012013400255号《人民币
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借款
本金、全部款项结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
利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的担保责任。

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同意
不得撤回或撤销。

特此通知并催款。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坪支行

2019年10月15日

曾爽遗失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区法
字第临225号工作证；人民法院执行
公务证，证件编号：537071，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重庆市长寿区合硕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5MA5U3YCRXB）经
成员大会决议,本合作社拟将注销,根据相关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合作社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10月15日

长寿区东邦时代小区业主委员会遗失公
章壹枚，号码500221104211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德龙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
司在重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海棠支行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56614901账
号108846571903）声明作废。

遗失巴南区星之源超市2016年08月19日核发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13608397596声明作废

关于G65包茂高速大观服务区
（进出城双向）封闭施工的通告

经市交通局批准，10月20日起，G65包茂高
速大观服务区（进出城双向）拟封闭施工。
施工时间：2019年10月20日至2020年8月25日
施工区域：G65包茂高速大观服务区（进出城双向）

施工对服务区进行封闭改造，为确保施工顺
利完成，施工期间，服务区暂停对外开放，请过往驾
乘人员提前规划好线路，可选择提前在就近服务区
或者收费站下道停驻休整，检查油量是否充足，避
免疲劳驾驶。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有限高速公路第三支队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公司南方营运分公司
重庆通力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友联出租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车辆渝B20T87
遗失道路运输证，渝交运管渝字5001000383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谢渊，（身份证号：50010319840320
****），遗失公路专业一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证书编号：00315405）及执业印章
（印章号：陕16123130814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尚亿精密机械（重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585748099U)经公
司股东决定，将注册资本由150万美元减少为
75万美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
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2019年10月15日

身份证遗失声明
本人白帮强2019年10月12日不慎遗失第二
代身份证，身份证号码510224196903291355，
自遗失之日起，任何以此身份证作身份证明或
抵押、签署的具有法律效力之文件等均非本人
授意或签署，若非本人持证，由此引起的一切法
律责任，本人一概不予承担负责，特此声明。
遗失王治桃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1200896作废
遗失颜海军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90204172作废
遗失钟 亚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1580620190100185作废
遗失周行辉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70203324作废
遗失汪永林保险执业证00010050000000002019050259作废
遗失陈其英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0423803作废

遗失何丽税务检查证，证号：渝税稽5004190089声明作废
遗失刘宸希《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1638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汪俊林(身份证号码：422822199712235020)
遗失护士执业证书，编号201642013823，声明作废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重
庆分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富力海洋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2980901，
账号：310021150900002802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工贸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渝B71T03行驶证作废

遗失郭馥伊《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276112声明作废

通 知
张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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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14日

重庆到家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收据，
编号0350840一页，现声明遗失的收据作废。

公 告
我公司承建的余家镇中心幼儿园工程已完

工，现对该项目的债权情况公告给各相关权利人：
1、我公司对上述项目的人工、材料、机械等

所有费用已全部清偿完毕，无其他任何借款、欠
款及应履行的债务。如与此项目相关的人工、机
械、材料及其他经济法律债权人及其他关联人对
此有异议的，请于公示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
内向我公司电话申报，并在申报后5日内凭相关
证明到我公司办理有关手续，逾期未申报或者申
报后5日内未来公司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全部
权利，我公司将不再承担相应责任。

2、项目部已经解散，项目部人员的工资已
全部支付。至此，项目部不再履行相关职责，项
目部的所有成员未经我公司另行特别书面授权，
不再代表我公司及该项目。

3、项目负责人 罗兵 仅负责办理竣工结算，
将工程尾款支付回我公司账户、协调处理工程移
交、保修的权限，未经我公司特别书面授权，不得
再代表我公司及该项目。

4、该项目从未刻制和使用任何项目部印
章、资料章等等，如有持有相关印章的权利人，属
于私自刻制、违法持有，我公司将依法追究其相
应责任；我公司对持有相关印章印鉴资料的权利
人，不承担一切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部门：成控二部 联系方式：023-58236856
重庆市渝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10月14日

刘中鸿遗失残疾证50010719871221893543作废

小美才能形成大美。
今年的“发现重庆之美”聚焦城市细节之

美。恰恰是这些细节之美，体现了城市管理者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13日，重庆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总工程师、副院长彭瑶玲接受记者专访
时，高度肯定了“发现重庆之美”调查推选活动。

一个生态的重庆城
应该注重自然绿化之美

重庆有大山大水，这是城市的独特属性。
“我们城市吸引人的，除了大山大水的特点，

还有很多城市的小细节，比如自然、绿化等。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建设美丽中国，进一步强调了城市规划建设从保
护自然出发，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
题和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善城市生态环
境，建设生态城市是我国、也是重庆目前及未来城
市规划建设的总政策导向。”彭瑶玲表示，通过这
些年对国内外生态城市的研究，她认为，重庆在生
态城市的建设上主要有三个方向：

一是形成绿色的城市功能，譬如城市景观

规划、城市绿道建设和生态立体交通；
二是塑造自然的城市形象，打造花园城市、

森林城市和海绵城市；
三是通过建设生态园、发展生态旅游来形

成生态的产业链。
做好节点绿化、建设社区游园，就是重庆城

市践行生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彭瑶玲表
示，今年的“发现重庆之美”调查推选活动，重点
聚焦了城市园林绿化工程，设置了“重庆市最美
社区游园”和“重庆市最美市街节点绿化”两大
奖项，目的就是挖掘城市的生态自然之美。

提升城市品质
从有没有到精不精

“重庆这座城市，山是纵向的，水是横向的，
自然形成一种网格把城市分成几大块，我们的
老百姓很幸福，要么推门看山，要么开门见水。”

彭瑶玲认为，其他的城市要看山观水还要
驱车去很远的郊区，而在重庆，城市和山水是交
融的。这样两大好处，一是在生态上，我们的自
然环境优越，另外就是生活休闲上的优势，山水

就在咫尺。
除了大山大水还有小山小水，只要把它利

用好，随时就有山水之乐。
除了利用好山水资源，城市是否协调，城市

区域之间、设施之间还需要美化，让整个环境实
现和谐统一。

因此，节点绿化显得非常重要。
“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大家更加追求

舒适和方便，对于节点绿化不再关注有没有，而
是精不精，比如出门要有一个健身步道，或是小
花园、小公园，这些都要作为一个标配来建设。
又比如街边拐角处的点景，重庆原来也建设了
很多，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粗放，现在很多都面
临改造问题，事实上很多时候改造比建设更困
难、更费心思。因此，今后在城市小的节点绿化
的建设上，更需要在怎么精致、怎么方便、怎么
美上下功夫，让城市的整个品质提升起来。”

此外，她建议，大量的坡、坎、崖作为重庆一大
特色，也需要纳入规划整治提升当中来，“坡、坎、
崖规划设计好，那将又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谭柯 实习
生 胡曦

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人们的生活新时尚。为
了鼓励并推进垃圾分类的实施，各种“黑科技”
也开始亮相。

在綦江区文龙街道千山半岛小区，居民“刷
脸”扔垃圾，系统识别后自动打开分类投放口，
并根据所投垃圾为投放人进行积分。

营造氛围
小区随处可见宣传元素

昨日，记者来到千山半岛小区打探。走进
小区，随处可见关于垃圾分类的宣传小品，尤其
是入口处的主干步道上，还以四抹亮色突出融
入了垃圾“四分类”元素，让居民每次出入小区，
都能熟悉和了解垃圾分类。

“为做好示范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市环
卫集团蹲点千山半岛小区实地调研，定制了一
套符合千山半岛小区特色的设计打造方案。”市
环卫集团相关负责人唐生桃介绍，千山半岛小
区是市环卫集团今年8月打造的全市主城区外
首个区县生活垃圾分类示范项目，10月10日
启动试运行。

“小区目前共有2500余户居民，每月的生
活垃圾量在4吨左右。”唐生桃说，市环卫集团
充分利用各类垃圾分类元素，有针对性地对空
旷墙面、垃圾资源利用展示房、主干步道、特色
垃圾分类工作展示区等进行氛围营造。“为有效
解决示范小区生活垃圾回收最后一公里的难
题，我们还重点打造了集宣传、管理、服务、投放
为一体的再生资源管理房；在小区空地及草坪
处均设置了垃圾分类宣传展板与宣传小标语，
营造出‘人人关注垃圾分类、人人参与垃圾分
类’的浓厚氛围。”

人脸识别
扔垃圾还能积分换礼品

在小区里，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在一台智能
回收机器前排队“刷脸”扔垃圾。

现场管理员刘琳介绍，这台机器叫作6分
类可回收物智能设备，是目前重庆市开展垃圾
分类中最先进、易操作的设备。“它配置有32英
寸高清广告屏、安卓触屏、通风系统，箱内还内
置了称重模块、满载检测和温度检测，可实时检

测居民投放垃圾的重量、箱体内部状态，有效保
障设备的正常运行。”

刘琳介绍，与一般的回收设备相比，这台设
备的分类更细致，将可回收物分为了织物、纸
张、金属、玻璃、塑料及塑料瓶6种，“居民可通
过安卓触摸屏进行‘人像采集’注册个人账户，
并通过‘人脸识别’验证身份投放。”刘琳说，这
台设备投用以来，很快就成为了小区的“网红”，
很多居民都来体验。

今年26岁的李洁在小区居住了4年，这次
她用小推车装着在家打包好的各种可回收物来

“刷脸”。很快，李洁带来的一个个空塑料瓶、易
拉罐就变成了账号里的积分，“我们年轻人接受
起来比较快，空瓶子换来的积分还可以换一些
生活用品，既环保又实惠。”

入户宣传
确保每户居民都有了解

记者注意到，为了尽快培养居民对垃圾分
类的主动意识，小区取消了每栋楼的楼层垃圾
桶，取而代之的是在每个单元入口处放置的分
类垃圾桶，同时还在小区内配备了7台易腐垃
圾智能设备。“我们现在都是在家里将垃圾分好
了再到楼下投递，楼道没有垃圾桶一开始是有
点不适应，但习惯了就不麻烦了。”今年47岁的
小区居民朱清会说，自己在小区住了多年，非常
支持垃圾分类，“这能让我们小区的环境变得更
好，肯定支持噻。”

刘琳还告诉记者，为了保障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顺利推进，小区配备了以1名现场管理员、
1名生活垃圾分类巡检员和10名垃圾分类指
导员为“主心骨”的专业垃圾分类人员队伍。

“我们还安排垃圾分类指导员进行入户宣
传，让每位居民都要了解垃圾分类的方式和好
处。目前已入户宣传了300余户，大部分居民
都比较支持，对于个别不理解的我们会继续回
访劝导。”刘琳说，经专业培训后，负责小区的垃
圾分类宣传、指导和监督实施，并于每日早晚投
放高峰期时，在垃圾分类桶旁指导居民进行正
确的垃圾分类投放，“我们将继续细化垃圾分类
各岗位人员职能职责，开展入户宣传及各类宣
传活动，营造‘人人参与’的氛围，让垃圾分类成
为小区居民生活的新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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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向居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