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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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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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海婷遗失重庆市第八中学树人含谷校区缴费发
票，号码:000313284，金额8750.00元。声明作废。

客户徐爱霞购买重庆市弘璟实业有限公司,璧山昕悦府观
澜樾定金收据,编号GYT00183051,金额贰万元整,声明作废

重庆兴泉储运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和
副本原件，渝交运管许可字号：500106117545，现声明作废！

谭戈（身份证510223198304040311）高级工程师（自
动化专业）证书遗失，编号051301001483，声明作废。

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黄琴
遗失警官证（编号105123），声明作废。

张利遗失残疾证51021419651006434372B1作废
2019.10.14遗失王红帅身份证41130319970828551X作废
重庆楠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2019.1.17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608CGJ1J声明作废
经营者李仁富遗失2008年4月2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3600031758，声明作废
现遗失重庆市万和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南岸区渝

能国际店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声明作废

遗失郭程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262848声明作废

遗失个体工商户鲜勇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0010360035280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宾馆有限公司金威万豪酒店分公司开给北
京威腾科教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第
二联，代码050001800104，号码3916708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黄埔实业有限公司车牌渝B23T61
的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0026828声明遗失

税必光遗失执业医师证，证号110500106001477声明作废
沙坪坝区鹏豪机械厂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106600261140，声明作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经发支行
（纳税人识别号913710009645911325）遗失
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三联1份，发票代码
5000184130发票号码05306211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荣昌区兴荣土地储备
整治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667869566XL）股东会决议,拟将
注册资本由壹亿元整减少为叁仟万元整。
请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19年10月16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六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304869768C）
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5000万元减
少到2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司办理债权债务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10月16日
重庆市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办事处大桥
村田坝子村民小组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
行永川支行寿永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30056879901；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码Q99500118056879905，声明作废

遗失孙明510213194402111215黄桷坪
长江大桥片区旧城改建房屋征收项目（一
期）货币补偿协议书，编号：九征（2019）
长江大桥字第1455号，声明作废。

公开道歉书
我于2017年初因改善火锅店生意

将有害物质加入底料中供顾客食用，损
害了社会公众利益，现向公众公开道歉！

道歉人：秦勇
2019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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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重庆炫科电子有限公司：我局已于2019年5月
9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行政
处罚决定书》（渝北人社监罚〔2019〕3006号），
你单位在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生效后，既未申请
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并且也未在规定
的期限之内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规定的义
务。我局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
行政处罚催告书》（渝北人社监罚催告﹝2019﹞
3010号），要求你单位到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303办公室（联系人：董磊；联
系电话：67817210；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
道桂馥大道10号），开具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凭开具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到建行渝北城南
支行（地址：渝北区双龙大道8号）缴纳罚款
20000元，以及加处罚款20000元，共计40000
元。你单位在本催告书送达次日起五个工作日
内有权向我局进行陈述和申辩。若逾期未陈述
申辩，也未履行上述义务的，我局将依法向渝北
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我局地址：渝北区桂馥大
道10号，联系电话：67812591。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9年10月15日

征集合作方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重庆市国

资委重点骨干子企业，为推进集团中药板块战
略布局，深耕中药市场，现广泛征集合作伙伴，
要求如下：

1、同意并遵守我司拟定的法人治理结构、
同业竞争、后续投资和关联交易等相关约定；

2、注册资金5亿元以上（含）的企业，具备
成熟的中药配方颗粒生产运营及营销能力，拥
有在重庆市配方颗粒市场准入资质优先考虑；

3、合作方需提供企业合规性相关证明文件
及经营情况、管理能力、资产规模等企业介绍。

符合上述条件的企业可于本启事见报七日
内向我司提交上述资料。咨询电话：6380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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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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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书
蒋兴茂(身份证号码50022319891207****)

你于2017年9月13日与栗茂名签订
了汽车转让(买卖)协议，由你购买栗茂名所
有的汽车(车牌号渝AUP708),但是至今你
都不来与栗茂名办理该车过户手续，经栗茂
名数次催告无果后,现登报告知与你,请你
立即与栗茂名联系，否则,涉及到该汽车的
所有法律责任及后果均由你承担，与栗茂名
无关。本告知于登报之日起立即生效。

告知人:栗茂名 2019年10月16日

公 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经

纪人黎海燕（身份证号：51022519750529
****），已于2019年9月25日与我司解除
《证券经纪人委托代理合同》。即日起，上
述人员不得再以我司证券经纪人的名义
对外开展业务，望各位投资者知晓。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万象城证券营业部
2019年10月16日

公 告
重庆久高丰农业有限公司：我局已于2019年9
月24日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渝北
人社监罚〔2019〕1004号），你单位在该行政处
罚决定书送达后，既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提起
行政诉讼，并且也未在规定的期限之内履行行
政处罚决定书中规定的义务。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我局于
2019年10月9日向你单位邮寄了《劳动保障监
察行政处罚催告书》，你单位拒收。现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催告书》（渝
北人社监罚催告〔2019〕1003号），要求你单位
在收到本催告通知书起的十日内履行如下义
务：请你单位到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303办公室（联系人：董磊；联系电话：
67817210；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桂馥
大道10号），开具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凭开具
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到建行渝北城南支行
（地址：渝北区双龙大道8号）缴纳罚款5000
元，以及加处罚款5000元，共计10000元。你
单位在本催告书送达次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有权
向我局进行陈述和申辩。若逾期未陈述申辩，
也未履行上述义务的，我局将依法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我局地址：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联系
人：李如林、骆建伟，联系电话：67812591。
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9年10月15日

公 告
重庆星球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我局已于2019
年6月29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了《劳动保障监
察行政处罚决定书》（渝北人社监罚〔2019〕3007
号），你单位在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生效后，既未
申请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并且也未在
规定的期限之内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规定的
义务。我局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
察行政处罚催告书》（渝北人社监罚催告﹝2019
﹞3009号），要求你单位到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303办公室（联系人：董磊；联
系电话：67817210；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
道桂馥大道10号），开具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凭开具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到建行渝北城南
支行（地址：渝北区双龙大道8号）缴纳罚款
20000元，以及加处罚款20000元，共计40000
元。你单位在本催告书送达次日起五个工作日
内有权向我局进行陈述和申辩。若逾期未陈述
申辩，也未履行上述义务的，我局将依法向渝北
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我局地址：渝北区桂馥大
道10号，联系电话：67812591。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9年10月15日

新城?金科桃李郡交付公告
尊敬的新城?金科桃李郡业主：

新城?金科桃李郡住宅1号楼、2号楼、3号楼、4号
楼、5号楼、6号楼、7号楼、8号楼、9号楼、10号楼、12号
楼、13号楼、14号楼、15号楼、16号楼现已取得《重庆市建
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符合交付条件，兹定于
2019年10月24日起正式交付（其中24-28日为集中交
付期），交付地点为桃李郡项目（原售房部位置商铺内）。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023-67252200
祝您生活幸福！阖家安康！

重庆盛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6日

公章遗失启事
我单位以下分公司公章遗失，现声明作废。具体是：

重庆市报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大渡口
分公司公章（5001047004632）。

重庆市报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江南第
一分公司公章（5001137055909）。

重庆市报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江北分
公司公章（5001057012410）。

重庆市报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江津分
公司公章（5003815019539）。

重庆市报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万盛经济
开发区第二分公司公章（500110300874309）。

重庆市报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九龙坡
第二分公司公章（5001078020744）。

重庆市报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沙坪坝
第二分公司（5001078022868）。
重庆市报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10月16日

周国平（身份证号：510202195909305014）
遗失南岸区上新街涂山路55号4栋6-4号
（建面48平方米、居住、37平方米）公房住宅
租约，第上字第24165号，声明作废。

肖燕遗失重庆工商大学（自考本科，会计专业）
毕业证书，编号：65500103001064539，声明作废

肖燕遗失重庆大学（自考本科，市场营销专业）
毕业证书，编号：65500103001164532，声明作废

认尸公告
9月11日上午，渝中区化龙桥重庆天

地小镇内19画廊旁发现一具男尸，60岁
左右，偏瘦身材，1米7左右，光头，椭圆形
脸型，上身穿浅蓝色长袖衬衫，下身穿深
蓝色长裤，脚穿蓝色运动鞋，请有知情者
或其亲属在10日内与化龙桥街道联系
023-63626553，逾期将对尸体进行火化。

渝中区化龙桥街道办事处
2019年10月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渝中区化龙桥街道稻草
援助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036689
40078Y）决定，拟注销本中心。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15日
内到公司办理相关事宜。2019年10月16日

重庆市荣昌区广顺街道大冲幼儿园遗失税务
登记证副本，税号：500226592255591声明作废。

重庆市荣昌区广顺街道大冲幼儿园遗失2016年
3月29日颁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53592255591L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智铸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R1L82E）
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由贰仟肆佰伍拾万
零玖仟捌佰元整减少为壹仟贰佰伍拾万元
整。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
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19年10月15日

公 告
南岸区东坪二村76、77、78号住用户：

根据南岸区房屋安全鉴定办公室
出具的《重庆市南岸区城镇房屋安全鉴
定报告》安鉴南字﹝2019﹞第060号，南岸
区东坪二村76、77、78号房屋被评定为
D级危险房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按
照《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建设部
129号令）和《重庆市城镇房屋使用安全
管理办法》（市政府284号令）规定，你们
作为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本公告发出7
日内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

特此告知
南岸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重庆市甲高河流域（奉节县境内）
综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目前，《重庆市甲高河流域（奉节县境内）综
合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完成征求意见稿。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规
定，现对其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如下：（1）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的
网络衔接：http://www.cqfj.gov.cn/zwgk/
news/2019-10/719_125369.shtml。（2）公示
期间，公众均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
向建设单位提出查阅纸质报告书的要求。规划
单位：奉节县水利局；联 系 人：韦老师，联系电
话：18996569026，邮箱：947175418@qq.com。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评价范围内的受项目
直接影响的居民和企事业单位。（4）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公示期间，公众均可通过信函、
电话、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
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
止时间：2019年10月14日~2019年10月25日。

遗失声明：人和龙寿合作营业厅，法人：王显
勇，身份证号：510221197303134714。2011
年向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两江新
区分公司缴纳保证金15000元，现申请退保
证金，因保证金收据遗失，故登报声明该收据
作废，从登报之日起如再找到此票据无效。

减资公告：经重庆为尔维机电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5U77X51C）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至300万元。根据
《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到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19年10月16日

首汽租赁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渝DK1208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7042438声明作废

首汽租赁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渝
DJ2955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7042434声明作废

认尸公告
2019年10月13日在巴南区梅家梁码
头长江水域发现一具男尸，尸长1.75
米，30-50岁，穿蓝色长袖、灰色长裤、
棕色皮鞋、蓝色袜子，请知情人与长江
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公告遗失

深阅读03

现场：游客将它设为手机屏保
10月10日下午，带着几分好奇，记者一行

决定去看看已被不少旅游刊物用为封面图的
巫山鱼头湾。

鱼头湾位于巫山县双龙镇安静村，距巫山
县城50余公里。目前走老路，自驾需要80分
钟左右。据双龙镇党委书记易前聪介绍，投资
20多亿元的巫山县城至大昌古镇的高速路明
年建成通车后，从巫山县城出发到鱼头湾景区
只要半小时左右，十分便捷。

驱车来到安静村，从安静村山脚沿着石板
路步行10多分钟，便可俯瞰滴翠峡河段漫山
红叶与碧绿江水。从峭壁上俯瞰滴翠峡，赤壁
摩天、雄鹰展翅、登天峰、罗家寨等令人震撼的

峡谷风光直扑眼前。
继续前行，在景区步道尽

头，一座鱼头形山峰

映入眼帘，活脱脱似一条巨大的鲢鱼在江中蜿蜒
游荡，这便是鱼头湾，当地村民又称“神鱼头”。

“你看看鱼头，简直神似。”在陪同的安静
村原村支书赵长华指点下，记者发现，前面江
岸的古栈道，犹如一排鱼齿；侧面的山洞，酷似
鱼眼；而位于两侧的植物，恰巧将两侧点缀成
了鱼腮形。当两边游船开过，激起层层江浪，

“神鱼”就活了起来。
“太美了，太神奇了！”倚靠在景区的栈道

栏杆上，吹着两岸峡谷和润的山风，几名俄罗
斯游客连声赞叹。同众多游过小三峡的游客
一样，他们纷纷将鱼头湾设为手机屏保。

鱼头湾绝大多数风景仍然保持着原生态
自然风貌，红叶绚烂、松柏苍翠，峡谷壮美、怪
石嶙峋，天生一个摄影采风、秘境探幽、田园游
乐的绝佳之地。

巫山旅发委有关负责人称：“鱼头湾的名
气越来越大，它的价值还在持续发掘中。”

前景：这里将成巫山实力景点
今年70岁的赵长华，与新中国同龄。他

当过六年的兵，退伍回来后当上了村干部，这
一当就是几十年。说起鱼头湾的变化，老人泪
光闪闪，生起许多感慨。

赵长华所在的安静村，位于小三峡之岸。
改革开放后，小三峡成为闻名全国的景区，山
下面不少人吃上旅游饭，而在山上的安静
村，则因为地贫人稀，十分贫困。身为村支书
的他曾时常寝食难安。

三峡成库后，随着库区水位上涨，山谷盛满
了碧水，不但小三峡的风光更为秀丽，“养在深
闺人未识”的鱼头湾也逐渐进入游人的视野。

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生态发展等理念

的指引下，鱼头湾成为巫山脱贫攻坚中致力打
造的乡村旅游项目之一。在重庆市委宣传部
扶贫集团的帮扶下，近两年，村里的面貌发生
很大变化，景区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景区的
观景步道修起了，农家乐也发展到了30多家，
基本的接待能力有了。近三年来，村里已接待
游客20余万人，成为不少当地贫困村民收入
增长的重要途径之一。

“冬天漫山红叶，鱼头湾看起来更像一条
红鲢鱼。”重庆市派驻巫山的扶贫干部龚伟说，
当地政府正在努力将安静村打造成休闲旅游
综合体。今后鱼头湾还将规划修建索道和玻
璃栈道，将附近的景点串通。届时，鱼头湾这
一藏身小三峡之中的“神鱼”，将真正地活起
来，成巫山的实力景点。

“鱼头湾只是巫山在打造全域旅游中脱
颖而出的景点之一。”巫山县有关负责人说，
鱼头湾只是全县发展全域旅游、用生态发展
理念助推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作为最近
确立的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之一，巫山
将围绕“一城两轴三片十一廊道”等旅游布
局，将一个个类似鱼头湾之类的新生景点

“串”起来。
像鱼头湾的一些村民一样，现在巫山不少

贫困乡村的山民吃起了“生态饭”“旅游饭”。
据巫山旅发委统计，近3年，巫山县接待游客
量、旅游综合收益均保持20%以上增幅，带动
3600余户贫困户脱贫，占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15%左右。

小三峡鱼头湾的变化，是“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鲜活注释！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杨圣泉 张旭
何治国 摄影 杨新宇

小三峡里有条世界上最大的“鱼”

有着“渝东门户”之称的巫山，是长江三峡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这里是“巫山神女”的故乡，流传着太多巫山神女的故事。
这里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这里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这里的小三峡，是改

革开放后全国较早的5A风景区之一。这里的山、水、云、雾，甚至连峡谷里的红
叶，都曾是名人骚客抒发心意的“热词”。

这里虽然风景很美，但却伴随着贫穷。就在著名的5A风景区小三峡所在的
双龙镇，就是重庆市委宣传部扶贫集团联系的深度贫困乡镇。

带领群众摆脱贫困，是这里的党员干部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在2019年“10.17”扶贫日来临之际，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走进
巫山聚焦脱贫攻坚，看巫山如何推进全域旅游，我们讲讲巫山的“鱼”故事。

鱼头湾小资料：
在巫山小三峡

的滴翠峡内有一个
大湾，湾内一座巨
大的山头，酷似在
江 中 游 动 的 大 鲢
鱼。这条被网友誉
为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鱼”，很长一段时
间都是“养在深闺
人未识”。最近在
巫山打造全域旅游
过程中成为网红景
点，它的价值还在
持续发掘中。

巫山鱼头湾美景。 上游新闻记者 杨新宇 摄巫山县帮扶安静村村民修建的新
型农家乐民宿小院。

退休后的安静村原村支书赵长华
开起鱼头湾的第一家农家乐。

旅
游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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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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