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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封面别墅出售
寰宇天下?江北嘴大剧院旁，使用面积600m2

清水现房 仅此一席 开发商直售
电话 17783531010

综合房讯

刊登
热线15023163856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
《白沙工业园一期控制性详细规划》

D16-01/03等地块修改方案公示的公告
目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已组织编制完成《白沙工业园一期控制性详
细规划》D16-01/03等地块修改方案，该方案
已通过相关程序审查。

为了进一步增强规划方案的科学性和可
行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
有关规定，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将通过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江津
区规划展览馆、修改地块现场、白沙工业园管
委会公示栏对《白沙工业园一期控制性详细
规划》D16-01/03等地块修改方案进行公示，
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期限为30天（2020
年4月10日至2020年5月10日）。任何单位
和个人均可在公示期内登陆http://www.
jiangjin.gov.cn/bm/jjgtfg/jjgtfg_index.html
网站查询相关规划内容，并以文字、图件、电
子邮件等形式反馈意见或建议。为便于更好
地沟通和完善规划，请在提出意见或建议时，
署上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若以单位名义反
映情况的，应加盖单位公章。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邮政编码：402260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47696236
邮箱：393522718@qq.com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4月9日

翁国庆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JY25001070192939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保障监察大

队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2020年4月7日起90日内向本
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2020年4月9日

公告遗失

通 告
依据重庆市交通局《交通行政许可决定

书》（渝交管理养许〔2019〕788号）许可决定，
涪陵鹅颈关至涪陵西道路工程在G5021石
渝高速南涪段（K140-K141）两侧以桥梁方
式分幅上跨高速公路。于2020年4月15日
开始进行施工，至2020年7月25日施工完
成，总工期为102天。该路段采取双向半幅
通行，道路可通行净宽5米、净高5.5米，请通
行该线路的车辆驾驶人谨慎驾驶，大件运输
车辆超过上述宽、高的请择道行驶。
重庆市涪陵交通旅游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涪陵鹅颈关至涪陵西道路工程项目经理部

2020年4月8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重庆鱼山普泉实业有限公司、刘持华、许
卫兵、万品、赵丽：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重庆
鱼山普泉实业有限公司、刘持华、许卫兵、
万品、赵丽借款纠纷一案，于2016年10月
28日经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2016）渝01
民初1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重庆
鱼山普泉实业有限公司向原告重庆三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承兑汇票垫款
40144881.02元及相关利息，被告刘持华、
许卫兵、万品、赵丽对前述付款义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对被告刘持华所有的抵押房屋享有优
先受偿权，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
于之前2015年12月24日重庆三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已将该笔债权转让给重庆
市万州区鑫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同时
2020年3月18日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已将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2016）渝
01民初166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享有的
全部债权和相关的从权利转让给重庆市
万州区鑫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现将债
权转让事宜通知你们，请你们直接向新的
实际债权人重庆市万州区鑫成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义务。特此通知！

通知人：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日

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办事处
遗失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四份，票据
单 号 ：000356828、000356829、
000356830、00035683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东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通用定额

发票一本，发票号59030801－59030900声明作废
喻毅遗失金鼎地产淮河路壹号6-2506房一

张收据，编号：1719381（金额20000）特此声明

比选公告
2020年新调度室制作安装工

程由重庆西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委
托重庆同致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进
行竞争性比选，凡有意参加竞标者，
于2020年4月9日至13日持有效
营业执照、单位介绍信或授权委托
书原件在代理机构（土星商务中心
A2-11楼）报名，电话：88602519

声明：重庆惠旭三七销售有限公司遗失2014.12.2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38200750338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惠旭三七销售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382007503382）股东会研究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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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4月9日

渝北区戴家米线馆遗失2017年1月19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92500112MA5UB3EE5K，声明作废

重庆精尚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公章编号：5001087133647），声明作废

个体户陈全生遗失农商行南岸支
行四公里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30017046702、账号：06010
20120010003058）声明作废

经营户胡吉祥身份证号码51292319710821819X，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500106O039288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粤港芭莎职业培训学校（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000450423537J）研究
决定，本培训学校拟将注销。根据《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有关规定，须登报
予以公告，请相关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到本中心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万开芬遗失2019年12月20日因工伤到重庆市两
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就医的门诊发票，发票号码和
金额如下：18041664351金额57元；18041664314
金额 367.97元；18041664310金额 125.28元；
18041664311金额78元；18041664312金额4.46
元；18041664313金额1646.66元；18041664280
金额 9元；18041664339金额 9元，合计金额
2297.37元。声明作废。

李小平遗失重庆融科城十期（融科金湖
湾）车位（负2-1141）款收据，收据编号：
P1021-00000492，金额：97000.00元；另
外代收费用收据编号：P1021-00000493
金额：5409.93元，声明作废

《初次鉴定结论书》送达公告
重庆凯瑞恩消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你单位职工陈光元向我委提出初次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经鉴定，我委于2020
年2月28日作出《初次鉴定结论书》（渝
中劳初鉴字[2019]980号），并以邮寄方
式向你单位送达，被退回。经多方联系
无果，现通过公告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前来我委领取陈光元的
《初次鉴定结论书》，逾期视为送达。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20年4月7日

重庆市江北区绿叶义工志愿者协会开具的公益事
业捐赠统一票据（票号为：000040566000040567
000040568 00004044300004041500004017
000040412）遗失第一联，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中泰家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753050758R）股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
资本由5180万元减资到52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
续。特此公告！重庆市中泰家具有限公司2020年4月9日

遗失声明：蔡建华遗失社保收据编号9001860声明作废

个体经营者：王丹，遗失2016年7月
12日核发的渝北区袁大哥餐饮店个
体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12608144128），声明作废。

张沥、周洪明与黄甦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张沥、周洪明与黄甦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张沥、周洪明将其对公告清

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黄甦。黄甦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黄甦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的债务人及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黄甦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的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附：公告清单
张沥、周洪明 黄甦 2020年4月9日

序号
1

原贷款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借款人
黄莉

担保人
高容彬、重庆昆易
贸易有限公司

抵押担保房屋证号
106房地证2013字
第25177号

渝运集团三分公司渝AG6202、渝AG7050营运证
丢失，证号分别为，500107023329、500107023242

江北区大海道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编号JY2500105017091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政府非税收入电子缴款专用收据，票号
000763329，金额23019元，日期2019.4.26，声明作废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公司，曹家容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
业证书，执业证号000124500116
00002020000031，声明作废。

律师证遗失公告
王昌林，男，公民身份号码500228198901074536，
系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执业证
号15001201610637315，发证机关：重庆市司法
局，发证日期：2016年1月28日，该律师证在工作
过程中不慎遗失，现特此公告作废。

遗失重庆竞知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60QBB93K）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李德彬、鞠乾梅之女李雪倩在重庆市九龙
坡区走马镇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遗失廖江、蔡礼燕之女廖晨依在南岸区妇幼保健
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12932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庞能机械有限公司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
明，编号：5001078051229,5001078021166声明作废
黄德富遗失巫山县官渡镇二

台村4组房产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丰都县富源田养殖专业合作社，遗失税

务登记证副本（税号：500230089105465）声明作废。

重庆轨道交通高架墩柱容貌品质
提升项目（第三标段）工程告示

由重庆昌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重庆
轨道交通高架墩柱容貌品质提升项目（第三标
段）工程（项目）已于2019年3月9日竣工，已
于2020年4月7日在项目所在地进行项目施
工的劳务班组及相关人员、材料供应商、机械
设备等实际实施人员清算支付公告，该项目对
外债务已清算支付完毕。特此告示
施工单位：重庆昌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联系电话：023-67115927

遗失声明：重庆凯特医疗设备有限公
司遗失2018年11月08日由重庆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渝中区分局核发的
《医疗器械经营品种附录》。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宝圣湖街道金石路社区
居民委员会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渝
北支行农业园区分理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60862001、账号：
130905012001000107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财迅商贸有限公司公章5001051053677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经重庆谛威财税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709324758N）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册资本由贰佰壹拾伍万元整减少为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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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9日

重庆星三峡雨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500106000236977，
2013年08月21日成立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星三峡雨科技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06075673082），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075673082）声明作废

遗失2010年02月09日核发的重庆安之意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注册号：500104000001116）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安之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04663573256），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663573256）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重庆永佳和塑胶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
74503841958）开给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
公司（税号91500107450402728J）的重庆增值税专
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发票代码5000192130发
票号码09288566金额15350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重庆市武隆区大洞河乡卫
生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登记
号45205039150023211C2201（发证
日期2015年03月23日），声明作废

通知：柳兵（51022619701230****）同志，你于2020
年2月20日至今未到公司上班，请你于登报之日起
5日回公司上班或办理离职手续，过期未归，公司将
按《劳动纪律管理办法》（长运合瑞司【2011】36号）
相关规定处理，一切后果自负（合瑞公司）。

遗失豆承致.男.2014.12.23出生证编号P500047037作废
遗失许智杰.男.2016.8.28出生证编号Q500242143作废
遗失刘汐萸.女.2014.10.1出生证编号O500286100作废
遗失秀山鑫和硅业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002411000025作废
遗失开州区俊发粮油门市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500234MA5ULCG45C声明作废
遗失韩业英之女谭钧尹于2006年10月29日在重庆市江

津区先锋中心卫生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H500201406作废
遗失陈跃梅之子徐嘉塬于2008年02月24日出

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K50013901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晶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003827008519）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北碚区祥瑞五交化经营部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500109600167732作废
遗失重庆众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A5189P

营运证渝交运管渝字500105015656作废
迁址公告

重庆长江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我单位办
公地点已于2020年4月7日迁至重庆市南岸
经开区峡江路1号新天泽国际总部城A7栋4
单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晓秋。公司电话
023-86388007，传真023-86376570，邮编
401336。联系人：吴燕13983083389。

本人刘星购买重庆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一期
A12-S1-1-附23号房源，现购房收据遗失，收
据号为P1001-0000867金额206650元，收据
号P1001-00005839金额343598元，收据号
P1001-0000889金额70000元，声明遗失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双碑街道财政所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0年4月9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
此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双碑街道办事处

谢冬雪遗失恒大御峰台房号C3-1302购
房票据2张:票号ydhk0017342（大修基
金，金额7101.00元），票号ydhk0012312
（契税，金额23596.14元），声明作废贺华梅、熊和平遗失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操作证，证号

分别为:渝A032019046545、渝A032018034434作废。 认尸公告
2020年4月7日在长寿区化工码头长
江水域发现一具男尸，尸长1.7米，约
25岁，穿半面黑色半面白色的外套、黑
色裤子、黑色皮鞋，请知情人与长江航
运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渝之旅金色领地门市遗失国内合同：JSL-JN-
25900162433、JSL-JN-25900158906、JSL-
JN-25900135134、JSL-JN-25900033722
出境合同：JSL-CJ-2590001714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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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天里，在长江铜锣峡南岸，阶梯式的峡谷
开满鲜花，因为得天独厚的山水地形，让这里成为
重庆又一踏青打卡点。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今
长江畔的花谷，过去还是堆满垃圾的陡峭荒地。
昨日，记者来到位于长江铜锣峡畔的放牛村，寻找
当地守住绿水青山的奥秘。

长江畔又添打卡新去处

位于长江南岸的铜锣峡，是长江货船常经之
地。过往的船只路经放牛村，都忍不住多看两眼
铜锣花谷生态园，最美人间四月天，这里花谷里杜
鹃花、月季花花开遍地，好一幅长江生态图。

走入花谷，占地面积200余亩生态园栽种了
120余种树木、花草，放眼望去，碧绿的长江水东
流而去。与其他的生态园不同，因为这里的花谷
沿着长江陡峭的岩壁而建，显现出独特的重庆“山
城”气质。

“无论哪个季节，从这里过往的船只，都能看
到这里鸟语花香，这里是母亲河畔应该有的样
子。”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村委会主任吴强说，
这里白天鸟语花香、绿树成荫、步道整洁，夜晚灯
光璀璨、凉风习习，一年四季摘种了月季、玫瑰、樱
花、桂花、桃花、茶花等花草，让铜锣峡四季有花
香，这里既是长江沿岸的一道美丽风景线，也能给
市民提供了一个踏青、赏花、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这里曾是一片垃圾荒地

如今的铜锣花谷生态园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
打卡，殊不知，这里曾经却是一片堆满垃圾的荒地。

吴强告诉记者，铜锣花谷原本是属于放牛村
集体的四荒地，由于修建弹广路开山凿石，这里曾
散落了大量的大小石块，坡势较陡，鲜有人前往。
近十年间，这块荒地被不法分子盯上，为图便利，
常年将渣料顺坡倾倒，尽管相关部门多次联合执
法制止不法分子，但由于位置较为偏僻，监控难度
大，大量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堆积，荒地便成了
一个“垃圾场”，严重影响当地生态环境，对长江母
亲河造成不小的生态威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放牛村一心想把
这块‘牛皮癣’根除，但村里资金薄弱，无力承担整
治费用。”吴强说，2016年，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
决定将此地块进行招商引资，开展合作共建模
式。随后，放牛村引进一家本土园林绿化公司，对
这片“垃圾场”进行共同治理，规划利用铜锣峡荒
坡依山傍水的位置优势，打造一个“青山绿水”的
生态景观公园。

乡村旅游促当地村民增收

“为建设生态景观公园，前期光是清运垃圾就
拉了300余车，外运土石方约5万余方、腐殖土1
万余立方。”张顺银是生态园的负责人，他告诉记
者，由于江畔坡度太陡，车辆无法进入，垃圾清运
全靠人工肩挑背扛地运送，但这丝毫未动摇大家
把家园建设更绿、更美的决心。

在松散渣场上修筑堡坎加固，防止滑坡安全
隐患；在废弃装修垃圾、生活垃圾上实施表层硬化
再培土种植植被，防止雨水冲蚀垃圾导致污水流
入长江；在渣场和荒坡上修建步行栈道、生态长
廊，培植园林树木、四季花草，种植绿色果蔬……
只要是能让这个地方更加绿色、生态，已年过六旬
的张顺银决不计较成本。

铜锣花谷生态园历时三年多建成，不仅恢复
了长江沿岸的生态，也通过乡村旅游促进了当地
村民的增收。

吴强说，现在生态园内60%的员工都是放牛
村的村民，他们既能享受土地流转的收益和分红，
还能在这里工作拿工资，增加了村民的收入。近
年来，长江边的放牛村还因地制宜打造出南山桃
花园、杜鹃园等多个生态促农项目。据统计，放牛
村1131人连续两年每年人均增收3000元，初步
形成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美丽
图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瀚祥
张皓 摄影报道

守住绿水青山，映日“江花”别样红

长江铜锣峡畔又添踏青打卡新去处

最近天气任性 今晚雷雨将至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

也）昨日早晨，重庆主城“早高峰”时段出现降
雨，午后，降雨停止，阳光重现山城。15时，
重庆大部地区都有阳光光顾，最高气温普遍
都在20至26℃之间。

受低涡切变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重庆市
气象台预计，今日夜间到11日白天，我市有
一次较强雷雨天气过程，日平均气温下降4-
6℃。主要降雨时段为9日夜间到10日夜
间，中西部及东南部地区中雨到大雨，局地暴
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阵性大风、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中西部、
东南部地区30-7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
上；其余地区 10-30 毫米；最大小时雨强
30-50毫米。

重庆市气象台提醒，此次过程中西部、东
南部地区雨量较大，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
发的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同时，部分
地区将出现雷电，局地有阵性大风、冰雹等强
对流天气，提醒注意防范。

气象专家提醒，近期重庆天气复杂多变，
昼夜温差大，建议公众早晚外出备件外套，注
意保暖。另外，春季极易出现过敏症状，除了
要尽量远离过敏原，还可以通过锻炼、饮食调
节增强身体抵抗力。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9日白天，各地多云到晴。大部分地区

气温10-29℃，城口及东南部8-25℃。主城
区：多云到晴，气温13-27℃。

9日夜间到10日白天，各地雷雨或阵
雨，雨量中西部、东南部地区中雨到大雨，局
部暴雨，其余地区小雨到中雨。大部分地区
气温12-24℃，城口及东南部9-19℃。主城
区：雷阵雨转中雨，气温16-22℃

10日夜间到11日白天，中西部及东南
部小雨到中雨，局地大雨，东北部小雨转阴
天。大部分地区气温 13-19℃，城口及东
南部 8-15℃。主城区：小雨到中雨，气温
15-18℃。

最近几天，不少人家里的餐桌上，出现了
清明节期间外出踏青带回的各种野菜，清明
草、蒲公英、侧耳根、香椿、蕨菜……这些生
长在春天的鲜嫩野菜很多都是人们自己挖
回来的，也有不少市民是从农贸市场里买回
来的。

挖侧耳根和清明草有讲究

昨日中午，家住渝中区大坪正街渝州新
都的邹国平开始在家做清明粑粑，她和面用
的不是清水，而是一种绿色的汁液，前一天，
她和老伴在家用平日舂蒜泥的工具一点点把
上山采的清明草舂出汁液，残渣扔掉，两大袋
的清明草也只舂出了一小盆汁液，“外面卖的
清明粑直接把清明草揉到面里，没有清香味
还粗糙，我每年都自己做。”

邹孃孃每次采清明草都用双手，但她的
老伴林爷爷不同，他会带一把平口螺丝刀和
一把小铲子，那是用来挖折耳根的，“侧耳根
大部分深埋在土里，直接用铲子挖会断掉。”
挖侧耳根时，林爷爷会先把侧耳根旁边的土
用种花的小铲子挖松，再用平口的螺丝刀一
点点顺着侧耳根的身子往下慢慢掏。

标榜“野生”菜价更贵

在主城的许多菜市场，香椿、侧耳根
等常见的野菜品种也有售卖，记者走访了
大坪周围的几个市场，发现标榜野生的野菜
有香椿、野葱等少数几个品种。香椿、野葱一
般都是按捆售卖，并不按斤称重，一捆在二两
左右，价格在10元-15元不等。偶尔会有摊
主售卖两种不同的香椿，标榜野生的香椿看
起来颜色更深，更小棵。价格在18元左右
一小捆，有的商家甚至卖到25元以上，“野生
的更有营养，是我们自己上山摘的。”记者询
问为何野生的价格要贵好几块时，有摊主这
样回答。

自采野菜食用要谨慎

虽然野菜很美味，但如果自己采摘，风险
也不小。重庆市中医院南桥寺院部急诊ICU
主任罗真春介绍，每年清明前后，该院急诊科
都会接到因为食用野菜食物中毒入院治疗的
患者，“其中大部分是食用了野生菌类，但也
有食用其他野菜的。”

罗真春提醒，野菜虽然美味，但要懂得辨
认，对于没有辨认经验的人来说，野生植物的
形状、外貌都较难辨认。很多野生植物中含
有生物碱、多肽类毒素，这些毒素如果摄入达
到一定量，会导致肌痛、心悸、乏力、呕吐、腹
泻等症状，严重者会导致昏厥、恶性心律失
常、横纹肌溶解、多器官衰竭，危及生命。像
蒲公英、乌头等一些可以入药的植物，不经过
专门的炮制，毒素很难清除。

如果在食用野菜后出现了明显不适，要
第一时间呼叫120。等待期间，可以对患者
进行催吐。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

清明节挖的野菜你吃了吗？
专家提醒自采野菜食用要谨慎，毒素可能引起器官衰竭

游人在铜锣花谷生态园休闲游玩。

李女士正在挖侧耳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