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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三秦大地，到处春意盎然。4月20
日至23日，习近平在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和
省长刘国中陪同下，先后来到商洛、安康、西安
等地，深入自然保护区、贫困山区、社区、学校、
企业等，了解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脱贫攻坚、复
工复产等情况，就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进行调
研，看望慰问干部群众。

秦岭山脉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查处秦
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问题、加强秦岭生态
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日下午，习近平
抵达商洛市柞水县，首先来到位于秦岭山脉东
段的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步行进入羚牛
谷察看自然生态，称赞这里是“养在深闺人未
识的天然氧吧”。

随后，习近平乘车来到海拔1700米的月
亮垭，远眺秦岭牛背梁主峰，听取陕西省吸取
秦岭北麓违建别墅问题教训、抓好生态保护等
工作汇报。习近平强调，秦岭和合南北、泽被
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
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保护好秦岭生态环
境，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陕西要深刻吸取秦岭违建别
墅问题的教训，痛定思痛，警钟长鸣，以对党、
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功成不必
在我的胸怀，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
摆上重要位置，履行好职责，当好秦岭生态卫
士，决不能重蹈覆辙，决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
名。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
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
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
坚定维护的立场，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到行动上，
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离开保护区，沿着陡峭的山路，习近平乘
车前往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考察脱贫攻坚情
况。金米村位于秦岭深处，曾经是极度贫困
村，近年来通过发展木耳、中药材、旅游等产业
实现了整村脱贫。习近平步行察看村容村貌，
走进村培训中心、智能联栋木耳大棚，了解木
耳品种和种植流程，询问木耳价格、销路和村
民收入等，夸奖他们把小木耳办成了大产业。
习近平指出，发展扶贫产业，重在群众受益，难
在持续稳定。要延伸产业链条，提高抗风险能
力，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
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
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接下来要做好乡村振
兴这篇大文章，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等全面振兴。

安康市地处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的核心区。21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安康市平
利县老县镇锦屏社区。锦屏社区累计安置搬
迁贫困群众1346户4173人。习近平实地察
看了社区电子加工厂、毛绒玩具厂、服饰公司

产品展示厅，对当地“山上兴产业，山下建社
区，社区办工厂”的发展思路给予肯定，勉励企
业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积极拓展国
内市场。习近平强调，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
胜之年，解决好贫困群众就业问题非常重要。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通过各种方
法保障贫困群众就业。镇上的群众听说总书
记来了，纷纷来到街上，高声向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祝乡亲们幸福安康！

在搬迁户汪显平家，习近平同一家老少围
坐在一起拉家常。汪显平告诉总书记，以前在
山里，住的是土房，走的是山路，干啥都不方
便，搬到社区后，一家人住进了三室两厅的楼
房，夫妻两人就近务工，还能照顾老人，过上了
过去做梦都想不到的好日子。习近平听了十
分高兴。他强调，易地搬迁是解决一方水土养
不好一方人、实现贫困群众跨越式发展的根本
途径，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途径。搬得
出的问题基本解决后，后续扶持最关键的是就
业。乐业才能安居。解决好就业问题，才能确
保搬迁群众稳得住、逐步能致富，防止返贫。
易地搬迁群众来自四面八方，加强社区建设很
重要。基层党组织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把社
区管理和服务工作抓好，求真务实，让人民群
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随后，习近平来到老县镇卫生院，了解基
层卫生防疫、医疗保障工作，并向坚守在基层
防疫抗疫一线广大医务人员表示亲切慰问。
习近平指出，要加快补齐公共卫生服务短板，
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疫情防控能力建设，把
各项防控措施常态化。

镇中心小学四至六年级学生已于4月20
日开学。习近平走进教室，孩子们齐声向习爷爷
问好。习近平询问孩子们学习和生活情况。
他强调，要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缩
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切断贫
困代际传递。习近平接着来到学校食堂，了解
学生伙食和复学后疫情防控情况，叮嘱他们加
强学校重点场所消毒，为复学复课提供安全的
环境。

位于老县镇蒋家坪村的女娲凤凰茶业现
代示范园区，属于苏陕扶贫协作项目，通过“党
支部+龙头企业+贫困户”的模式，带动100多
户贫困户年人均增收千元以上。深山之中，
春雨淅沥，云雾缭绕。习近平拾级而上，步入
茶园，沿途察看春茶长势，同茶农们亲切交
谈，仔细询问茶叶收成、价格和村民土地流
转、参加分红、务工收入等情况。他指出，人
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是自
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希望乡亲们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因茶致富、因茶
兴业，脱贫奔小康。

22日，习近平在西安考察复工复产和经
济社会恢复运行等情况。陕西汽车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是西北地区有影响力的制造企业。
习近平详细了解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复工

复产情况，对他们克服疫情影响创产销历史新
高表示赞赏。总装车间内一片繁忙景象。
习近平察看内饰生产线、总装配生产线，饶有
兴致登上装配完成的民用重型卡车驾驶室，向
技术人员询问产品性能和操作流程。习近平
强调，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国有大型
企业要发挥主力军作用，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带动上下游产业和中小企业全面
复工复产。习近平指出，新时代陕西要有勇立
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既要抓
住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
又要善于从眼前的危机和挑战中抢抓和创造
机遇，不断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新产
品，创造新的更大业绩，迈上新的台阶。

交大西迁博物馆坐落于西安交通大学兴
庆校区。上世纪50年代，一批交大人响应党
的号召，“打起背包就出发”，从上海迁至西
安。博物馆二层和三层展厅，分别呈现了交大
西迁的创业历程和辉煌成就。习近平仔细端
详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在一层大厅，
习近平亲切会见14位西迁老教授，祝愿他们
身体安康、家庭幸福。习近平指出，“西迁精
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
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要坚持党
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立德树人，建设高
素质教师队伍，努力培养更多一流人才。习近平
勉励广大师生大力弘扬“西迁精神”，抓住新时
代新机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在
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功绩。

傍晚时分，习近平乘车来到毗邻大雁塔的
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疫情发生以来，昔日熙熙
攘攘的步行街一度空荡无人，现在又开始热闹
起来。习近平走进步行街，了解步行街恢复经
营状况。沿途游客看见总书记，惊喜地欢呼起
来，习近平频频挥手致意。他走进老字号西安
饭庄，同店员和正在就餐的顾客热情交谈。
习近平强调，要在科学防控疫情的前提下，有
序推动各类商场、市场复商复市，努力恢复正
常生活秩序。

23日上午，习近平听取了陕西省委和省
政府工作汇报，对陕西各项工作予以肯定。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之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完成
既定目标任务带来挑战。希望陕西广大干部
群众只争朝夕、真抓实干，在新时代各项工作
中取得新气象新作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
献力量。

习近平强调，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
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保持定
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实体经济特别
是制造业做实做强做优，推进5G、物联网、人
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建投资，加大交
通、水利、能源等领域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
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
大步伐。

习近平指出，要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突出基础性、根本性、全局性
的重大改革举措，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要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形成面
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
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构筑内陆地区效率
高、成本低、服务优的国际贸易通道。

习近平强调，陕西生态环境保护，不仅关
系自身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全国
生态环境大局。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调整区域产业布局，
发展清洁生产，推进绿色发展，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要坚持不懈开展退耕还林还
草，推进荒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推动黄河
流域从过度干预、过度利用向自然修复、休养
生息转变，改善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习近平指出，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
和谐之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扎实办好民生实事。要瞄准突出问题精
准施策，做好剩余贫困人口脱贫工作，因地
制宜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加快建立防止返
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扶持，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成果。要做好高校
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
作，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要加强和创新社会
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

习近平强调，这次抗击疫情斗争是一次大
考，充分彰显了各级党组织的强大战斗力，彰
显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也
暴露出一些党组织组织领导力不强，一些党员
干部能力不足、作风不实等问题。各级党委
（党组）要切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
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实到党的建设全过程。

习近平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
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
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
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
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要把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破除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体制机制，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习近平强调，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
重要发祥地之一。要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公共文
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需要。

丁薛祥、刘鹤、何立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陪同考察。

习近平在陕西考察时强调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据重庆日报消息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委
宣传部获悉，根据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和“学习
强国”全国学习平台工作安排，我市在全国率
先试点建设“学习强国”数字农家书屋。4月
23日“世界读书日”，数字农家书屋手机端（强
国号）、电脑端（网站）、电视端（IPTV）同步上
线。

建设“学习强国”数字农家书屋，是我市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
要论述、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
措，旨在依托“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丰富的内

容资源和庞大的用户群体，盘活农家书屋优
质资源，提升农家书屋服务效能，为农村党
员群众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智能化、便捷化
的学习服务。

数字农家书屋强国号下设六大专栏，分别
是：“好书推荐”，精选300本电子图书在“学习
强国”学习平台刊载，推动农家阅读上“学习强
国”；“农技交流”，根据重庆农业特色以及时令
节气，推送农技类、务工类慕课、微视频在平台
展示，推动农家科技上“学习强国”；“三农信
息”，根据农民朋友生产、销售需求，推送“三

农”资讯、农产品销售等服务信息上平台展示，
推动农家资讯上“学习强国”；“主题活动”，每
年组织开展阅读大赛、主题征文、农技知识竞
赛等2-3次主题活动，推动农家活动上“学习
强国”；“四点半课堂”，为农村少年儿童搭建网
络智慧课堂，推动全市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上

“学习强国”；“惠民电影”，每周免费推送、重大
节假日每日推送优秀电影供群众观看，推动农
家娱乐上“学习强国”。用户打开“学习强国”
App，在首页搜索栏输入“重庆农家书屋”，或
打开“重庆”频道订购“重庆农家书屋”强国号

即可轻松浏览。
此外，我市结合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

大山区特殊市情以及农村党员群众信息接收
习惯，同步建设了数字农家书屋电脑端（网址：
njsw.cbg.cn）和IPTV电视端，打造“三端合一”
的全媒体传播矩阵。作为试点建设的重要内
容，我市还将把“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海量化、
多样化学习资源融入实体农家书屋建设，推动
党的创新理论、科技科普、中小学慕课（微课）、
优秀电影、信息咨询、新型传播终端“六进”农
家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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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JY15001060063358，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重庆本熙建设有限公司叶海
彬二级建筑工程建造师注册印章,注册
编号:渝206121334360（04）,林道科二
级建筑工程建造师注册印章，注册编
号：渝283131443059（03），声明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寸滩街道社会事务服务中心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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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声明:遗失李璐娟(母亲郭学梅身份证编号:
500222198601115422、父亲李德生身份证
编号:500222198510116112)于2014年1月
26日在重庆育恩妇产联合医院出生的《出生
医学证明》、编码O500051117，声明作废。

遗失2020.4.16发沙坪坝区树青陪驾服务部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60UCAU3U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佳一医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7599232413E）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
本由1100万元减少为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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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4日

减资公告：经彭水县心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43MA60PUC966）股东会决议，
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至5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有关手续。2020年4月24日
声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鱼池镇人民政府
机关工会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石柱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871000176901,账
号：4528010120010000453，声明作废。

遗失李杰身份证(号码511623199011063023)声明作废经营者贾元朝遗失2015年6月17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500221600282594，声明作废

重庆建泰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设备产权备案证遗失
渝TN-S00054.渝TN-S00069.渝TN-S00047.
渝TN-S00048.渝TN-S00049.渝TN-T00216.
渝TN-T00212.渝TN-T00215特此声明
焦瞿5003811994072548,遗失位于重
庆市渝北区恒大城市之光C7商铺222
单元商品房认购书收据联，定金金额
为50000元（大写：伍万元整），认购书
收据联编号：1830704，声明作废！
廖维明510521196103032213,遗失位
于重庆市渝北区恒大城市之光C7商铺
221单元商品房认购书收据联，定金金
额为50000元（大写：伍万元整），认购
书收据联编号：18307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
海事局船舶海巡12208艇内河
船舶检验证书（船检登记号
2001A2100820）遗失，声明作废

曹小金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渝A042013934928遗失作废

兹有重庆千鲲金属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发票一份
（三联），发票代码5000193130号码03506078，现声明遗失

重庆綦江交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度水泥供应商采购招标

我司拟公开招标2020年度水泥供应商采购，欢迎
有意向有实力并符合相关要求的投标人参与投
标，各有意向的潜在投标人请于2020年4月21
日-2020年4月27日到本公司领取招标文件。
地址：重庆市綦江区东部新城通惠大道16号
联系人：唐明豪 18323110306

重庆綦江交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白云观至地质公园6.7公里波形护栏采购

我司拟公开招标白云观至地质公园路
段6.7公里波形护栏采购，欢迎有意向有实
力并符合相关要求的投标人参与投标，各有
意向的潜在投标人请于2020年4月22日-
2020年4月24日到本公司领取招标文件。
地址：重庆市綦江区东部新城通惠大道16号
联系人：唐明豪 18323110306

公 告
由重庆旭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万州区

残疾人康复中心暨就业指导中心工程已全面竣工，
凡涉及该项目施工建设的所有债权债务（含人工工
资、材料费，设施设备租赁等所有费用），请于本公
告公示之日起35个工作日内，到我公司办理结算
全部债权债务。逾期者，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联系人：钱艳萍/杨品明 联系电话：023-
67370808/17323967432/13368068987
重庆旭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3日

遗失徐新程重庆市建设工程监理工程
师岗位证书(编号200250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市江北区金芙蓉洗浴服务部（普通合
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X22010971H）经
合伙人一致决定将本合伙企业注销,根据《合伙企业
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企业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4月24日

浮尸辨认通告
长江水域男尸465#170cm，约25岁，
灰色短袖，黑色内裤，深色袜子，带黑
色背包，请家属七日内前来认领。
长航公安局重庆分局电话：63770249

迁坟告示
各位坟主：因半山崖线步道工程建设的需要，
在重庆市渝中区浮图关夜雨石刻有坟需要迁
移，敬请各位坟主于5月5日前与中冶建工集
团半山崖线步道工程项目部冯仁荣联系迁移
事宜，逾期视为无坟主处理。特此公告

中冶建工集团半山崖线步道工程项目部
联系人：冯仁荣 联系电话：13036373959

2020年4月24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仙水阁度假村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编号JY250010700366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李银丽遗失万州恒大御景半岛2-5-1504号房
屋大修基金收据：编号WZN0194849，金额7689元，声明作废。

遗失唐后炳，岑厚平之子岑果在江北区观音桥中医
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E500084588声明作废。

遗失刘志海、李青燕之女刘丽在重庆市梁平区第二人民
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205088，声明作废。

遗失孔祥沣、官远兰之女孔诗涵在重庆市梁平区人民医
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087884，声明作废。

遗失吴明顺医师资格证书，证号：
199850141512222560509001，作废。

重庆三宜建设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开州支行
二号桥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73001784401，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市大渡口区阳光家园康复托养

中心遗失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副本，编号：
110011，发证日期2019年6月11日 ，声明作废

重庆瑞福瑞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遗失2016-01-12核发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4DDL5G作废

遗失周晓珍之子唐子骞于2016年9月2日在重庆市开州
区人民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编号:Q500007081,作废

遗失郑勤之子余想于2017年1月16日在重庆市开州
区人民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编号:R500121121,作废

公 告
1、4月24日至29日23:00-5:30封

闭凤天路马家岩立交升伟匝道;
2、4月25日至26日、5月10日至11

日23:00-5:30封闭马家岩立交上行(马家
岩立交路口至光能建材市场路段);

3、5月16日至19日23:00-5:30封
闭天马路下行(石小路至马家岩立交路段)。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4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定，拟将注销重庆暖
意电器销售有限公司（注册号50010500014
4504），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暖意电器销售有限公司2020年04月24日

刘春梅遗失建筑工程师证编号№011601102770作废
刘静遗失施工管理工程师证编号№011601102772作废
遗失:重庆市中医院发票号(010413971)申请原发票作废

法人变更公告：重庆市沙坪坝区教育考
试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678745
5606B）原法人：钱小苹，现法人变更为：
邓宏(身份证号:510228196709060372)
特此公告。 2020年4月24日

重庆景煌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遗失2019
年05月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8MA60DJWE9M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景煌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公章编号：5003834062731声明作废。

施工通告：广大市民朋友:于2020年5月6日
至2020年8月30日重庆鱼洞长江大桥上游幅
桥面大修，需占道施工，期间从大渡口往鱼洞
方向的小型车辆可分流至大桥下半幅通行。给
市民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与配合。发布单位:重
庆市城投路桥管理有限公司鱼洞大桥管理处
减资公告：经重庆快马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000MA60L0723B）股东会决议，公司注
册资本由3000万元减至3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定请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到本公司办理有关手续。2020年4月24日
遗失重庆市万州区王家木室内装饰设计部
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万州长岭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Y66700018114601号作废
遗失重庆市万州区王家木室内装饰设计部
公章编号5001014016012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俏春园艺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5MA5UDHG45C）股东
会研究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原100万元减少
为13.8万元。请本公司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
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有关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2017.7.18发两江新区美肌化妆品经营部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000MA5UQ1KL71作废

遗失李一丹之子付典坤于2018年12月12日出
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T500010249声明作废

重庆市璧山区禾源园林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5002278014491）印章备案回执遗失作废

遗失江北胡晓刚中医（综合）诊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副本）登记号PDY96251850010517D2122声明作废

遗失北碚区善远餐管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编号JY25001090073888作废

遗失秀山县钰霖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药品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认证证书证书编号：CQ38-Ba-20150040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王忠淋(被捡养人)，男，大致年龄6岁，2014
年6月29日被遗弃在四川省广安市某镇上，
身体健康，无其它生理特征，身上无随身物
品及任何能证明身份的证据，目前由王超云
抚养。现进行公告，如有其生父母和其他监
护人信息或相关线索，请及时来电、来信向
公安机关反映。
联系电话:重庆市沙坪坝区
凤凰派出所 023－65608608
来信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
凤凰镇凤凰派出所户籍室

2020年4月24日

遗失徐春燕之女侯诗语于2015年9月19日出
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P500084596声明作废

迁坟公告
因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应急医院

项目建设需要，根据《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关于
开展惠民街道辅仁村黄家社、罗家社、水井社和南
彭街道巨龙桥村2社、3社、8社集体土地先行清
理工作的通知》（巴南府〔2020〕10号）文件精神，
现对重庆市巴南区南彭街道巨龙桥村2社、3社、8
社等集体土地约205.5885亩进行清理补偿。凡
上述范围内的坟主，限于2020年5月8日以前自
行搬迁坟墓，并到南彭街道征地办公室办理迁坟
补偿有关手续。逾期不搬迁的，按无坟主处理。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南彭街道办事处 2020年4月24日

熊松棋建筑起重司机S渝A042014026743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北区分
局2014.12.3核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
册号500105600343074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符兆元《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正副
本，许可证号 500106102401，特此声明

重庆盛腾照明设备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花园村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
47020202，开户日期：2018年11月15日。声明作废

遗失江北区谢莉音像制品出租店2010年2月10日核
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600133950,声明作废

汤君遗失恒大云湖上郡7.2地块高层-1
号楼-1202房号认筹书客户红联一张，
认筹书编号CQHDYHSJ00000369，金
额贰万元整，声明作废。遗失2014年12月02日核发的重庆凝感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00049471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铭熙物流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1805041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铭通物流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2281010897)声明作废

遗失2008年10月30日核发的海南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重
庆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300011923声明作废

遗失海南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重庆分公司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2019.1.29发李辉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6614875489作废

声明：福建才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遗失李沙一
级建造师注册证书，注册证书编号：01051844
注册号：闽137161820126；遗失李沙一级建造
师执业印章，编号：闽13716182012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龙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车牌渝A391RP的道路
运输证，证号：渝 交运管 渝 字500103051591号声明作废
渝北区元煮餐馆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编号JY25001120220657声明作废

重庆国博城四期缇香榭项目交付公告
尊敬的国博城缇香榭业主：由我司开发建设的
国博城缇香榭，以下商品房：10-1#、10-2#地
块住宅、公寓及商铺经相关职能部门验收合
格，具备接房条件。请业主于2020年5月5
日-2020年5月6日9:00至17:00，前往国博
城缇香榭现场办理接房手续。特此通知！

重庆葛洲坝融创深达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4日

重庆试点建设“学习强国”数字农家书屋
手机、电脑、电视三端同步上线，为农村党员群众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智能化、便捷化的学习服务

（上接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