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水池成为“打卡点”迷你“天空之镜”美呆了
在重庆数字营销基地，荣昌夏布等十余家文化项目已经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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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真是个神奇的地方，一个小水池也能
拍出如梦如幻的美丽景象！”站在江北嘴中央商
务区一个小水池旁，外地游客陈先生感叹道。
他所在的地点，是位于千厮门大桥北端的中国
农业银行重庆分行新办公大楼门口的一个小水
池，因可以倒影出江对岸解放碑的繁华，呈现水
天一色的美景，被网友们称为“重庆版天空之
镜”。近日来天气晴好，这块迷你版的“天空之
镜”又火了，成为吸引外地游客的“打卡”地。

在南岸弹子石朝天门大桥下，离南滨路不
远处有几栋老房子。现在，老房子只是换了个
模样，成为重庆数字营销基地，国家非遗四川蜀
绣、荣昌夏布、荣昌陶器等十余家文化项目已经
入驻。独特的老屋房梁结构，加上文化创意，让
老房变成了新范儿。

一年四季皆有不同美景

这个面积只有几十平方米的普通水池，为
什么能成为“网红”景点呢？原来，它所处的位
置，正对面是渝中半岛，在池水映衬之下，无风

时，显出镜面一般的对称之美，有风时，波光粼
粼，又呈现另一番景象。一年四季，一天四时皆
有不同美景。

据农业银行工作人员表示，自从一年多前，
这个景观水池注满水后，有摄影爱好者发现在池
边能拍出镜面一般的效果后，每天特别是傍晚时
分都吸引到不少人拿起长枪短炮，拍出心仪的照
片。小水池的名气越来越大，外地游客纷至沓
来，还有新人选择在水池前拍摄婚纱照。银行方
面表示欢迎前来文明拍摄，而银行保安也兼负起
了维持秩序的任务，提醒大家拍照时注意安全。

重庆摄影爱好者魏民在这里守候已有一个
多小时，拍摄延时作品。他说，之前这里只是在
摄影圈里小有名气的拍摄点，现在随着自媒体
的推介，越来越多外地游客前来“打卡”，将其作
为游重庆的新“景点”。

“随手一拍就是城市宣传片！很有重庆特
色！”来自南京的陈先生专程来这里拍照，他认
为虽然水池小，但能代表重庆山水结合的特点，
而且这个位置就在轨道交通大剧院站4号出口
处，交通方便，还是很值得来“打卡”的。“我觉得
比一些收门票的景点都美！”厦门游客谢南江笑
言，这可能是全国最小的“天空之镜”，但一方池
水，映出一座山城，一片蓝天，脱落出整个美
景。“池中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晚上更是流光
溢彩，我会推荐给所有来重庆的朋友！”

在数字营销基地喝茶打望

8日，记者走进重庆数字营销基地，只见传
统木梁旁挂着西式宫廷灯，悠悠草坪处摆着工
业马桶椅。基地保留了房屋结构，只是将其加
固和翻新，“我们再摆放点各地旅游淘的新奇物
件和基地孵化出的产品。”基地负责人谢美龄表
示，老屋新意的结合，不仅能节约装修成本，也
能碰撞出独特的创意空间。

变美的重庆数字营销基地，总让人忍不住

的想坐在那里休闲喝茶，看朝天门大桥上过往
车辆和地铁。

在基地里，有一栋楼还在加固翻新。“这栋
楼是直播中心，我们将打造20多间专业直播
间，供主播们线上销售。”谢美龄说。以后，这里
将会成为“网红带货聚集地”。

届时，这里不仅是环境优雅的景点，也是人
气主播的打卡点，更是线上销售的主要场所。

彭港琦是浙江卫视旅游综艺栏目《各位旅
客请注意》中深受观众喜爱的退伍军人，他来到
重庆数字营销基地，当起了一名带货主播。五
一期间，彭港琦就与龙门浩街道联手做了一场
直播。4小时直播，共吸引到1.7万人次观看。

重庆数字营销基地还是南滨路管委会引进
的特色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是为独立创客、创业
团队等创新创业者提供包含工作空间、网络空
间、培训交流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在内的各类
创业的场所。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纪文伶 宋剑 通
讯员 李诗韵 郭旭

遗失重庆市中国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电子普
通发票，代码050001800211号码78911804、78911819，声明作废

重庆运邦物资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支
行金地广场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53006364310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润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576184789C）股东会
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万元 减
少 到5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必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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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12日

本人王浩然220381198207196816遗
失重庆阳光壹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1-1-27-2收据，收据号：0006048，
金额：15912.79元，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第九建筑工程公司以下项目印

章作废处理。[重庆市渝中区第九建筑工程公司第
三项目部、重庆市渝中区第九建筑工程公司大足项
目部资料专用章（签订经济合同无效）、重庆市渝中
区第九建筑工程公司荣昌项目部（非合同用章）、重
庆市渝中区第九建筑工程公司璧山项目部专用章
（签订经济合同无效）、重庆市渝中区第九建筑工程
公司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璧山支行综合大楼建设工
程项目部、重庆市渝中区第九建筑工程公司秀山滨
河长廊项目部、重庆市渝中区第九建筑工程公司直
属项目部、重庆市渝中区第九建筑工程公司林耀二
期工程资料专用章（签订经济合同无效）、重庆市渝
中区第九建筑工程公司梁平县云龙镇沿街居民建
筑装饰改造工程项目部（非合同用章）]不再使用。
自登报之日起，任何加盖上述印章的合同及其他文
字材料等，我单位不予认可，因此造成的不良法律
后果我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特此声明！
重庆市渝中区第九建筑工程公司 2020年5月11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盲人按摩医院拟向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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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
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盲人按摩医院2020年5月10日

刊登
热线15023163856

李本淑510221196607036027遗失重庆悦
来项目四期-3#-1-7-7-19号房屋定金收
据P1009-00008034（53882元）、楼款收据
P1009-00008191（215526元）、代收费收据
P1009-00008192（10947.45元），声明作废
重庆德勤益成商贸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编号500103801
2222；遗失财务章，编号
5001038012223，声明作废

许有用遗失了滨江壹号 4-16-2收据
P1019-00001347，金额10元，遗失声明作废

公 告
为规范G50沪渝高速古佛收费站货车入

口检测工作，缓解收费站长期拥堵的现状，为
广大驾乘人员提供畅通有序的通行环境，从
2020年5月18日起至6月8日，古佛收费站入
口车道将进行改造施工，车辆通行收费站请服
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望广大驾乘人员支持！

改造施工分两个阶段：
一阶段：2020年5月18日至5月21日，

施工时间：22时至次日6时；除ETC客车外，
其他车辆绕行长寿收费站、晏家收费站上道。

二阶段：2020年5月22日至6月7日，全
天封闭入口车道2施工。届时只有一个货车
混合道、一个ETC专用车道通行。施工期间
请广大驾乘人员择道通行，避免拥堵。部分货
车可选择在晏家站上道，非ETC客车可选择
从长寿站或晏家站上道。特此公告

重庆渝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重庆交通综合执法总队第四支队一大队

重庆长寿区交巡警支队
2020年5月12日

邱云（身份证500105199303140622）遗失助
理工程师证，证号021401220667，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我公司中标施工的城口县黄安坝生

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项目已
于2019年11月10日完工，并已经办理
完竣工验收、工程决算等一切手续。现登
报通知：所有涉及本项目有关的债权人，
请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180天内与我公
司联系并办理结清事宜，过期不予受理。
联系单位：江西赣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工程部、财务部
联系电话：0792-8326260

声明：董蕾遗失重庆恒大御府15-1-103号房收
据肆张，票据编号：n0221515，金额：737450元；
房款票据编号：n0221516，契税金额：55423.5
元 ；票据编号：n0221517维修基金额：9594.4元；
票据编号：n0221614，房款：10000元。声明作废！

经营者赵光丽遗失2017年9月27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92500108MA5UUQQP8R，声明作废

王四琴（身份证号510122197807207121）于2020年4
月15日遗失身份证，自遗失当日起，任何以此身份证，
作任何身份证明或抵押、签署之具法律效力之文件均
非本人授意或签署，若非本人持证，由此张身份证引起
的一切法律责任，本人一概不予承担负责。特此声明

遗失2017.8.23发沙坪坝区楚楚火锅店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URT0F2Q作废

重庆天珠物流有限公司遗失2019-07-05
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26939042202,声明作废

重庆天珠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编号为5001023004406），声明作废

重庆龙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渝AV
3V12道路运输证（渝交运管渝字500103054026号）声明作废

邓思芳遗失物管员证，编号0231746165，声明作废
张磊遗失执业医师执业证书:编号110500105003407作废

声明：渝中区三顺餐厅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号码JY25001030004220,声明作废

遗失2018年5月2日核发的叶正福个体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000MA5YWA05XH作废

遗失林小青、李海云之子李嘉乐2003.7.8在福建省泉州市
中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C350151836声明作废

刘启莉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JY25001070017507作废

遗失声明：首地江山赋15-5-2业主：吕丽娟遗
失《重庆市首地江山赋就读协议》，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汇百川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渝A89069的道
路运输证，号码渝交运管字500105009513声明作废
渝中区渣渣老火锅于2020年2月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500103807249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大足区邮亭中心卫生院开给陈易前的重庆市门

诊医药费专用收据1份，(2019)NO：037466233金额9元，作废

遗失陈刚.男.2010.12.14出生证编号K500192438作废
遗失辛依蔓.女.2014.8.22出生证编号D500307905作废
遗失侯昱辰.男.2016.8.13出生证编号Q500074920作废
遗失巫山县早阳核桃种植园公章一

枚编码：5002379800732声明作废
遗失许文仙之女陈才会于2018年3月5日在重庆市江津

区西城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R500350497作废
遗失陈红梅（教师）专业技术资格

证编号0119101228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开州区恒誉建材厂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00234200046666声明作废
城口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遗失(2015)

批次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1份，号码:004858460声明作废

通知书
李硕同志：请你于2020年5月12日起，前
往公司进行打卡考勤。若逾期未前往公司
报到，公司根据相关制度将对你进行处理。
重庆重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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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

我司拟公开招标2020年度水泥供应商
（第二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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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2020年5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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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玖圆实业有限公司遗失2016-01-13核发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33955098
41；遗失公章一枚（编号：50010380234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喻军遗失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
证书编号：A20065001060340，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沙坪坝区创业就业促进会拟向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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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起45日
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沙坪坝区创业就业促进会2020年5月12日

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交巡警支
队车管所遗失(2015)批次非税收入一
般缴款书 7份，号码为 003403092，
003405858，003407163，003412871，
003413063，003413220，003414356。
遗失(2016)批次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11 篇 份 ，号 码 为 000302378，
000302535，000302819，000303620，
000305483，000305551，000305566，
000305603，000306071，000306159，
000312490。声明作废。

忠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遗失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5张，2015批次号码：005268994、
005271652、005271654、005271658；
2016批次号码：000231796，声明作废。
重庆市大足区双路幼儿园工会委员
会，不慎遗失重庆银行双桥支行开户
许可证，账号：460101040008285，核
准号：J6530069195201，声明作废。
重庆市开州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
车辆管理所遗失（2015）批次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3份，号码为004893467，
004898825，00489882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重庆懿祥千玺母婴护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6010F171)股东
会决议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减少
为1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自公告之日
（即2020年5月12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2020年5月12日

遗失秀山县三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溶溪三店药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证号：渝CB0383093（变更），声明作废。

遗失秀山县三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帮好店药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证号：渝CB0383092，声明作废。

遗失韦会美、秦鹏剑之女秦诗涵在重庆市东南医院
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O500237983声明作废。

遗失卢红平、周传菊之子卢浩然在重庆市梁平区人民医
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T500398847，声明作废。

重庆市大足区季家镇人民政府遗失开具
给重庆胜邦燃气有限公司的重庆市行政
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号码
002635525，金额14400元，声明作废
重庆弘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账号：
39470188000286119）遗失中国光大
银行重庆分行南坪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482639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惠宠宠物医院有限公司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龙湖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92256901);财务专用
章一枚（编号：5001127161734）特此声明。

万州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遗失非税收
入 一 般 缴 款 书 9张 ，2015批 次 号 码 ：
004995005、004995009、005005379、005000054、
004995612、004996783、004997901、005005390；
2016批次号码：001081304，声明作废。

认尸公告
2020年5月9日在江津区珞璜镇石梁坝
码头长江水域发现一具男尸，尸长1.7米，
约45岁，穿黑色长袖外套、深色牛仔长
裤、黑色361?运动鞋，请知情人与长江
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认尸公告
2020年5月10日在巴南区老街公园长江水
域发现一具女尸，尸长1.5米，15-30岁，穿
红色外衣、黑色内衣、粉色内裤，请知情人与
长江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车辆管理
所 遗 失 非 税 收 入 一 般 缴 款 书（2015）NO：
00535807.005359012.005361983.005362225.005
362227.005366445.005366549.005367058.00536
8132.005357173.005358912合计11份.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敖氏科技有限公司公章500109701
1871财务章500109007956793各一枚作废

遗失周双421081198509242277万贵君50022219870610
1625之女周安芯于2018.8.18出生证编号R500300101作废

遗失2018年5月1日前开州区小郡串串店发
票专用章92500234MA5UQARM4B作废

重庆市璧山区宏泰物流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5002278031616）印章备案回执遗失作废

遗失姜万秀营业执照副本92500104MA60D0PH7P作废

林小珍保险执业证00000550010600002019007609遗失作废
胡人文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680020190300953遗失作废
欧小敏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680020190300494遗失作废
周 青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680020181100673遗失作废
青 蓉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680020190101207遗失作废
胡晓红保险执业证00000550010600002019012401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北征碎石厂公章壹枚，公
章编号500383404614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文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编号：5003815
005787和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5003815005788声明作废

遗失孙培坤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34600154973作废

广州四洲尊礼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华润置地（重
庆）有限公司万象城DL201商铺香港半岛精
品店收据1张，收据编号0000350，记载库房
保证金金额￥2000元，特此声明作废。由此
产生的经济纠纷及法律后果由我司自行承担。

减资公告：重庆佳美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2MA5YMGNP14)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将
注册资本由800万元减少为72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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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

声明:江北陈刚中医诊所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副本，登记号：PDY60211-750010517D2
122，（发证日期2018年3月26日），声明作废

声明：陈刚遗失执业医师资格证：编号
199850141510211681201121；遗失执业医师
执业证：编号141500105000223，声明作废

遗失夏强大学毕业证遗失，毕业证书编号：1087012013
06002118，毕业学校为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声明作废。

重庆鼎涂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106MA5UB0XQ6X）
遗失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
章（法人：邓伟）各一枚，声明作废。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付
迪西）近日，沙坪坝区公安分局渝碚路派出
所，破获一起假借招工为求职者办理“健康
证”而实施诈骗的案件，并帮助多名受害人追
回被骗款共计13万元。

4月23日，小伙子李先生跑到渝碚路派出
所报警，称自己今年准备找一份餐馆的工作，
前不久通过网络联系一个叫吴某的男子，该人
自称是“某私房菜”的餐馆老板，以用工需要办
理“健康证”为由，骗取自己的信任，李先生表
示自己将个人信息全部给了吴某，却不知对方
用自己的身份办理贷款19000余元。

“将钱转到他个人账户后，我就再也联系

不上他了……”李先生很急，希望民警能帮
他。

接到报警后，渝碚路派出所立即展开调
查，通过深挖细查，经过3天调查取证，最终将
嫌疑人吴某抓获。

据吴某交代，他并不是餐馆的老板，目前
处于无业状态。吴某沉迷赌博无法自拔，便
想到用行骗的方式弄点钱。近期他了解到，
有许多人都急需找工作，于是他就在网上发
布消息，称自己是某餐馆老板，需要招聘员
工。

李先生主动上钩后，吴某则以需要办理
健康证才可上班为由，“支招”李先生可以通
过消费的方式在手机店办理贷款，这样系统
就会登记用工信息，相关部门也能查到，“健
康证”也可以不用去医院再办理，贷款下来就

可以上班。为进一步打消李先生疑虑，吴某
还谎称贷款只是走个形式，后续会帮李先生
消除记录，是不用还款的。李先生信以为真，
提供了自己的个人信息进行了贷款。

警方还发现，吴某通过类似诈骗手法先
后骗了20余人，金额从数千元到几万元不
等，共计十余万元。目前，警方成功追回赃款
13万元，仍正在积极联系其他受害人。嫌疑
人吴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
在进一步办理中。

警方提醒：市民在工作求职时一定要提
高警惕，首先要核实用人单位基本情况及相
关信息，确保信息真实有效。同时，注意保护
好个人身份信息，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当
市民发现被骗，请及时拨打110报警或到就
近派出所报案。

我们一起防诈骗骗

贷款就能办理“健康证”？20余人被骗十余万元
沙区公安分局渝碚路派出所，破获一起假借招工为求职者办理“健康证”而实施诈骗的案件

未来三天仍有雨
各地继续凉爽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
亨）昨日，包括主城在内的重庆各地仍旧以阴天
为主。午后，短暂的阳光撒落主城，点点雨水在
重庆东南部地区飘洒，天气仍旧凉爽。

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日起各地又迎雨水，
气温也将保持在30℃以下。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12日白天，中部偏南地区阵雨，其余地区
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气温15-30℃，主城
区：多云转阴天，19-27℃。

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西部地区阵雨转
阴天，其余地区阵雨，雨量小雨，局地中雨。大
部分地区气温16-28℃，主城区：阵雨转阴天，
20-26℃。

13日夜间到14日白天，大部地区小雨到
中雨，偏南地区中雨到大雨，大部分地区气温
16-29℃，主城区：小雨到中雨，21-26℃。

站在江北嘴中央商务区一个小水池旁看渝中美景。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毕克勤 摄

主播团队在龙门浩老街进行美食直播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