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康有丰碑，盛世出大典。
7编加附则、1260个条文、沉甸甸十余万字，凝聚着

几代人期盼的民法典草案22日正式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审议。伟大时代的里程碑，人民权利的宣言
书，中国民法典呼之欲出。

民法本质是保护人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维护人
民利益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
起，就为保护人民权利而斗争。在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
权之前，党就在解放区制定土地和婚姻方面的法律。新
中国成立后即制定土地改革法和婚姻法，为新中国民事
立法奠基。

曾记否，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施行的第一部法
律。没有妇女解放和进步，就没有人类解放和进步。积
极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妇
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成为最美的风景。

曾记否，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标志着占全世界四分
之一人口的中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土地
所有制。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
进了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恢复，
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重要条件。

曾记否，改革开放之始，党中央提出的立法任务之
一就包括制定民法。民事立法紧随时代和改革开放而
行，数十部民商事法律接连出台，激发了人民创造性，对
改革开放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曾记否，从保护个人财产写入宪法修正案到物权法
诞生，从个人拥有不动产到农村居民拥有用益物权。我
国以单行法方式一步步推动民事立法，涓涓细流汇为江
河，终将涌成民法典的大海。

伟大的时代，是民法典的母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决定提出编纂民法典这一重大立法任务。编纂民法
典的过程，就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回应人民关切的过
程，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不变初心。

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就是一切法律的创造者。
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决定中国民法典
的时代性、民族性、先进性。从绿色原则确立为基本原
则到人格权独立成编，凝结中国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生
活的热爱，包含着对21世纪人类面临共同问题的关切。

中国民法典渐行渐近，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
的一座丰碑，也将是人类法律文明史上的崭新路标。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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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看点 解析民法典草案如何回应百姓关切

陈楠遗失警官证，警号：214265，声明作废

刊登
热线15023163856

遗失声明
重庆涪立矿业有限公司股权出质通知单
登记编号：500384000644487遗失，出质
人姓名（名称）及证照号码：重庆锦地投资
有限公司500102000021582，质权人姓
名（名称）及证照号码：重庆旅游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50000000000750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汉马娱乐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60PNA35A）,拟将注册资
本由2000万元整减少为10万元整。请债权债务人于公
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的视为
对我司本次减资无异议。特此公告。2020年5月22日

关于滨利?汇金中心车库修改公示的公告
各利害关系人：

本工程位于江津区滨江新城。该项目
按相关程序已办理工程规划许可。现重庆
滨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对该项目车
库方案进行修改，我局将于2020年5月25
日至2020年6月1日在江津区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网站、区规划展览馆及项目所在地对
变更情况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
容请到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区规
划展览馆及项目所在地现场查看，欢迎相关
利害关系人提出宝贵意见。

特此公告
2020年5月21日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邮 编：402260
联 系 人：郑先生 联系电话：47696252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一品街道财政所依据《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5月22
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李成沁营业执照副本92500103MA5YW4RJX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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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巴南区惠民街道辅仁村罗家湾社、黄家社、
水井社等集体土地约344.406亩进行清理补偿。
凡上述范围内的坟主，限于2020年6月7日以前
自行搬迁坟墓，并到惠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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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街道办事处
2020年5月23日

遗失华安保险发动机号31071880
商业险两张批单及保卡，声明作废。
高成云遗失道路经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件号5002380067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张波、申丹，购买重庆公司恒大
世纪梦幻城项目8号地块69号楼901号房。
收据金额：16646.94元 编号qjn0181274，收据
金额：20136元，编号qjn027489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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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垫规资告〔2020〕26号

根据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第39号令）的要求，经垫江县人
民政府批准，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对垫江县桂阳街道南阳路南侧的K03-15-01/03地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的名称和地址：出让人：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地址：桂阳街道桂西大道南阳内转盘 联系电话：74684675、74684677、74501155
二、挂牌地块概况

三、竞投者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
四、挂牌期限、地点及竞价方式：凡愿参加竞投者，可于即日起至2020年6月21日下午5时（节假

日除外）到垫江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地产服务中心索取或直接在垫江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和垫
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下载挂牌交易文件，定于2020年6月22日上午10时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桂西
大道南阳公园机关办公中心2号楼2楼举行现场竞买揭牌会，本次挂牌采取现场报名方式，有意竞买
者在2020年6月22日上午9时前汇入指定的竞买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账号、户名等信息详见重庆
市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jyzx.cqsdj.gov.cn/）“土地出让”栏目，本地块招标（出让）公告页面
底端的《本项目投标保证金指定收取账户信息》。以到银行账上时间为准，否则不予受理报名），并凭银
行到账凭据进入揭牌会场，要求竞买人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明或法人代表委托书、营
业执照附本、资质证明书、承诺书、竞买申请人签署意见的《竞买须知》2份、居民身份证及印鉴，填写竞
买申请，经审查合格后方取得竞买资格。该地块每次增价不得少于5万元人民币，价高者得。

五、其他约定条件（见须知、中国土地市场网和垫江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竞买人参加
竞买时需提交土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有支付土地价款的
资金的承诺书。竞买人竞得土地后需成立新公司作为竞得人的，应在参与竞买前提交书面申请。

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5月21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巴南区三中英才培训学校（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13078824333L），因经
营性质发生改变，变更为营利性培训公司，原学
校按规定已经理事会形成注销决议，现向社会公
告，请债权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单
位申报债权。联系人:向光清，电话：65338091。

湖北臻天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杨宏松遗失一级建
造师市政公用工程注册证及执业印章，现声明作废。

湖北臻天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田晓龙遗失一级建
造师市政公用工程注册证及执业印章，现声明作废。

武汉市楚才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张森遗失一级建
造师市政公用工程注册证及执业印章，现声明作废。

本人邹淑贤（身份证号码：51022119650627
3824），于2018年10月6日购买鲁能英大置
业有限公司：鲁能领秀城-4街区北区-8号楼-
408号房屋，现由于本人不慎，将本套房屋开
具的代收代缴收据（票据号：5760，金额为
34531元）及房款收据（票据号：5761，金额为
280351元）遗失，现本人特此声明于原收据作废。

遗失重庆市万辉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4210046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市万辉物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号5002242100463）经股东会研
究决定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
权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华青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綦江分公司开
具的重庆市国家税务局增值税专票壹张，发票代
码：5000172130，发票号码：0435069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南岸光大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渝
B7T927规费收据：（收据号：0012312）声明作废

遗失睿拓公司刘余渝B9T808.2020年1月规费收据号900
4548金额9900元，2014年2月0026284金额10700声明作废

蒋丹遗失荣盛山湖海1期1栋2010号住宅2019年11月2号
开具的预约金收据1张:号码1900292（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

杨敏遗失荣盛山湖海1期6栋13A10号住宅2019年12月11
号开具的定金收据1张:号码1900729（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杨敏遗失荣盛山湖海1期6栋13A10号住宅2019年12月11
号开具的楼款收据1张:号码1900762（金额89493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医大附三院因药事工作调整，需变更

麻精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采购人员，医务部
于2019年8月提交变更麻醉药品、第一类精
神药品采购人员资料至渝北区卫生行政服务
中心后，因渝北区卫健委办理过程中不慎将
办理资料遗失，其中包含麻醉药品、第一类精
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原件，现补办麻醉药品、第
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需登报公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020年5月21日

重庆丰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2011年6月2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00106000053127；
遗失公章壹枚（编号不详）声明作废
重庆海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2008年4月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106000023945；遗
失公章壹枚（编号不详）声明作废

声明：王彬：遗失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证，证号：500234201907086，作废。

声明：牟益伟等12人：遗失建设工程选址意
见书，证号：开规选字镇安（2008）136号，作废。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渝阳煤矿通知
本单位文立兵、陈茂林、田茂元、章志强、

邓林伟、文立富等6名员工旷工天数已经超过
企业规定，请自登报之日起，7日内返单位报
到，接受离岗体检，否则后果自负。特此通知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渝阳煤矿
2020年5月22日

重庆市沙坪坝区世龙模具配件经营部遗
失农村商业银行井口分理处的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014525602，账
号：0303040120010009294，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恒晨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6X6630）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本由5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0万元人民币，
请债权人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20年5月23日

重庆市九龙坡区教师进修学院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西郊
支行银行开户许可证，证号：J6530034084602，声明作废。

九龙坡区中樑山西铁一村8栋2单元7号徐文
建（5102131953070233414）租赁证遗失作废

遗失江淑碧个体诊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
副本，登记号:512322530828481572，声明作废。

重庆坚卓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50010650
40522)、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065040523)，声明作废。

蒋小平，遗失位于重庆市恒大世纪梦幻城项目6幢
1503收据2张:收据编号qjn0285477,金额13799.01
元；收据编号qjn0285446,金额为279967元，声明作废

翁亚州，遗失位于重庆市恒大世纪梦幻城项目6幢
1005收据2张:收据编号qjn0285279,金额13848.78
元；收据编号qjn0285278,金额为92626元，声明作废

遗失谭 科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1214593作废
遗失李雪莲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61208547作废
遗失李辉桃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187947作废
遗失邓泉江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0633038作废
遗失屈 进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111109作废
遗失李秋平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90321823作废
遗失龙 健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90331626作废
遗失陈 琴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127912作废
遗失张 年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90307554作废
遗失熊 薇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0627960作废
遗失宋 丹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0700179作废
遗失郑 勇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5364563作废
遗失何小燕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90321946作废

声明：重庆鼎熠喆商贸有限公司成立时未
经本人李向东同意，则成为一人股东公
司。该公司与本人无任何关系，不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特此声明!声明人：李向东

重庆彬旭通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编号：5001127032461），声明作废

重庆林渝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5001001117849），声明作废

遗失张梓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070740作废
陈橙遗失重庆到家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

专用收据，收据号0301631，金额700元，声明作废
胡珊遗失永川区人民医院2020年3月3日出据的重庆市

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编号(2017)No:008282146声明作废

浮尸辨认通告
长江水域男尸463#1.6米，约50岁，穿
蓝色短裤，请家属七日内前来认领。
长航公安局重庆分局 电话：63770249

遗失赵金凤，重庆市房地产经纪人协理从
业资格证书，证书编号：K100402202291,
重庆市房地产经纪人协理注册证书，注册
编号:CQXLZ20120217,声明作废。

深圳市中旭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公司遗失公章(编号:5001051031509)
(编号：5001172041476）两枚，财务章（编
号：5001051031510）一枚，现声明作废

重庆云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990万元减少至
50万元。请债权人自减资公告之日起45日内,持有效证件到
公司办理相关法律手续。重庆云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8K4T4T）2020年5月23日

2014.5.22蓝牌车渝B55A86与重庆速驰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长寿分公司的汽车挂靠合同及2000元押金收据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市云阳县润华二手车交易有限公
司（识别号 915002355951563107）金税
盘，盘号：661800703706、报税盘，盘号：
662700325247和662700325255作废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2020年

会员端午节粽子采购将进行自主非招标竞争性谈
判(第二次），估算总投资62.52万元。请具有相应资
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20年5月29日16:00
前携营业执照、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等原件并提
供盖鲜章复印件，到我司316室考取非招标文件。
联 系 人：方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
报名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公 告
重庆健尔康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贵司承租的渝
北区宝圣湖街道玉石路258号办公楼高栋楼5
至6楼房屋，因面临政府拆迁，现通知贵司：自
公告之日起，双方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解
除。请贵司在10日内将承租房屋内的物品取
回、将房屋交还本公司，逾期视为贵司放弃这些
物品的所有权，交由拆迁部门作为丢弃物处置，
我司自行收回房屋。并请贵公司立即向本公司
支付自2019年5月1日起至本通知发出之日起
的租金，结清管理费、水电费等各项费用。

重庆金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书：重庆茂金建材有限公司（借款
人）：郑开俊、郑金航、刘春红（担保人）：根据刘锐、
黄丽 (以下简称“受让方”)与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分行 (以下简称“转让方”)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合同编号：哈银渝（清收）第2019-006
号）及《补充协议》，转让方已将其在《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合同编号：（重庆分）行2015年（小企贷）
字第拓-004号）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之债权及其
从权利、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3民
初25312号民事判决书项下权利依法转让给受让
方。转让方对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予以确认；受
让方已取得债权人的地位，有权行使转让方作为
债权人时享有的各项权利。现通知贵方上述债权
转让之事实，并请贵方及/或其法定或约定的义务
继受人立即向受让方履行上述合同约定的全部义
务。受让方的联系方式如下：联系人：刘锐，联系
地 址 ：合 川 卓 然 翡 翠 城 21-3-3-1，电 话 ：
13372683910。联系人：黄丽，联系地址：合川工
业园区高阳路1539号北部汽车园，联系电话：186
23343657。转让方：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行。受让方：刘锐、黄丽。2020年5月22日

黄林（身份证号码：512533197209190019）不慎
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资质专业：市政公用
工程，等级：二级；证书编号：0055315，所在单
位：重庆黑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现声明作废。

重庆市江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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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号
2015，编号：005280731、005281150、005281919、005317020、005317129、005317707、
005317779、005318467、005319133、005319155、005319410、005319455、005319595、
005319699、005319721、005320109、005320131、005320305、005320445、005321052、
005321155、005321568、005323034、005323696、005324343、005324359、005324603、
005324626、005324704、005324869、005324895、005324945、005325119、005325243、
005325296、005325376、005325425、005325630、005325639、005325692、005325741、
005325963、005326010、005326248、005326294、005326476、005331557、005332181、
005333716、005336713、005338072、005338111、005338656、005345134、005345778、
005346241、005346524、005346870、005347183、005347292、005347318、005350765、
005350832、005351231、005352005、005352047、005354104、005354142、005354223、
005354272、005355766、005284396、005284579、005284611–005284613。
批次号 2016，编号：001502287、001502330、001502737、001504238、001504823、
001505122、001506848、001507185、001510263、001510850、001513146、001513354、
001515167、001515213、001515214、001516062、001516844、001516851、001516852、
001516854、001516855、001516857、001516858、001516861、001516867、001516869、
001516872、001516882、001516894、001516897、001516899、001516904、001516910、
001516912、001516921、001517053、001517062、001517431、001517440、001517441、
001517445、001534001-001535000。重庆市政府非税收入电子交款专用收据，批次号
2016，编号：000088017、000088037、000089264、000089402，批次号 2017，编号:
000115037、000115040、000115102-000115104、000117925、000117991、000118034、
000123071、000123686，合计1131份，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重庆渝北区房友地产顾问有限
公司开具给重庆乐都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签署房友保证金收据，收据号码：6147397，
金额：5000元（伍千元整），6147398，金额
5000元（伍千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戴晓娟之女李欣怡于2007年11月21
日在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出生的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为H500203787声明作废
遗失戴晓娟之女李佳萱于2012年6月16
日在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出生的出生医
学证明编号为L500195155声明作废

遗失许红六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233611102072作废
遗失北碚区宝元碚公司人民电器分公司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张琮程营业执照正本92500109MA5YXYN49Y作废
遗失陈波.张婷于之女陈雪瑶于2015年9月14日

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为P500084801声明作废
遗失吴启武510228196709167559宋先兰5102281969011

57422之子吴杰于2003.11.20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遗失文岽500222198711046819赵凤花50022219920516

6820之女文奕晗于2017.10.31出生证编号R500300819作废
遗失邓时全51022819700914043X张正秀5102281971

07050323之子邓宇宏于2008.1.3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作废

声明：冯方俊遗失重庆双福农产品
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开据的22a042
棚位保证金票据，票据号3025885，
金额5850元。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段钢遗失重庆开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开具的：枫叶金岛4栋46号门市保证金收
据1张，编号1339693，金额3000元；枫叶金岛4
栋44号门市保证金收据1张，编号09672674，
金额3000元；枫叶金岛4栋45号门市保证金收
据1张，编号09672661，金额3000元，声明作废

本人周捷，身份证号510213196901241224，遗
失重庆融创尚峰置业有限公司，二期-1-2-226
收 据 ，收 据 号:P1017-00001631、P1017-
00001551，金额5249.80元，5000元，声明作废。

席星毅（身份证号500221198912184111）遗失
重庆市CNG汽车驾驶员培训合格证，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083046535)、负责人私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巴南区诗瀚保健食品经营部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JY1500113008228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宝铁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4300
1351)、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43001352)声明作废

两江新区碳希奇烧烤店（税号92500000MA60ER
2D7R）遗失金税盘，编号661918907780，声明作废

遗失南岸区渝和堂药店公章，编号5001083049468声明作废
遗失巴南区秋平食品超市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JY15001130146765作废

遗失重庆市合川香龙镇金龙农村综合服务社有限公司在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合川香龙支行开户许可证J6530087775801作废

遗失重庆腾速物流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141076084)、财务专用章
壹枚(编号500114107608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星忧达物流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07823628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久健食品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382000008353）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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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5月23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友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10723228346)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减少注
册资本500万元，即将注册资本由600万元减少到100万
元。按《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人:陈光辉 电话:135094
59436重庆友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3日
减资公告：经美嘉奇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5MA5U84753T）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5000万元减少到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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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5月23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智客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5MA5U7T9N68）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少到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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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5月23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运泽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5668906646F）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600万元减少到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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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5月23日

减资公告：经股东决定，重庆百思德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YQ5B
88F，拟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为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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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

两江新区全义鲜百货超市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许可证编号：JY15003590141938，声明作废

江北区欧现便利店(负责人：张宽)遗失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正本），证号:500106104762，声明作废。

遗失郑娟（身份证510212197903081322）保险
执业证：20416300000080020190300345声明作废

遗失肖朝兴,周春跃之子肖雨洲（现肖明峰）1999.06.16在
重庆西南铝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510168396作废

接房通知
尊敬的金科集美阳光业主：

金科集美阳光项目M40-1地块（重庆市大
渡口区景灿路132号金科集美阳光）7幢（原2-8
号楼）、8幢（原2-9号楼)、9幢（原2-10号楼）、
10幢（原2-11号楼）、11幢（原2-12号楼）、13
幢（原2-14号楼）、12幢（原2-15号楼）住宅经
竣工验收，已符合交房条件。请以上物业的业主
于2020年5月26日至2020年5月30日到金科
集美阳光物业管理处办理接房手续，接房时请按
《接房通知书》要求带齐全部资料以及购房合同、
房款缴费依据、代收费（契税等）缴费依据及产权
人身份证等接房和办理产权的相关资料。因防
控要求，避免人群聚集，采取预约交房方式，从
26号开始接受预约交房，未预约恕不接待。

接房预约电话：023-68918996。
特此通知

重庆金科兆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3日遗失原开县鑫鹏装饰材料经营部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0023

4592298110号和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59229811-0号作废
渝之旅金信大厦门市遗失出境合同116446、115782作废
遗失2017.7.18发沙坪坝区豪庭酒店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UQ0CD8R作废

我单位：重庆建波商贸有限公司，因开
户许可证丢失，现声明，我单位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为J6676001515401的开
户许可证于2020年5月22日起作废。

郑小平建筑起重塔机操作工渝W042014028038遗失作废
重庆泽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汪洋（二级建筑）建造师

执业印章遗失，注册编号：渝209060912807遗失作废

胡细枝遗失新鸥鹏教育城7栋3-301
巴川中学就读协议未使用，声明作废

范杰建筑起重机械司机渝A042019042357遗失作废
遗失2015年6月4日核发的个体户曹勤(九龙坡区中梁山左

佳右门业)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7602702264声明作废
遗失2019.7.9发江北区瑷绮茶艺馆（汤瑷绮）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5MA5YHQXHX0作废
遗失杨才东营业执照正本500381610020262声明作废

5月22日，作为今年全国两会重要内容，酝酿多年的民法
典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这将是我国首部以
法典命名的法律。

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草案，由民法总则与
各分编草案“合体”而来，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
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及附则，共1200多个条文，
覆盖一个公民生老病死的全部生活。民法典出台后，我国现行
的民法通则、物权法等相关法律将被替代。

作为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书”，民法典草案充分体现了
时代特色。对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70年到期、高空抛物坠
物、性骚扰、手机APP收集个人信息等社会热点和百姓关切，草
案均进行了直接回应。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草案还体现了对疫
情防控有针对性的考量。

看点1 疫情相关：保护特殊情况下无人照料的“被
监护人”，明确物业应急处置责任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也给民
事立法带来了新的课题与挑战。结合此次疫情防控工作，民法
典草案作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最新修改：

——进一步完善监护制度，草案规定，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
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
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
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草案在征用组织、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事由中，增
加了“疫情防控”。对于疫情中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的相关责任
和义务，草案增加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执行
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其他管理措施，积极配合开展
相关工作，业主应当依法予以配合。

此外，草案完善国家订货合同制度，规定国家根据抢险救
灾、疫情防控或者其他需要下达国家订货任务、指令性计划的，
有关民事主体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
义务订立合同。

看点2 物权编：明确居住权，破解业主维权与维修
难题

草案物权编的一大亮点，是增加规定“居住权”这一新型用
益物权，明确居住权原则上无偿设立，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
定或者遗嘱，经登记占有、使用他人的住宅，以满足其稳定的生
活居住需要。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代表对此表示，这一制度
认可和保护民事主体对住房保障的灵活安排，有助于为公租房
和老年人以房养老提供法律保障。此外，在涉及房屋的债务追
溯、银行拍卖等时，居住权的确立也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

此外，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70年到期怎么办、小区业主维
权难、公共维修资金常年“沉睡”等社会热点，草案均有明确规定：

——明确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
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明确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居民委员会应当对设立业主
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适当降低业主共同决
定事项，特别是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维修资金的表决门槛，
并增加规定紧急情况下使用维修资金的特别程序。

看点3 合同编：增加物业服务合同、完善电子合同，
对高利贷和“霸王条款”说“不”

大到买房，小到交水电费，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各种合同。针
对近年来合同领域的新问题，草案在合同编中作出一系列规定，
亮点如下：

——针对物业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草案增加规定物业服
务合同，为老百姓解决物业纠纷提供法律依据。

——为了适应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以及百姓网购习惯养成的
需要，草案完善了电子合同订立规则。

——针对近年来各界反映强烈的高利贷问题，草案明确规

定禁止高利放贷。对于很多消费者都遭遇过的商家“霸王条款”，
草案完善了格式条款制度。

看点4 人格权编：加强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关注性
骚扰与基因科研

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民法典草案的一大亮点。代表委员普遍认
为，这是民法典立法的重大创新，有助于强化对人格尊严的全面保护。

手机 APP 悄悄收集个人信息？骚扰电话令人忍无可
忍？……回应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带来的新问题，草案对隐私权和
个人信息的保护可谓浓墨重彩。

——明确隐私的定义。草案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
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完善防止性骚扰有关规定。草案在总结既有立法和司法
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规定了性骚扰的认定标准，以及机关、企业、学
校等单位防止和制止性骚扰的义务。

此外，为规范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
动，草案明确了从事此类活动应遵守的规则，避免科学伦理“不能
承受之重”。

看点5 婚姻家庭编：设立离婚冷静期，明确夫妻共同
债务

草案中备受关注的婚姻家庭编，着眼于促进家庭和谐，解决当
前百姓反映强烈的现实问题。

——为减少“头脑发热”式离婚，草案规定了提交离婚登记申
请后三十日的离婚冷静期，在此期间，任何一方可以向登记机关撤
回离婚申请。

“我国离婚率逐年升高，‘闪婚’‘闪离’现象越来越多。设立离
婚冷静期是为了维护家庭关系的稳定，与‘离婚自由’并不冲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一级巡视员杨明仑表示。

——明明是无过错方，离婚后却“人财两空”；离婚后发现莫名
其妙“被欠债”……草案对此类现象说“不”，体现出保护家庭成员
合法权益的鲜明价值导向。

看点6 继承编：扩大遗赠扶养协议范围，增加新遗嘱
形式

随着社会发展，百姓财富增加，财产继承问题日益重要。草案
在继承编中对现行继承法的多处修改，有利于遗产得到妥善保管
和顺利分割，促进家庭和睦。

——保障“老有所依”，满足养老形式多样化需求。草案完善
遗赠扶养协议制度，适当扩大扶养人的范围，明确继承人以外的组
织或者个人均可以成为扶养人。

——与时俱进，遗嘱的形式和效力更加灵活多样。草案增加
了打印、录像等新的遗嘱形式，增加规定对继承人的宽恕制度，删
除了现行继承法关于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

此外，为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顺利分割，草案还增加规定
了遗产管理人制度，更好维护继承人、债权人利益。

看点7 侵权责任编：破解高空抛物坠物难题，防止“自
助行为”被滥用

——在强化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同时，草案侵权责任编
兼顾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社会生活提供行为规范。

针对高空抛物坠物，草案多管齐下：明确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
品；针对此类事件处理的主要困难是行为人难以确定的问题，强调有
关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
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此类行为的发生。

——为更好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草案还对“自助行为”
制度作出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草案规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
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
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草案同时明确，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