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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公告·信息广告登报

迁坟启事
巴南区农旅融合项目-云篆山小环线（下

山段）升级改造工程，经重庆市巴南区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巴南发改发〔2019〕86号）文件批
准立项。该项目需占用莲花街道天明村、新华
村、云篆山村部分集体土地，道路起点接明晨
大道，终点止于云篆山风景区。凡占地范围内
的坟主，限于2020年11月25日前，到上述村
委会及秦家院社区办理迁坟补偿有关手续并
自行搬迁坟墓。逾期不搬的，按无主坟处理。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莲花街道办事处
2020年11月14日

重庆江北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医院遗失
医 疗 机 构 执 业 许 可 证 副 本（登 记 号 ：
74531889X50010911A1001 有效期 2016
年5月31日至2021年5月31日）声明作废。

公司分立公告
重庆美心贝斯特门窗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

币5584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以及公司股东会决议，重
庆美心贝斯特门窗股份有限公司采取派生分立方式分立
为“重庆美心贝斯特门窗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584万元）和“重庆美心斯派图门业制造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原重庆美心贝斯特门窗股
份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分立后的“重庆美心贝斯特门
窗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美心斯派图门业制造有限公
司”共同承担。本公司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天内，
要求公司对该债务承继方案进行修改，或者要求清偿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
述权利的，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重庆美心贝斯特门窗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3日

通知：重庆巴驿公共交通站场管理有限公司渝西分公司职工蒋
勤燕（女，身份证号51021319730925****），你从2020年10月
15日起未履行任何请假手续无故不上班至今，请你于本通知
见报之日起3日内回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回，后果自负。

重庆巴驿公共交通站场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6日

◆遗失2017.6.22核发的重庆融道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3222411650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03月05日核发的重庆航美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100000262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航美商贸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00903790734243），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790734243）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11月12日核发的重庆国寿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00008822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国寿商贸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00106565630616），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565630616）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05月08日核发的重庆多泰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00010649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多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国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0859799131X），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59799131X）声明作废

公告
重庆西部公交《总部城办公楼窗帘采购项

目》中选单位重庆市沙坪坝区奥特来布艺店，
如有异议，可按照比选文件的要求质疑，逾期
不再受理。联系人：陈老师 023-65314473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石碾盘港城花园C栋10楼
重庆西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6日

◆遗失2017.12.5核发的重庆爱丽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304967464U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巴九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000MA5UGANL65）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4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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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遗失2018.9.14核发的重庆永毅旺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RJRN2K，声明作废

孕妇深夜高速应急车道临盆
执法和医护人员合力救助

14日凌晨2时许，一名孕妇在江习高
速江津境内临盆，事发紧急，孕妇称无法再
乘车前行，也无法待在车上。

“幸好高速执法人员和120医护人员
及时赶到，保驾护航，保障了胎儿的降生，
我们感谢他们！”昨日，孕妇家属称母子平
安，这次事件让他们终身难忘。

车主阿勇（化名）介绍，当天，他受孩子
父亲的委托，去江津某乡镇接孕妇回江津
城区生产。“孕妇是突然有了反应，我们也
是突然接到电话，以最快的速度拉上她往
医院赶。”阿勇说，孕妇说一上车就头晕气
闷，严重不适，当行驶至江习高速中山往李
市方向某路段时，孕妇突然喊“不行了”，要
他停车，“反应特别强烈，应该是羊水破
了。”

阿勇赶快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第一
时间拨打了120和110。在跟孩子父亲、
孕妇沟通以后，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阿勇
让孕妇躺在了高速路应急车道上。

由于阿勇没说清具体位置，重庆市交
通执法总队高速第五支队七大队执法人员
柯君、彭云财驾驶执法车在高速路上一路
查找，搜寻了大概12公里才来到现场。“执
法人员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帮我们指挥
交通，保证安全。”阿勇说。

凌晨两点半左右，救护车到达现场，
观察产妇情况后，就在现场帮助产妇顺利
生产。

“我们一起把孕妇和新生儿抬上救护
车，送往重庆市江津区中心医院，心里的一
块石头总算落了地。”阿勇说。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旭

阳光且晒且珍惜
今起阴雨渐近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昨日，浓雾开启了新的一个艳阳天。
截至下午3点，全市最高气温在20-26℃
之间，最高气温出现在开州为25.3℃，中心
城区最高气温23.8℃。阳光陪伴下，不少
市民外出游玩。

根据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日开始，连
续多日的连晴将暂停，重庆各地将陆续转
为阴天，明天起，各地将陆续迎来降雨。

天气预报：
16 日白天：各地多云到阴，7℃～

27℃；中心城区多云，15℃～25℃。
16日夜间到17日白天：西北部及东

部地区间断小雨，其余地区多云转阴，
12℃～27℃；中心城区：多云转阴，17℃～
25℃。

17日夜间到18日白天：全市阴有间
断小雨，17℃～26℃；中心城区小雨转阴，
19℃～23℃。

在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每
每提到唐跃辉，人们纷纷发出赞誉之声：唐跃
辉绝对属于行业内专家级“大工匠”，他所取得
的成绩和荣誉一般人难以企及。

每当陈述自己个人简历时，唐跃辉总是以
“工人”自居，语气中不乏自豪和骄傲。用他的
话说：“从本质上讲，自己就是一个汽车性能试
验工。”

勤奋进取
开拓新能源试验验证之路

1992年，从江陵机器厂技工学校毕业后，
唐跃辉如愿进入长安汽车，成为137车间一名
普通的技术工人。那一刻，他并不清楚自己未
来的路是什么样子，但他清楚，自己必须脚踏
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勤奋进取，不断提升自己。

进入长安汽车后，他一直从事汽车性能试
验相关工作，肯钻研、敢挑战，凭着这股执着与
坚持，从车间一线工人、到质量处检验员、再到
发动机台架试验工，他的每一个脚印都填满了
踏实。2005年，唐跃辉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
从研究总院转入国家863计划的新能源汽车
项目。

当时，新能源汽车正处于产业化推广阶
段，唐跃辉发挥了汽车性能试验方面的技术能
力，在新能源试验所牵头汽车性能试验，投身

新能源汽车试验体系建设工作中。
“汽车性能试验要行之有效，必须要了解

车辆极端性能，这样才能做到对用户负责。”唐
跃辉介绍。在工作中，他始终坚持深入一线，
从不缺席每年的三高（高温、高原、高湿）试
验。北至漠河、南至海南，“在中国最冷的时候
去最冷的地方，在中国最热的时候去最热的地
方”便是唐跃辉每年的“度假”标配。

丰富的实践必然收获更多的知识积淀，唐
跃辉带领团队建立了“长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试验验证体系”和“竞品对标体系”，包含零部
件级、系统级、整车级试验项目共2380项，产
品对标项目740项。

授业解惑
打造一流队伍建立优秀团队

2017年，以唐跃辉为领创人的大师工作
室成立，并成为长安汽车劳模创新工作室。

2018年10月，唐跃辉劳模创新（技能大
师工作室）被重庆市人力社保局授予“重庆市
市级大师工作室”。2019年9月唐跃辉被重庆
市总工会授予“巴渝工匠”称号；2019年11月
唐跃辉劳模创新（技能大师）工作室由中共重庆
市委组织部、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
予“重庆市市级首席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室
成员也由成立之初的9人发展到今天的48人。

唐跃辉统筹长安汽车技能培训及职业技
能鉴定工作，历任汽车性能试验工专家组副
组长、组长。他所带领团队连续三年获长安
汽车优秀考评组，其徒弟在长安汽车技术技
能运动会汽车性能评价项目中，荣获个人一
等奖1人，二等奖2人，同时培养高级技师4
名、技师15名。

2019年12月，唐跃辉培养的2名学徒，荣
获中国技能大赛——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
术技能大赛“全国三等奖”。

这些年来，唐跃辉积极承担国家级、省部
级重大科研项目。2018年参与国家新能源汽
车重大专项项目——增程式燃料电池轿车动
力系统平台级整车集成技术项目，参加重庆市
科技创新项目——新一代高性能一体化电驱
动总成研发与应用项目；2015年发表《一种预
充电阻耐久性试验方法及系统》专利；2018年
发表《一种整车状态下电池容量测试装置及试
验方法》专利。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杨野

专注汽车28年
他从普通技工“炼成”
新能源汽车试验大师

人物介绍：
唐跃辉，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科技

有限公司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全国
技术能手，重庆市技术能手，重庆“巴渝
工匠”，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重庆市首席技能大师工作室命名专家，
重庆“江北英才”，混合动力乘用车国家
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重庆市电动汽车
重点实验室）首席技师，国家高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新能源汽车应用技术专业项目
建设负责人，中国技能大赛新能源乘用
车比赛专家组专家。2020年获“重庆市
五一劳动奖章”，并入选“重庆英才”。

“青春踏浪，代言重庆文旅，让全世界看见
我的美！”11月14日晚，时尚之都年度品牌赛
事——长江黄金邮轮2020中国·重庆小姐大
赛暨云嶺江山推广季半决赛于“古渝雄关”朝
天门6号码头盛大举行。除现场观众以外，上
游直播、抖音、花椒和腾讯四大直播平台线上
观看量超过262万！

现场直击
重磅嘉宾助阵文旅盛事

作为全国瞩目的文旅盛事，此次半决赛得
到了各方鼎力支持，重报都市传媒集团、重庆
旅投集团、新女报时尚传媒集团等单位的领导
和嘉宾出席活动。

赛事首次引入4位嘉宾评委+4位专业评
委，全面考察、发掘重庆小姐代言重庆文旅的
巨大潜力。担任本次半决赛嘉宾评委的有：重
庆旅投集团景区事业部副总经理罗万明，重庆
统景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声，重庆乌
江画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经
理张英，重庆长江黄金游轮公司市场营销分公
司副总经理王一；

担任本次半决赛专业评委的有：资深音乐

人、合纵文化集团西南总部副总经理、匠星音
乐学院COO彭璟，鼎行模特经纪公司联合创
始人颜敏，重庆缔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
国色·添香舞蹈培训学校吴姗姗，新女报内容
总监侯光辉。

水上PK
15位选手晋级总决赛

半决赛是重庆首次“水上选美”，也是重姐
全赛程首登长江黄金邮轮。邮轮拥有800多
平方米的全通透中空商业步行街、直升机停机
坪、迷你高尔夫、恒温游泳池等，“美女+江景”
相映生辉，让重庆这座山水之城、时尚之都的

魅力绽放得淋漓尽致。
真正置身赛场，更是

会由衷感叹选址的神来之
笔——左临来福士，右倚
大剧院，坐拥一线江景，重
姐以天地、山水为幕，以霓
虹、黄金邮轮为舞台，奉献
了一出美不胜收的“印象·
重庆”。

泳装秀：选手穿着大
赛 唯 一 指 定 泳 装 品 牌
OLIC欧丽丝，青春踏浪而
来。专注泳装时尚的欧丽
丝已成为海滩生活方式的
代名词——活力、引人入
胜和自然健康。本季新品
大胆的印花和颜色运用，

时尚前沿的款式和周到的细节设计，无不彰显
出欧丽丝泳装锐意创新，专注品质的品牌要求
及对自然风格的推崇。

才艺秀：选手把青春的态度糅进说唱和街
舞，以水为灵感，通过诗朗诵、手语操、民族民
间舞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诉说人对水的依恋、
崇拜，也体现了这座山水之城与水相生相伴的
绵绵情意。

主题秀：主题秀是重庆小姐大赛的压轴环
节，选手们穿着綦美人的高定旗袍、OBEG（欧
碧倩）女装以及婚纱女皇提供的奢华品牌礼
服，轮番展示了各种极致的时尚态度。

经过泳装秀、才艺秀、主题秀3轮现场PK
（分值60%），加上场外网络投票（分值20%）、文
旅推广带货（分值20%），最终，江璐薇等15名
选手突围而出，会师总决赛！

新闻链接>>
今年是“美丽新经济原创IP”重庆小姐大

赛进入第 11 个年头。2020 中国·重庆小姐大
赛邀请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作为指
导单位，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与重庆旅游投资
集团主办，旅投集团旗下包括长江黄金邮轮、
乐和乐都、金佛山、阿依河、统景温泉等景区/
景点共同参与，并得到渝中区文旅委的大力支
持，强力助推重庆疫后文旅复苏。

目前已举行了海选赛、复赛、两次直播打
卡乐和乐都主题乐园等落地活动，网络投票和
自媒体平台带货也热火朝天地在线上举行，得
到超过 30 家全国和地方媒体的持续关注，直
播观看人数累计超过700万。 丛集新

2020重庆小姐半决赛收官

重庆首次“水上选美”一场“青春踏浪”的实景演出

江璐薇、黎玥、万丹丹、梅香雪、蒋凤、
游媛、蒋欣颖、邓美凌、陈巧琳、曾怡、华夏
雪、林玲、肖思语、聂秋芸、杨佳妮

晋级名单

晋级总决赛的15名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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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球号码

03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20114期

03 39 08 02 72 28 07 64 71 34
76 61 22 11 80 31 77 57 23 09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0019期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2011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8 8 7 3 4 5 0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026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0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026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0 8 7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006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3 1 3 3 1 0 3 3 0 0 0 3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006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3 1 3 3 1 0 3 3 0 0 0 3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006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1 3+ 1 1 1 0 1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0年11月15日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006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 1 3 3 3 3 3 1 0 3 0 3 1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006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 1 3 3 3 3 3 1 0 3 0 3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