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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莉身份证遗失（编号510230197502220320）声明作废◆遗失刘容秀保险执业证00000550010600202020003264作废◆重庆金地自在城彭科林购房定金收
据五万元遗失，收据编号LZ0000956。◆遗失重庆春皓园林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5002272009391）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老年高等教育工作者协会西南
大学分会公章一枚（无编号），声明作废◆郑文明遗失重庆恒大时代新城26栋2单元202号房认
购书收据联，编号：G8818179 ，金额2万元，声明作废◆重庆松韵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重庆
市巴南区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84945201，声明作废◆重庆市长寿区风霖广告有限公司遗失印章备案
回执（编号：500221201700203005），声明作废◆重庆渔阳红山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5001078189635，声明作废。◆城口县奇悦建筑装饰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5002297001063），声明作废◆遗失杜渝、蒯小红之子杜彦霖2020.11.19在重庆市铜梁区
人民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U500110982声明作废

◆遗失2018年05月25日核发的重庆金状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YXG9911声明作废
◆遗失巴南区华滨酒楼公章壹枚(编号5001132010428)、
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32010429)声明作废
◆遗失2018.2.28核发的重庆朕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N97U3X声明作废
◆遗失2018.4.17核发的重庆义长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YPFQ18X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建联信科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
41207080)、发票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41207081)声明作废
◆重庆宏永餐饮有限公司（税号91500000078809395L）
遗失税控设备税务UKey，编号58700543361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叙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78
114601）、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72020110）声明作废

重庆沉浸式
体验民国风情陪都公馆

特园·厚庐公馆位于解放碑山城巷景区
承接企业团建与私人定制
热线：13008329719

报废车辆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1年1月7日11:30

在荣昌区发改委会议室整体拍卖报废车辆一
批，参考价：10万元，佣金为成交价5%。标的
自公告之日起在停放地现场进行展示。竞买
人须在2021年1月6日16:00前将竞买保证
金1万元缴纳指定账户并缴纳1000元资料费。

参加报废车辆竞买人必须成立满三年且
有重庆市商业委员会颁发且有效的《重庆市报
废汽车回收企业资格认定书》或《重庆市报废
汽车回收拆解企业资格认定书》和《再生资源
回收经营备案登记证书》的企业，法人代表携
带原件备查，如法人代表无法到达，授权代理
人需持公证处出具公证书原件，于1月7日10:
30-11:30凭保证金缴纳凭据和有效证件到拍
卖现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方可取得竞买资
格，逾期不予办理。以上标的按现状，按实际
数量移交给买受人，报废车辆在拍卖成交后，
买受人不得作任何其它用途，全部作报废处理。
咨询电话：（023）68628877、68885585
联 系 人：苏先生13389609381
重庆恒升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31日

声明：重庆麦尔克森机械有限公司现声明由
泛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出具的正本提单，一
式三份，提单号：EURFL20N09542ROS,
由于快递途中不慎遗失 ，现声明作废。

乾和·新天汇地下车库楼调整的公告
乾和·新天汇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乾和·新天汇位于滨江新城，目前，建设单位重庆
乾和新天置业有限公司申请对经审批的设计方案中
的地下车库进行调整。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将于2021年1月1日－2021年1月7日对调整
情况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公示地点为江津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江津区规划展览馆、项目现场。

若贵单位或个人有意见和建议，请注明身份（单
位名称、机构代码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个人姓
名及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和邮寄地址，在2021
年1月14日下午6点前将书面意见、房产证（或购房
合同）复印件等证明涉及其利害关系的材料邮寄或直
接提交至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逾期未
提出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或视为无意见。

乾和·新天汇业主及相关利害人可自公示期满之
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提出书面听证申请，同时应提交房产证（或购房合
同）复印件等证明涉及其重大利害关系的材料。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自动放弃听证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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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老师 联系电话：13883866859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12月31日

关于江津五洲国际商贸城一期B-2#和B-6#局部修改的公告
江津五洲国际商贸城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该项目位于江津区德感园区,目前正在申办
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现建设单位重庆融誉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对经依法批准的一期B-2#和
B-6#进行局部修改。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将对修改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21年
1月2日-2021年1月8日，公示地点为重庆市江津
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规划信息板块、江津区规
划展览馆、项目现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
到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规划信息
板块、江津区规划展览馆规划公示栏、项目所在地
现场及查看，欢迎相关利害关系人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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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 联系电话:47696915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20年12月31日

重庆瞳闻科技有限公司遗失2010年1月
2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6889108961；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及发票领购簿，
税号 915001056889108961；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68891089-6；
遗 失 财 务 专 用 章 壹 枚 ，编 号
500105000054040；以上声明作废。

关于恒鼎·锦荣府一二期方案局部修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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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恒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对该项目一二期方案局部进行修改，我局将于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月7日在江津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法定主动
公开内容-规划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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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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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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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我司承建的大足区古龙镇2018年“四好农村路”工程，于
2020年9月1日竣工并交付使用，现已与建设单位重庆
市大足区古龙镇人民政府结算完毕。请所涉及本工程的
劳务班组和各位工友、原材料供应商等以及相关本工程
债权人，请在本公告之日2020年12月31日起30天内到
我司工程部进行对账结算、领取各种应付款项。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逾期后果自负并视为自动放弃，请相互转告!
联系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兴华东路43号(原老车站6楼)
联 系 人：刘福冬 工程部：徐敏
联系电话：15823260351 023-72261998

四川仁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31日

遗失声明
重庆朝璋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编号：5001141110483），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重庆腾辰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
5001097080451）法人章一枚，（编
号：5001097080453），声明作废

声明
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保护

“黄沙溪散排治理工程”各债权人（仅包括民
工费、材料费债权人）利益，经研究决定对该
工程所涉民工费、材料费相关债务进行清理
和统计，请各债权人于2020年12月30日起
至2021年1月10日期间持本人相关主体资
格证明（本人身份证明、单位营业执照等）、
登记债权所依据的相关证明文件及时到重
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登记债权，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逾期登记或漏登、瞒报而产
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将由其本人负责。

联系人：谢先生 电话：13896208388
重庆恒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31日

公 告
我司正在实施的沙坪坝区老旧片

区改造提升工程（磁童路片区）项目是
磁器口提档升级的重点项目，亦是歌乐
山、磁器口创建5A景区的重要项目。

该项目含磁器口西门出租车港、
磁器口东门旅游公交首末站建设。因
出租车港建设红线内现有一块LED屏
幕、旅游公交首末站红线范围内现有一
根5G基站，阻碍了项目实施，需要进行
搬迁。经向沙坪坝区交巡警、沙坪坝区
公安分局、沙坪坝区城管局、电信公司、
铁塔公司了解，两个附属物均不属于上
述部门权属。请两个附属物所属单位
于公告之日7天内速与我司联系（联系
人：丁老师，联系电话：180 0233
4124）。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逾期不联
系，我司将自行拆除。

重庆沙坪坝交通实业总公司
2020年12月31日

渝中区余蓉鲜花店遗失重庆市渝中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11月12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3MA5YJYKF3T，声明作废。

关于重庆紫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分立的公告

各债权人：
根据公司2020年12月29日作出的股东会

决议，重庆紫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派生分立
为重庆紫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重庆宝莲置业
有限公司。分立前重庆紫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债务由分立后的重庆紫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和重庆宝莲置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者
由公司与债权人另行签订债务清偿协议。

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请债权
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对自己是否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作出决定，并于该
期间内通知本公司，否则，本公司将视其为没有提
出要求。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川 联系电话:13883725326
地址: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民安路88号

重庆紫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30日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重庆市开欣置业有限公司:根据本所与贵公司签订的法律事
务委托合同【宇环民（2018）16号】，贵公司欠付本所律师费
23.7万元至今未付，本所将该合同债权已转让给重庆山都律
师事务所享有，请贵公司自公告之日起及时支付该所全部律
师费。重庆宇环（现变更为杏林）律师事务所2020.12.30

遗失重庆市武隆县民生燃气有限公司（现重
庆市武隆区民生燃气有限公司）《股权出质设
立登记通知书》（武工商）股质登记设字
【2015】第 011204 号 质 权 登 记 编 号
500232001086667，出质人：民生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质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九龙坡支行分公司，声明作废。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珞璜工业园B区金源
路12号标准厂房A幢1-6号建筑单元分割方案公示的公告

位于珞璜工业园B区金源路12号的标准厂
房A幢1-6号（丁类、建筑面积4831.05m2），权利
人为重庆良友窑炉工程有限公司。因优化使用
需要，权利人重庆良友窑炉工程有限公司申请将
该厂房进行建筑单元分割。该事项将由重庆市
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相关情况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为2021年1月3日至2021年1月9日。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2021年
1月3日至2021年1月9日，在江津区规划展览馆大
屏幕、项目所在地及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网站，对该房屋拟进行建筑单元分割的相关情况
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登陆重庆市江津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www.jiangjin.gov.cn）、
到江津区规划展览馆或该项目所在地现场察看，欢
迎相关利害关系人以及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公告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 系 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47696239

2020年12月3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评荟科技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LXKK9L）股
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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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躬行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60EX039P，拟
将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减少为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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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2014年03月20日核发的重庆海川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000047551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海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114092415501），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092415501）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06月20日核发的重庆巴渡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000000738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巴渡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1455901565X），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55901565X）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09月30日核发的重庆巴渡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000025421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巴渡商贸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00114077262818），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07726281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抚研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8050394378K）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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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

遗失重庆途安物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50090100004721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途安物流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00903787473994），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787473994）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迪怩司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75801520265）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30万元减少到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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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新窝严选（重庆）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60
N3LA7C，拟将注册资本由 555.56 万元减少为
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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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

晋愉V时代项目A地块剩余未处置房屋核查公告
为进一步推进晋愉V时代项目的处置工作，最大限度保障购房群众的基本利益，根据九龙

坡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晋愉V时代处置工作的专题会议纪要》（专题会议纪要2020-234）明
确的原则，现将A地块剩余未处置房屋核查事宜公告如下：请原购买晋愉V时代项目A地块房
屋但未至重庆新锦煜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锦煜）提交购房资料进行核查登记的
购房人（具体房号附后）在本公告期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购房合同（协议）等文书、购房款支
付凭证和收据原件（提供银行流水需银行加盖鲜章）等相关真实购房资料原件到晋愉V时代销
售中心进行核查登记。核查登记后，由新锦煜公司按既定的住宅处置原则进行资料核查及处
置。公告期满，对于仍未提供购房资料办理核查登记的房屋将视为未销售房屋，将由新锦煜公
司收回重新销售。本公告期60日，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算。特此公告！

重庆新锦煜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晋愉峰秀房地产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30日
附件：晋愉V时代项目A地块剩余未处置房屋明细
1栋：1-21-3 1-28-4 1-29-4 1-25-5
4栋：4-8-2 4-24-2 4-32-2 4-9-3 4-10-3 4-5-4 4-2-6 4-17-6 4-30-6 4-19-7
5栋：5-6-2 5-16-2 5-22-2 5-3-4 5-7-4 5-7-6 5-22-6 5-23-6 5-19-7
7栋：7-15-1 7-8-2 7-17-2 7-18-2 7-7-3 7-7-4 7-9-4 7-8-6 7-15-6 7-8-7 7-21-7
8栋：8-14-1 8-16-1 8-17-1 8-7-2 8-18-2 8-20-2 8-26-2 8-32-2 8-19-3 8-7-5

8-26-5 8-28-5 8-18-7 8-30-7
9栋：9-2-1 9-6-1 9-16-1 9-16-2 9-18-3 9-22-3 9-7-6 9-19-6 9-29-7
10栋：10-26-1 10-23-5 10-3-7 10-10-7 10-24-7

遗失声明:江北区渔沐影像工作室遗失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观音桥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100776201账号：
310021010900021119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巴南区娱乐行业协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1500113MJP570702C）会员研究决议，
本协会拟将注销，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请
相关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协会申报债
权与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20年12月31日
◆江学灵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建筑施工特种作
业操作资格证，编号：渝A042018039762声明作废◆何晓玲遗失南翻学院学生证，学号1801021809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大鲤鱼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公章5003817088091作废◆遗失玖龙纸业（重庆）有限公司合同章5001001175886作废

023-86622662 13368336681刊登热线 微信
同号

重庆 证件遗失/票据挂失/环评公示/劳动仲裁/法院公告/招标拍卖/ 各类
各地 注销减资/公告声明/题花广告/出售转让/商业广告…… 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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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城乡规划公告

详情请登陆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http://113.204.224.20/xxgk/xxgk_list.aspx?ClassName=17

类别

控制性详细
规划一般技
术性内容修
改公告

类别

建设工程设
计方案类公

示

序号

1

2

3

4

序号

1

2

3

4

5

项目名称

重庆市北碚区北碚组团BB-05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大渡口区跳蹬南侧储备地块竖向标高调整控规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
方案公示

火车西站东连接线一期工程控制性详细规划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方案公示

巴南区南彭A标准分区A36-1、A36-3地块控规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方案公示

项目名称

北温泉街道思源花园二、三单元新增电梯项目公示

北碚区天生街道云泉路51号3单元新增电梯公示

保利北碚项目A28-1/03地块E组团规划设计方案公示

九龙坡区科园三街27号3单元增设电梯公示

九龙坡区科园三街27号4单元增设电梯公示

行政辖区

北碚区

大渡口区

九龙坡区

巴南区

项目位置

位于北碚区双柏支路208号

位于北碚区天生街道云泉路51号3单
元

位于北碚区

位于九龙坡区科园三街27号3单元

位于九龙坡区科园三街27号4单元

申请单位（编制单位）

北碚区人民政府

重庆市城市建设土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公路物流基地建设有限公司

申请单位

王维维、张灵记等24户

严开英、张兴国等64户

重庆葆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九龙坡区科园三街27号3单元相关业主

九龙坡区科园三街27号4单元相关业主

公示时间

2021年1月5日至2021年1月11日

2021年1月5日至2021年1月11日

2021年1月5日至2021年1月11日

2021年1月5日至2021年1月11日

公示时间

2021年1月5日至2021年1月11日

2021年1月5日至2021年1月11日

2021年1月5日至2021年1月11日

2021年1月5日至2021年1月11日

2021年1月5日至2021年1月11日

公示地点

北碚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大渡口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九龙坡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巴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公示地点

北碚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北碚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北碚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九龙坡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九龙坡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众信息网站

咨询电话

13667669124

68836799

68470025

66218285

咨询电话

68861838

68861838

68861838

68410017

68410017

今日起天气好转
元旦节得见阳光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昨日，重庆大部分地区持续阴天，天
气阴冷，大部分地区最低温都在3至8℃之
间。

据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日开始重庆
各地天气逐渐好转，多云天气重返，坪坝河
谷地区早上有雾，元旦节最高气温也将重
回10℃以上。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31日白天，偏西地区零星小雨，其余

地区阴天到多云，局部地区早上有雾。大
部分地区气温0～10℃。中心城区：阴天，
6～8℃。

31日夜间到1日白天，各地阴天到多
云，坪坝河谷地区早晨有雾。大部分地区
气温 0～11℃。中心城区：多云，气温 5～
10℃。

1日夜间到2日白天，西部地区多云
转阴天，其余地区多云。大部分地区气温
1～12℃。中心城区：多云转阴天，气温
5～11℃。

春运首日火车票开售
成渝多趟高铁售罄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瀚祥）2021年铁路春运将从1月28日持
续至3月8日，共40天。昨日，2021年春
运首日火车票开售。记者注意到，不到半
天时间，重庆往返成都等地的多趟列车已
经提前售罄，建议市民2月2日至5日错峰
出行。

每到节假日，重庆往返成都的高铁动
车总是销售火爆。记者注意到，昨日开售
的春运首日车票，重庆往返成都的多趟列
车已经提前售罄，有乘坐火车的市民可提
前关注车票或进行抢票。记者看到，目前
成渝高铁售罄的班次主要集中在白天时
段，早晚班次依然还有充足的车票。

同时，前两天成渝高铁正式开行复兴
号动车组，新增13对高铁后，成渝高铁现
共计开行动车87.5对。加密动车运行频
次后，也将大大缓解春运期间重庆与成都
间的购票难度。

除成渝外，春运首日，重庆前往贵阳、
武汉、西安、广州等多地的高铁动车组列车
也出现了售罄情况，有春运期间乘坐火车
的旅客需提前计划好购票了。

去哪儿数据显示，1月28日春运开启
后，2月1日将迎来去程首个高峰，随后2
月6日再度迎来出行峰值。而2月2日至
5日的预约量则相对较低，旅客可以选择
前述日期出行。

本周二重庆气温骤降后，解放碑的人流量
似乎少了许多。这两天，在解放碑巡逻的民警
和勤务队员、步行街环卫工人、交通志愿者都
收到了神秘年轻男子送来的自制热奶茶。

他们在表示感谢并询问时，那位男子始终
不愿透露身份，只留下一句：“这么冷的天，你
们辛苦了，喝点奶茶暖一暖。”奶茶他们都喝
了，都说很温暖。

当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辗转找到这
位“奶茶小哥”时，他却说，其实温暖并不是
源自一杯奶茶，而是来自这些解放碑的“守
护者”，在寒冬中为这座城市和人们带来的
温暖。

每天绕着解放碑
走4万步的巡逻队员

作为重庆地标性建筑，解放碑有一道独特
的风景：有人围绕着解放碑碑体一圈圈地巡逻
——那是渝中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和勤务队员，
他们三班倒，24小时从未间断。

“绕着解放碑走多少圈倒没计算过，但每
天微信步数三四万步几乎雷打不动。”勤务巡
逻组组长陈林说。与其他民警巡逻时，他一边
保持匀速前进，一边用余光扫着解放碑步行街
的各个角落。从每天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10
点，中途只轮换着短暂休息和吃饭……

看似平静的解放碑，也时常会发生一些
突发事件……每次都有他们及时出现，迅速
处理。

29日下午，他和同事收到两名陌生市民送
来的奶茶，男子始终不透露身份，留下了“你们
辛苦了，降温了喝点热的暖一暖”便匆匆离去。

巡逻队员们捧着热乎乎的奶茶，喝完了。
“在这样的天气能喝到一杯热奶茶，心里很温

暖。”陈林说，遇到热心市民这样“冷不防”送上
的慰问，会打心眼里觉得开心，说明自己的工
作得到市民的肯定。

每天擦拭
60多个大型垃圾桶的环卫大姐

中渝环卫的清洁工杨青芳在解放碑步行
街做清洁已经14年了。对她来说，每年冬天
是最艰难的季节。早上5点就要开始工作，这
意味着4点过就要出门。“这周降温后，早上刚
出门时都要打几个寒颤！”她笑着说。

到达步行街后，杨大姐先用高压水枪冲刷
地面，对于顽固的污渍，就用刷子或手直接在
地面搓洗，直到上午8点前才能把整个步行街
全部冲刷一遍。

接下来是清理和维护路面卫生。下午往
往需要加班，从1点开始到傍晚，解放碑步行
街60多个大型垃圾桶，里里外外都要用抹布
擦拭。在冬天，把手伸进冰人的凉水中是一个
考验。

前一天，杨青芳也收到了“神秘”的“奶茶
小哥”送来的奶茶。杨大姐平时几乎不会喝奶
茶。“奶茶很甜，很暖心！”她笑眯眯地补充道：

“里面还放了姜丝！能驱寒!”

交通志愿者
每分钟要吹两次哨

来自解放碑街道的交通志愿者刘玉白60
岁，本来已到了退休在家享清福的年纪，她却
闲不住，两年多前来做了志愿者，站在八一路

口，负责对闯红灯者进行劝阻，每一次红绿灯
亮起后吹哨提醒。

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3点，在红绿灯下，
都可以看到刘玉白的身影。

她说，最让自己感动的，是路人的理解。
有时候，有人不注意站到了公路上，她一吹口
哨，对方意识到以后，带着歉意朝她笑一下，立
刻站回人行道上，这时候，她心里就会很高
兴。“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也能得到大多数
人理解。再冷也不怕了。”

神秘“奶茶小哥”找到了

通过上游新闻读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五一
路的协信星光商场找到了送奶茶的“神秘小哥”。

他叫王江，是一位资深的音乐人和获奖无
数的摄影师。12月，他在解放碑开了一家奶
茶店。“其实我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对解放
碑很有感情的重庆崽儿。”

王江说，开店后每次上班和回家路上，都
会经过解放碑。那时候的解放碑行人寥寥，但
总能看到有一些人始终在默默坚守岗位。“走
到户外，天寒地冻的，真的一秒钟都不想多
待。然而那么多民警和巡逻队员、环卫工人、
交通志愿者，在寒冷的天气依然一丝不苟地执
行工作，我就想为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或许能为他们带来一点温暖。”王江亲手制作
了带着姜丝的奶茶，他说，也希望更多市民看
到这些“城市守护者”的辛苦付出，珍惜他们的
劳动成果，尊重他们的工作。

王江表示，以后还想为这些可敬的人们写
一首歌，表达自己的敬意。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纪文伶

“奶茶小哥”
王江给民警
和勤务队员
送奶茶。

“奶茶小哥”王江

他“冷不防”送一杯热奶茶
温暖了城市“守护者”的心

奶茶小哥：温暖并非源自一杯奶茶，而是解放碑的“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