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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光国大爷今年73岁，家住渝中区七星岗，在学
车考驾照这个事情上是妥妥的一枚学霸，每个科目
都是“一杆过”。

去年11月30日，他在科目一大渡口双山考场参
加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90分通过；去
年12月21日，在科目一李家沱考场参加科目一考
试，95分通过；今年1月18日，在西彭考场参加科目
二考试，90分通过；今年2月1日，在复盛考场参加科
目三考试，100分通过，同日参加科目三安全文明常
识考试，90分通过。

2月1日，单光国大爷领取了C2驾照，顺利成为
重庆“高龄驾考”成功通过的第一人。

回忆当初，73岁的单大爷到驾校学习时，他的同
学和教练都很惊讶，对教练来说，教授高龄学员也是
一次全新的职业挑战。同期学员说，有单大爷做榜
样，还有什么理由学不好。有过学车经历的人就知
道，科目二里最难考的，莫过于倒车入库和侧方位停
车。但教练对老单的评价是，“接受能力很强，训练
很认真，练车很刻苦，训练效果一点儿不比年轻人
差。”单光国用行动证明了只要肯下功夫，73岁老人

也能高分通过驾照考试。
拿到驾照后，单大爷又有什么打算呢？单大爷

说：“拿到了驾照非常高兴，但自己目前仍在驾校练
车，一方面是想进一步磨炼自己的驾驶技能，不给交
通添堵，不给大家添乱；另一方面是自己还在实习
期，也不能上高速，准备练好技术一年之后带上家人
去自驾游。还要感谢这次推出的公安交管新政，终
于圆了我们这代人的学车梦，可以策‘马’奔腾潇潇
洒洒……”

去年11月20日，公安部推出交管改革新政，取
消了小型汽车驾驶证申领年龄70岁的上限，至今已
将近4个月。

昨日，记者从重庆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获悉，截
至目前，重庆70周岁以上申领驾照的，已有125位
（男性118人，女性7人）市民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
应力“三力”测试，获取了驾校报名资格。其中，有78
人已通过科目一考试，23人通过科目二考试，7人已
通过科目三考试及安全文明常识考试并成功考取了
驾照。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

股权转让通知
经重庆皋隽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拟将

持有的本公司100%股权进行转让。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
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
前往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联系人：叶腾睿，电话：18523069972
重庆皋隽商贸有限公司2021年1月26日

股权转让通知
经重庆勤恳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决议决定，拟

将合计持有的本公司100%股权进行转让。根据
《公司法》规定，请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
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
前往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联系人：叶腾睿，电话：18523069972
重庆勤恳商贸有限公司2021年1月26日◆彭丹彦遗失四级残疾证50010319920113182944作废◆遗失田维胜渝G16823车的营运证.

编号为500232007470声明作废◆张静心于2021年3月11日晚遗失身份证及
社保卡，证号510212197801107026声明作废◆重庆佳浩汽车有限公司遗失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渝A868TN
道路运输证，编号渝交运管渝字500103047281号声明作废◆遗失舒珍玉500241199801041820文正浪5002411992091622
1X之女文欣研2015年9月18日出生医学证明P500118287作废◆遗失补办重庆实峰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渝交运管许可字500109008832号◆遗失王若晨.男. 2015-7-30出生证P500295098作废◆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健方橡塑制品厂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杨德槐遗失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证渝A032019044947作废。◆刘书珍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证渝A032011003338遗失作废。◆毛友华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渝A042011012650遗失作废。◆遗失渝B20T35营运证号500100026926声明作废◆重庆润典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车辆营运证，
车牌号：渝AX569F,证号：500112017964声明作废。◆遗失潘姝媛(女)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4775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健之堂星途大药房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1141210502，声明作废◆重庆创享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壹枚（编号：500112717143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新领航人娱乐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编号JY1500105000939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迈及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6MA5YRAYF04）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注册资本由10万元减至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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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2021年3月16日

减资公告：重庆日星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6MA5YRAU96F）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注册资本由10万元减至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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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2021年3月16日

迁坟告示
市级重点项目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

工程红线内涉及九龙坡区九龙街道上游村、大渡
口区跃进街道搬运村范围的所有坟墓需搬迁，特
招告坟主2021年3月20日-4月30日时限内进
行迁移，并到中铁十一局集团九滨路项目部现场
办公室进行核对确认和补偿协议手续办理。逾期
未确认和迁移的，将作为无主坟进行安置处理。

中铁十一局集团九滨路项目部

海南【重庆城】投资商家招募令
儋州重庆建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就海

南【重庆城项目49号楼商业】招募投资商家，欢
迎投资商家来电咨询及报名。

海南·重庆城，位于海南省西部儋州市白马
井滨海新区第一组团，海南省目前正在重点发展
滨海新区，项目毗邻恒大海花岛、与洋浦自贸港
仅一桥之隔，交通便利——距高铁站约8公里，
目前已形成独具重庆特色的超过3万方滨海商
业综合体。

一、项目概况：49号楼商业共3层，建面
3172.74㎡，交房条件为清水房交付。

二、招商标的：海南重庆城项目49号楼商业
三、招商细则：1、意向投资商家与我司对投

资购买方案商议确定后，由意向商家支付我司房
款，我司负责开发建造49号楼。2、付款方式：投
资方以一次性或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购房款。
3、交付日期：本项目建设周期预计为11个月，从
开工建设至项目竣工验收交付使用。
备注：具体图纸和招商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海南联系人：黄杰13908346223
重庆联系人：陈文艺17782316269
项目地点：海南儋州滨海新区滨海大道【重庆城项目】

儋州重庆建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喜沁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
“喜沁涂装生产线新建项目”环评征求意见公示
1、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为：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7R2LYv_pjo3jF-AO2JzwPA，提取码：
617v；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通过建设
单位“重庆喜沁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
（联系电话18523673185）”可查阅；3、征求意见的
公众范围：项目周边企业单位及社会群众；4、公众
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填写公众意见表提交建
设单位或致电建设单位；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为：报告书征求意见稿10个工作日公示期内。

遗失声明：沈阅遗失重庆恒大云湖上郡7.3期4号楼
1204 号房屋房款收据 2 张:编号 N0331757 金额
164821元；编号N0341872金额319208元；契税收
据一张,编号N0341873金额30432元。声明作废。

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保险从业人员执业证已遗失，声明作废，不得再以我公司名义开展相关工作：
殷翠兰00001850011700002020009393许 华00001850011700002020012575刘怡菲00001850011700002020014066
周 宏00001850011700002020013326张 汉00001850011700002020016019邹佳君00001850011700002020011285
陈诗雷00001850011700002020014736喻雪莲00001850011700002020003401胡 浪00001850011700002020007592
卢向铜星00001850011700002020010039吴红琳00001850011700002020013199孙 勇00001850011700002020014074
罗茶英00001850011700002020012229夏 欢00001850011700002020014857顾渐斌00001850011700002020013560
潘 仪00001850011700002020014082黄 华00001850011700002020007744虎存霞00001850011700002020012778
张雪梅00001850011700002020000538夏 强00001850011700002020013609王红梅00001850011700002020013527
庹晓飞00001850011700002020015528刘 颖00001850011700002020010838王 平00001850011700002020016035
袁 洋00001850011700002020016043汤建华00001850011700002020014873

通知
黄东（身份证号码：50023919920128****）：你于
2021年02月20日至今未到岗上班，也未办理任何
相关手续，已严重违反劳动合同签订的本意，我司于
2021年03月03日和2021年03月08日书面通知
你，但你至今仍未回，现登报再次通知你限在本通知
见报之日起两日内（节假日顺延）到公司办理相关手
续。逾期未归我公司将按劳动合同法三十九条第二
款之规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特此通知！
重庆月石劳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2021年3月15日

遗失声明
遗失重庆宝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旅
游 合 同 3 份 ：编 号 C010039993、
C010039995、C0100399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市速速荣冠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巴南支行营业部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87483303,
账号：3100082009200046959，声明作废

◆遗失田文涵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186091作废◆遗失胡馨月2015.3.16出生证编号P500056844作废◆遗失杨振航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218648作废◆遗失白小芳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15MA60N6NJ1F作废◆遗失王欣研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043492作废◆遗失重庆市忠县忠州镇中星小学校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綦江区打通镇商会公章一枚作废◆遗失重庆通和消防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一枚作废◆遗失城口县娅姑娘小吃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JY25002290066711作废◆遗失重庆重大同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公章500106001920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乐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227MA5UM79P4P）财务专用章一枚作废◆遗失彭水县胜达涂料加工厂公章一
枚，编号：500243502394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风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经营
许可证副本（渝北）印证字5039号作废◆声明:重庆市沙坪坝区宏洲文化用品经营部遗失
中国建设银行开户许可证J6530012947501作废。◆重庆市樱尚云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公章5003817069302
财务章5003817069303发票章5003817069304作废◆遗失九龙坡区交管所包车牌县际0581686、0581687作废◆重庆浓酱清酒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7MA60EJUQXH）遗失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健狗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9YGK0R）股东会
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整减至100万元
整。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重庆商社麒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于2021年3月9日遗失北京梅赛
德斯—奔驰牌轿车合格证壹份，车
辆型号为E300L，车辆识别代码为
LE4ZG8DB2ML652260，发动机号
为10899465，合格证号为WAH07
8001308875。特此声明作废。

认尸公告
2021年3月11日在江津区白沙镇红
花店卫生室长江水域发现一具男尸，
尸长1.6米，约15岁，穿黑白灰格子毛
衣、深色长裤，请知情人与长江航运公
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认尸公告
2021年3月11日在巴南区攀钢长江水
域发现一具男尸，尸长1.7米，穿黑色毛
衣、黑色运动裤、黑红运动鞋，戴金色戒
指、金色骷髅头手链，请知情人与长江
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遗失声明：熊龙：新世界渝B83T76，2018年10月
规费9300元，收据编号：00425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熊龙：睿拓，渝ADA3050，2019年8月规
费9000元，收据编号：9067872，9067291，声明作废

关于对渝长高速公路扩能项目工程YCTJ5标段
洛碛南互通跨沪渝高速采取占道施工的公告
因渝长高速公路扩能项目工程YCTJ5标段洛碛

南互通跨沪渝高速施工需要，经市交通局批准，相关路
段将于近期占用双向超车道，现将占道措施公告如下：

一、施工路段：G50沪渝高速K1725至K1729段
二、占道时间及措施：在G50沪渝高速K1725至

K1729段占用进出城方向超车道，预计占道时间为：
2021年3月20日-4月15日，共25天。

三、占道期间通行相关路段的注意事项：如遇雨
天或特殊情况，工期顺延，请广大驾驶员出行前提前
注意了解最新路况信息，择道行驶；通过相关路段前
应提前控制车速、观察路面标志标牌；通行中注意文
明驾驶、守法驾驶，服从高速公路执法人员和工作人
员指挥，不得随意超车、停车。对违反本公告要求的
单位和个人，高速公路执法机构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队二大队

重庆渝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重庆北新渝长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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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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1.3.11丢失重庆庆莱斯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2021.3.4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MA5U4DDW5Q声明作废◆李海洋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渝A042018038267作废◆遗失渝A72T10营运证号500100043950声明作废◆遗失罗学良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07MA61325P7N作废◆遗失声明：黎龙认购重庆富力瑜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6号
楼1902，认购金5000元（定金收据编号0603213)声明作废！◆遗失何琼、杨树民之女杨品怡2011.3.13在大渡口第二
人民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261550作废◆赵鹏遗失重庆市江北区中医院门诊住院医疗费专用收据编
号渝财：00402.E71705499,收据编号187627092声明作废◆重庆优住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遗失合同一
份，合同编号0048834。此合同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董守龙工作证声明作废◆遗失个体工商户杨青元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15001080158635，声明作废◆重庆赞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厦门银行重庆两江支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85120120060000326核准号J6530070694301声明作废◆重庆巧艺花艺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名
章，发票专用章印章备案证明原件，遗失声明作废◆遗失唐维玲《工程师证》职称证书编
号：011901101010，特此声明◆遗失江北区红亮便利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JY1500105019175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新兴幼儿园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群祥科技有限公司发票章一枚，声明作废。◆王敏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渝A042014030151作废◆遗失重庆海保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壹枚，编号5003817024877，声明作废◆遗失谢宗军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JY25001080235058作废

身份证遗失声明
本人靳鹏（男，身份证号 500107198504239416 有效期
2015.12.01-2035.12.01）于2021年3月12日在重庆科园四
路遗失第二代身份证，自遗失之日起，一切非本人签名使用
身份证的行为，均与本人无关，本人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遗失谭闽杰保险执业证00010050010500002020006066作废
遗失陈小利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0000202021000226作废
遗失林 丽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162816作废
遗失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2020年 8
月22日开具给卜云波的重庆市住院医
药费专用收据1份（票据号003442494，
金额34954.36元），因原件遗失，特此声
明原件作废，以复印件盖医院鲜章有效。

遗失声明：赵春梅，遗失位于重庆恒
大国际文化城项目22栋3205房号契
税收据，客户联编为whcn0145902，
金额21610.05元，声明作废。

关于恒鼎·锦荣府（一期）20#楼、
21#楼和45#楼局部修改的公告
恒鼎·锦荣府（一期）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该项目位于江津区滨江新城，目前正在
申办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现建设单位重
庆恒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对经依法批准
的恒鼎·锦荣府（一期）20#楼、21#楼和4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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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2021年3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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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5日

遗失声明：今夏晓东遗失《国电西藏尼洋河
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集控中心2#公寓
工程》项目的技术专用章（四川省晟茂建设
有限公司）一枚；A类资料（建设单位资料）
一套；B类资料（监理资料）一套，特此声明

◆遗失沙坪坝区叶发明餐饮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JY25001060233704作废◆遗失重庆市巴南区瑜润印刷厂印
刷许可证正副本渝巴南5049作废◆李严遗失公运集团公司开具的安全维稳责任金
收据，编号：00055515，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声明：重庆鸿富船务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001001133822）注销。◆重庆尊峰科技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
章印章备案证明原件，遗失声明作废◆遗失陈昱宏.男.2015-6-13出生证P500057286作废◆市租三分公司渝B53T69营运证(渝字500100029390)遗失作废◆市租三分公司渝B53T69，加气本遗失作废。

肖秀山遗失水利电力高级工程师
证，评审时间：2002.12.17，证书
编号：012401001998；声明作废

眼下春光明媚，特别适合户外运动。今天，我们要
带你去足球场上活动活动，认识一群“特殊”的球员。

奔跑如飞、挥汗如雨。足球是一项需要体力和
速度的运动，我们国家的足球运动员到了二十六七
岁就算老将了，但这群奔跑在绿茵场上的球员平均
年龄却在65岁以上。

这是重庆为数不多的老年足球队之一，也是重
庆历史最悠久的老年足球队，成立于1983年，目前
队员59人。每周二和周四，队员们都会在重庆大学
足球场组织训练，刮风下雨，吹风日晒，从不间断。

出生于1937年的王铭皓爷爷，是球队的元老级
人物了。9岁开始踢球。参加工作后，从江苏来到重
庆，在红岩厂上班。那时候重庆市体委，在每个区设
立一所培养足球运动员的重点学校。王爷爷厂里的
红岩子弟校就是其中之一。

王爷爷踢足球都是靠自学，为了带学生，他到重
庆市体院要资料，到新华书店自费购买足球训练的
书籍。在他的指导下，当时的重庆市女足二队，参加

四川省比赛取得过全省第五名的成绩。
除了王爷爷这位高龄球员，球队里最惹眼的莫

过于双胞胎——范家兄弟。生理年龄62岁，心理年
龄三十几岁的范家兄弟，也是从小就喜欢上了足
球。范家兄弟青春期的时候，沙坪坝三中、七中都有
校足球队，经常举办比赛，足球氛围浓烈。兄弟俩进
了南开中学，开始接受专业足球训练。

球场上兄弟上阵的不在少数，双胞胎之间的默
契也比一般人来得更足。双胞胎体型发型面容相
似，还都踢的是前锋。球场上的笑话自然是不少的。

老年足球队里有亲兄弟、有同学、有小时候的玩
伴，与其说他们是来这里训练，不如说是每周两次的
欢乐聚会，让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灵的期盼。近年来，
球队在历届全国友好城市老年足球比赛中，拿下过3
次全国冠军。这真是一支充满活力的足球队。祝愿
各位叔叔大爷爷爷辈的球员们，身体健康，保持活力，
继续在绿茵场上挥洒汗水和激情。

据第1眼·重庆广电

学霸大爷
73岁单大爷考驾照“一杆过”
成我市高龄驾考获证第一人

这支爷爷足球队成立38年
59人，平均年龄65岁多

运动大爷

近日，沙坪坝区小龙坎一居民楼内，一对老夫妻因为“K
歌”的事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还闹到报了警。

原来，今年60多岁的陈大爷，退休后闲来无聊，喜欢上了
网络K歌，没日没夜地高歌，还吸引了一批网络粉丝。老伴杨
阿姨却看不下去了，“他除了唱歌，家里什么事都不管。”3月11
日下午，两人矛盾爆发，大吵一架，还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接
到报警后，沙坪坝区110快处队民警赶到现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他就迷恋上网络唱歌！整天拿个手
机，鬼哭狼嚎地吼叫，不分白天黑夜……”民警刚见到报警人杨
阿姨，杨阿姨就开始不住地吐槽陈大爷。杨阿姨说，每天早上
她刚出门上班，陈大爷就开始唱，有时候要唱到晚上十一二点
钟，声音很大。因为唱歌，他们还遭到了邻居的投诉。

“你说都几十岁的人了，还一天在网上回复‘亲’，丢不丢
人？”最令杨阿姨头疼的就是，陈大爷一天在网上热情地回复粉
丝的样子，让她接受不了。

听完杨阿姨的吐槽，陈大爷一脸委屈，说自己退休后，家里
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儿子儿媳都上班，孙女上学，就连老伴
儿也在工作，留他一个人在屋里，一天到头都闲得很无聊，只有
找点事情做。

“我不喜欢钓鱼，也不喜欢跳广场舞，偶然机会，我接触了
网上K歌，觉得很有意思！”陈大爷说，在网上，大家都夸他唱得
很好，突然觉得退休生活有了快乐，于是便开始在网上跟网友
互动，唱歌给大家听，每天过得很充实。

民警听了二老的诉说，大概明白了几分。民警对陈大爷的
心情表示理解，退休后一下子变得无所事事，生活很无聊，找个
兴趣也很正常。“但不能因为迷恋，就置其他事情于不顾，凡事
都要把握个度，适可而止，过犹不及。”民警建议陈大爷，控制唱
歌的时间，不要打扰到邻里正常生活，另外利用其他时间为老
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民警也对杨阿姨也提出了要求，平时要多关心下老伴的生
活，多交流多沟通，有时间两人一起出去玩一下，“多一些理解，
少一些指责，日子才会和谐。都相互体谅一下，才能把晚年生
活过好。”

听了民警的话，两位老人都觉得很有道理，表示会反省自
己的不足，学会体谅对方。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付迪西

新潮大爷
迷恋网络K歌从早唱到晚
老伴看不下去了找警察评理

三
个
（
群
）
大
爷
三
台
﹃
戏
﹄
台
台
都
精
彩

民警为“K歌”闹矛盾的老夫妻调解。

足球场上的“爷爷球员”

!

考试中的
单光国大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