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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关于江津明月香山方案调整的公告

明月香山项目业主及有关利害人：
明月香山项目位于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目

前项目建设单位重庆坤伍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申请
对经审批的设计方案进行修改调整。该项目已通过
相关程序审查，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
2021年5月1日至2021年5月7日在江津区规划展览
馆规划公示栏、项目所在地、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网站对调整内容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
具体内容请到江津区规划展览馆规划公示栏、项目所
在地现场及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查
看，欢迎相关利害关系人及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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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先生 联系电话：023-47696261
电子邮箱：375460167@qq.com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21年4月30日

中昂·新天地二期地下车库调整的公告
中昂·新天地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中昂·新天地位于鼎山街道江州大道，目前，建
设单位重庆中昂融通实业有限公司申请对经审批的
设计方案中的地下车库-1层、-2层进行调整。重庆
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2021年5月2日-
2021年5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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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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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昂·新天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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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96939.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21年4月28日

重庆欣欣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城口县医疗
废物集中处置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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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众意见
表网络链接为：http://www.cqck.gov.cn/zwxx_
270/gsgg/202104/t20210428_9228978.html。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重庆欣欣环保工
程有限公司办公室（联系电话：徐总13896390873）
可查阅；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边企业单位
及群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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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单位；5、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江津区东部新城
控制性详细规划》E1-5/02地块修改方案公示的公告

目前，我局已组织编制完成《江津区东部新城
控制性详细规划》E1-5/02地块修改方案，该方案
已通过相关程序审查。为了进一步增强规划方案
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的有关规定，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将通过江津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网站、江津区规划
展览馆、修改地块现场、鼎山街道办事处公示栏对
《江津区东部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E1-5/02地块
修改方案进行公示，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期限
为30天（2021年 5月1日至2021年 5月 30日）。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在公示期内登http://www.
jiangjin.gov.cn/bm/jjgtfg/jjgtfg_index.html 网
站查询相关规划内容，并以文字、图件、电子邮件等
形式反馈意见或建议。为便于更好地沟通和完善规
划，请在提出意见或建议时，署上真实姓名和联系电
话，若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应加盖单位公章。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邮政编码：402260 邮箱：375460167@qq.com
联 系 人：彭先生 联系电话：47696261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4月30日

◆重庆市华都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财务章，编号5001124400347声明作废◆吴丹娟遗失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编号
201550110513021199001134429，声明作废◆重庆祥奎恒心医院遗失2016年4月21日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056454458H,声明作废◆重庆市公路运输总公司菜元坝站建新录相厅（注册
号90282024）遗失公章及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重庆市公路运输(集团)公司菜元坝站津津餐厅（注册号
5000001902555）遗失公章及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江津区宁淼鸡养殖场公
章5003815018369一枚，声明作废。◆重庆玛可思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壹
枚（编号：5002222071897），声明作废◆重庆锐斯特酒店有限公司遗失特种行业许可证（旅馆业）正
副本，（公特：510202201808002978 字第1019847号），作废◆张静远遗失《律师执业证》，执业证
号：15001201310996727，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姓名：陈雨彤（养父母取名），约5岁。
被捡拾日期：2016年5月6日。
捡拾情况：2016年5月6日上午，在重庆市巴
南区南泉镇小泉凉水沟爬山
途中，发现路边草丛有一粉色
包裹，内有一女婴，其身边无
任何物品。望小孩亲人与知
情者联系 18076952486。该
小孩自公告之日起，30天内若
无人确认，将依法予以安置。

减资公告：经重庆蓝泊湾学校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304944596Q)股东
会研究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100万元减至500
万元，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持有
效证件到公司办理相关法律手续。2021年4月30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思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67365852597）股东会决议，拟
将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到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地址：重庆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源点楼2楼
电话：65910161 65918887
联系人：熊先生
特此公告。

重庆思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4月30日

公开比选公告
重庆西部公交将对梨树湾保修厂会议室改造（综合布
线及道闸）项目进行公开比选。请有意参加公开比选
的响应单位，带上有效营业执照与经营许可证复印
件，于2021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下午16点前，到重
庆市渝中区虎踞路56号1号楼1209室咨询和领取公
开比选文件。联系人：彭老师。联系电话：65312384。

公开比选公告
重庆西部公交将对梨树湾保修厂会议室改造（会议室
影音设备）项目进行公开比选。请有意参加公开比选
的响应单位，带上有效营业执照与经营许可证复印
件，于2021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下午16点前，到重
庆市渝中区虎踞路56号1号楼1209室咨询和领取公
开比选文件。联系人：彭老师。联系电话：65312384。

公开比选公告
重庆西部公交将对梨树湾保修厂会议室改造（LED
屏）项目进行公开比选。请有意参加公开比选的响
应单位，带上有效营业执照与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于
2021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下午16点前，到重庆市
渝中区虎踞路56号1号楼1209室咨询和领取公开
比选文件。联系人：彭老师。联系电话：65312384。

遗失冯海燕保险执业证00000550010500502019000322作废
遗失焦 杨保险执业证00000550010500502019000275作废
遗失钟 婷保险执业证00000550010500502019000347作废
遗失尹嘉鑫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580020190300549作废
魏鹏莺(身份证号510722199602152982)遗失保险执业证,作废

重庆市公路运输总公司第五分公司荔枝桥汽车修理厂
（注册号90280637）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声明作废
重庆市公路运输总公司石小路汽配经营部（注册号
90280385）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声明作废
重庆市公路运输（集团）公司沙坪坝分公司汉渝路营业所（注
册号5000001902434）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声明作废
重庆市公路运输（集团）公司沙坪坝长途客运站（注册号
5000001902430）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声明作废
重庆市公路运输运输（集团）公司第五分公司汽车修理厂（注
册号5000001902533）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声明作废
重庆市公路运输（集团）公司梨树湾货运站（注册号
5000001902530）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声明作废
重庆市公路运输总公司南桥音像部（注册号
98961269）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寻熠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6082XC5M）经股东
会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200万元减至16.66万元，
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重庆新寻熠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60QAEU19）经
股东会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200万元减至3万
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迁坟启事
根据江北府征告[2005]5号和[2006]2号公

告，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大坪村大水井社
的全部土地因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用地于2006年
4月开始全部征用，在2006年5月31日已进行
进行登报要求迁移15天内自行将大水井合作社
土地上的坟。现由于大水井合作社已经全部拆
迁补偿安置完毕，马上进行施工，特此启事请15
天内自行将大水井合作社土地上的坟进行迁
移。逾期未迁移的，视作无主坟处理。

重庆市江北区征地事务中心

减资公告：经重庆祥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3204481704）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至5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21年4月30日

遗失华 勇保险执业证00002750000000002019032582作废
遗失蒋志敏保险执业证00002750000000002019029136作废
遗失聂维锋保险执业证00002750000000002019032332作废
遗失何春燕保险执业证02000350000080020180301817作废
遗失张 淼保险执业证02000350000080020180103249作废
遗失张正兰保险执业证00002750000000002019027657作废
遗失漆 洪保险执业证02000350000080020180900554作废
遗失付雨竹保险执业证00002750000000002019013915作废
遗失吕浚源保险执业证00002750000000002019014321作废
遗失段 兴保险执业证02000350000080020190300062作废
遗失王胜红保险执业证00002750000000002019013907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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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改革清算公示
重庆江北少博教育培训学校因分类改革

需要，将按规定对本单位资产进行清算，现对
外公示，接受社会监督。请我单位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申报债权，按相关规
定，如各债权人逾期未申报，产生不利法律后
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小洪 联系电话：023-67105622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嘉陵一村41号2幢202、203

重庆江北少博教育培训学校清算组
2021年4月30日

◆遗失张浪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90400816作废◆遗失史建军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980020180601812作废◆遗失谢琴保险执业证00000550010900002020002729作废◆遗失北碚区嘉渝门窗加工部公章
一枚，编号5001097051930作废◆重庆迅杰达标准件制造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003
817089694，财务章编号5003817089695作废◆声明：重庆旭宏航空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于2021年
3月16日遗失公章一枚，编号5001127007648作废◆遗失重庆游邮物流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00106815950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佳莱斯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038067621，声明作废◆经营者：廖龙龙，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JY25001040054388,声明作废。◆重庆诚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食品安全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JY25001190098920声明作废◆遗失江津区科维汽车维修中心印章备
案回执50038120180604055声明作废◆遗失大渡口区乾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版物经营
许可证》正本、副本，新出发渡字第41号，声明作废◆遗失蒋国义之子覃润2006.9.11出生证G500165198作废◆遗失重庆舒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公
章一枚，编号5002211057104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杨世玉残疾证51021119470
205422163，原残疾证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九龙坡区征收事务中心开具给重庆九
龙园高新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关于新铺片区旧城
改建房屋征收项目补偿资金的三联收据第二联，
收据号为4015325，金额为2000万元，声明作废。

公告
重庆渝畅环卫服务有限公司因企业股东变更，将行政公章（编码：
5003815015288）、财务专用章（编码：5003815015289）、发票专用
章（编 码 ：5003817029177）、废 油 收 购 专 用 章（编 码 ：
5003815016503）、合同专用章（编码：500381501558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梵华艺术培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7MA60Y9UT6P)股东会决议,将本公司注册资
本由 100万元减少到 10万元，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到本公司
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特此公告。202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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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从重庆市住房城乡建
委获悉，今年重庆中心城区有5条步道纳入重点民生实事
项目，目前几条步道正积极建设，其中北塘峡江步道已累
计建成约12公里，其串联的景点之一金刚碑整个核心区
预计在年底开放。

两种方式进入峡江步道

27日，记者来到北塘峡江步道的金刚碑段，这里环境
清幽，有着古朴的传统建筑，几十棵百年黄葛古树，棵棵高
大茂盛，置身其中，有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

“从康熙年间到现在，金刚碑已经有300多年历史
了。”金刚碑项目工作人员李曦说，金刚碑历史文化街区修
缮修复项目于2017年启动，截至目前，核心区已基本完
工。修复后的古镇在融入时尚元素的同时，也保留了乡土
特色。

“目前，市民可以免预约到金刚碑游玩，整个核心区预
计在年底开放。”李曦说，现在每天的游客接待量在
1000—2000人，预计“五一”期间将达到3000—5000人，
届时将会加强景区内的安保、车辆引导和人流管控工作，
保障广大市民安全顺利出行。

“整个北塘峡江步道结合嘉陵江两岸城市品质提升集
中打造，以浏览嘉陵江小三峡自然风光和沿途人文景点为
主题，全长约26公里，目前累计建成约12公里。”北碚区

住房城乡建委城市道路建设科科长罗利民介绍，步道依托
嘉陵江及其支流，从北碚区澄江老街至观音峡入口，分段
建设，串联卢作孚纪念馆、国立复旦大学重庆旧址、数帆
楼、梁漱溟旧居、金刚碑、张飞古道等24处文物保护单位
和传统风貌街区。“五一”期间，市民有两种方式进入峡江
步道，一是从金刚碑滨江停车场步行进入，二是从金刚碑
古镇入口进入。

5条步道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据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介绍，2019年5月，《重庆市
主城区（即现在的中心城区）“山城步道”建设实施方案》印
发以来，按照“一年有变化、两年出样板、三年响品牌”的工
作步骤，以打造绿色出行便民道、山水游憩休闲道、乡愁记
忆人文道、城市体验风景道为目标，加快推进中心城区17
条约353公里山城步道建设，截至目前，鸿恩步道、重钢步
道等17条均已开工建设，歌乐山步道、沙磁步道等约198
公里建成投用。

结合党史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今年有5
条步道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其中街巷步道3条，即黄
桷坪步道、环城墙步道和南滨步道；滨江步道1条，即北塘
峡江步道；山林步道1条，即缙云山步道。据了解，除了北
塘峡江步道，其余几条步道也在积极建设中。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黎静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竹）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进一步加大典型学习宣传力度，
树立德者受尊、好人好报的鲜明导向，昨日，由重庆市委宣
传部、重庆市精神文明委、荣昌区委、荣昌区人民政府主
办，四川省内江市委宣传部、四川省泸州市委宣传部、重庆
市荣昌区委组织部、重庆市荣昌区委宣传部承办的2021
年度“党在我心中”成渝两地微访谈暨1-4月重庆好人发
布活动在荣昌区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43位1-4月“重
庆好人”。

现场访谈中，来自四川省内江市，满怀对水稻研究工作
热爱的“稻田追梦人”2018年“中国好人”陈勇；来自泸州市
40年善小常为，捐资100万余元用于修路、修学校、资助贫
困学生的“四川好人”王友伦；成为村民贴心人、致富引路人
和“乡村振兴”带头人的荣昌区“重庆好人”杨媚；通过电商
平台，积极为贫困户打开柑橘产业的荣昌区“重庆好人”秦

兆宏；与尿毒症抗争8年，在海拔900多米的山上带着村民
养殖万余只芦花鸡，努力战胜贫困的丰都县“重庆好人”熊
勇；汶川大地震中，被医护人员从废墟中救起后许下当白衣
天使的诺言，后来选择护理专业，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主动请缨援鄂，践行诺言的两江新区“中国好人”焦祖惠；推
迟婚期，千里返岗回村参加疫情防控的荣昌区“重庆好人”
姜鹏等人讲述了平凡中显真情的故事，分享了他们的感受
和体会，深深地感染了现场的每位观众。

“身边好人的善行，让群众触摸到了社会的温暖，感受
到了生生不息的好人精神和榜样力量。”荣昌区直升镇工作
人员刘冬表示，聆听先进典型人物的感人事迹，他受益匪
浅，今后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据悉，近年来，重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加大好人选
树力度，共开展98期“我推介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选树

“重庆好人”2614人。

据新华社电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精神，进
一步加强对网络平台企业从事金融业务的监管，强化反垄
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2021年4月29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
金融管理部门（以下简称金融管理部门）联合对部分从事金
融业务的网络平台企业进行监管约谈，人民银行副行长潘
功胜主持约谈。腾讯、度小满金融、京东金融、字节跳动、美
团金融、滴滴金融、陆金所、天星数科、360数科、新浪金融、
苏宁金融、国美金融、携程金融等13家网络平台企业实际
控制人或代表参加了约谈。

金融管理部门指出，近年来，网络平台企业在提升金融
服务效率和金融体系普惠性、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发展的总体态势是好的，但同时也普遍存在无牌或
超许可范围从事金融业务、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监管套
利、不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严重违规问题。此
次联合监管约谈的从事金融业务的网络平台企业，具有综
合经营特征且业务规模较大、在行业内有重要影响力、暴露
的问题也较为典型，必须率先严肃纠正。

金融管理部门强调，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网络平台企
业的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对加强平台企业金融监管、规范平台

经济竞争秩序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
各网络平台企业要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会议精神，高度重视
自身存在问题，对照金融法律法规和各项金融监管制度全面
自查整改。开展金融业务要以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
为本。对于违规经营行为，金融管理部门将依法严肃查处。

金融管理部门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企业从事金融业务中普
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一是坚持金融活动全部
纳入金融监管，金融业务必须持牌经营。二是支付回归本源，
断开支付工具和其他金融产品的不当连接，严控非银行支付
账户向对公领域扩张，提高交易透明度，纠正不正当竞争行
为。三是打破信息垄断，严格通过持牌征信机构依法合规开
展个人征信业务。四是加强对股东资质、股权结构、资本、风
险隔离、关联交易等关键环节的规范管理，符合条件的企业要
依法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五是严格落实审慎监管要求，
完善公司治理，落实投资入股银行保险机构“两参一控”要求，
合规审慎开展互联网存贷款和互联网保险业务，防范网络互
助业务风险。六是规范企业发行交易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赴
境外上市行为。禁止证券基金机构高管和从业人员交叉任
职，保障机构经营独立性。七是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规
范个人信息采集使用、营销宣传行为和格式文本合同，加强监
督并规范与第三方机构的金融业务合作等。

金融管理部门要求，网络平台企业要充分认识自查整
改工作的必要性和严肃性。要树立严格遵守金融监管要求
的合规意识、坚决维护公平竞争环境的市场意识、以消费者
权益保护为核心的服务意识，以让党和国家放心、让人民群
众满意、让同业尊重为目标，认真查找问题，稳妥有序抓好
整改。自查整改期间，要保持企业正常经营和业务连续
性。金融管理部门将与网络平台企业保持密切沟通，充分
听取意见建议，并将适时对整改情况开展检查。对整改不
到位或顶风违规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金融管理部门表示，将始终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支持
和促进平台经济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一方面，牢牢坚持“两
个毫不动摇”，依法保护产权，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平台企业不断提升金融服务，
巩固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坚持从严监管和公平监
管，一视同仁对各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零容忍”，保障数据
产权及个人隐私，坚决维护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秩序。

参加约谈的企业表示，将高度重视自查和整改工作，在
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全面对标金融监管要求，制定整改
方案，认真落实到位。在全力保证金融业务合规性和连续
性的同时，将继续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本源，进
一步增强社会责任，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今年重庆中心城区5条步道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金刚碑核心区预计年底开放

市民“五一”可游玩金刚碑

金融管理部门联合约谈部分从事金融业务的网络平台企业

“党在我心中”微访谈首场市级示范活动举行

北塘峡江步道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