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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足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
（草案）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各位公众：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正在编
制《重庆市大足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
（草案）（以下简称“《规划环评》（草案）”），内容主要
包括区域环境质量现状、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规划
方案综合论证与影响减缓对策措施等。现按照《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征求公众意见及建
议。《规划环评》（草案）电子版查阅方式：http://www.
dazu.gov.cn/qzfbm/qghzrzyj/，纸质版查阅地址：
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
公众可于公示期间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
进行意见反馈。（联系方式详见网络公示网址）。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9月26日

◆北碚区美佳花木种植场遗失公章，
编号5001097047230，声明作废。
◆毕偲遗失恒大悦珑湾8号楼21205收据1份，房款
收据编号ylwn0306132金额87051元；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长安车联科技有限公司车辆渝
AD83345 的预约出租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
◆重庆市璧山区英航教育培训有限公司遗失2019年4月3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91500227MA5ULDGR6B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华润置地开具给安徽酷尚英博贸易有限
公司的装修押金收据0003531（贰万元整）声明作废。
◆重庆友聚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5002411039106）壹枚，声明作废
◆重庆泓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
用章（编号：5001038029234）声明作废
◆遗失巫山县开岩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公章编号5002379806454声明作废
◆李军遗失恒大同景国际城M组团732号车位缴款收
据：收据编号N0354480、金额39000元，声明作废 。

◆渝中区深太牛火锅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61B7HN4Q，声明作废
◆尹起程遗失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员证，号码5001121991082884
73，档案编号：13452152，作业代码：A4-电梯安全管理，声明作废
◆遗失巫山县望景台休闲山庄公章编号5002379819384作废
◆遗失刘志鹏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500212499作废
◆遗失大足县渝虹五金厂公章一枚，
编号5002252300066声明作废
◆李军遗失恒大同景国际城M组团224号车位缴款
收据，收据编号N0359546，金额39000元，声明作废
◆重庆市江津区蔡家镇紫云幼儿园遗失餐饮服务许可
证，证号：渝餐证字（2015）500116-000180，声明作废
◆重庆兴久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5001087241208，声明作废
◆张文建遗失重庆市预约网约车道路运输证，车牌
号码渝AB036S，证号：500112017024，声明作废
◆重庆鼎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遗失房屋租赁协议编号0000134、
002311，房屋买卖居间服务合同编号0003032，0002911作废

◆遗失重庆臻勤置业顾问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MA60XF9J1D，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重庆市一舍酒店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5001038060053）壹枚，声明作废
◆重庆庆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编号：5001035046044），声明作废。
◆遗失忠县菜鸟副食经营部公章一
枚，编号：5002331008910，声明作废
◆遗失崔瑾警官证，编号：304568，声明作废
◆重庆庆普电子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九
龙广场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7325102，声明作废
◆遗失个体工商户钟毅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2MA6144124Y注册号500102621290762，声明作废
◆遗失渝北区关刀即时捞冒菜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副本，编号：JY2500112019062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渝中区协尔口扫诊所有限责任公
司公章1枚（编号：5001038035434）声明作废
◆重庆翔达拓展训练有限公司遗失工商银行重庆彭水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228851061325360，声明作废

采购公告
重庆西部公交11台长安睿行M90营运
车及少量长安微车维修配件采购项目
面向社会公开比选采购，接受电话报名
截止时间2021年9月30日下午15：00
时。报名时请带相关资质复印件。
联系人：彭老师 电话：65312384

重庆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江北区朗晴广场门
市部遗失合同15份，合同编号如下:GJ02191、
GJ02190、GJ02189、CJ005526、GN0045192、
CJ022095、CJ022088、CJ023397、GN049099、
GN049098、GN049096、GN049095、CJ020536、
GN042737、GN006145，声明作废。

转让通知
根据李林峰2021年9月10日与甘晓飞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李林峰已将债务人胡永华、荣容、胡
至合的债权全部依法转让给甘晓飞。李林峰已收到
协议约定的全部对价款。李林峰与甘晓飞联合公告
通知债务人胡永华、荣容、胡至合。债权受让人甘晓
飞取得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有权直接向你等实现
该债权及其从权利，你等应及时足额清偿，特此公告！

通知
万年村51号1-2房屋相关权利人：

2021年9月27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
府登报发布关于对渝中区医学教育科研基地
建设房屋征收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公
告。公告载明渝中区医学教育科研基地建设
房屋征收项目具体时间从2021年5月25日起
至2021年7月23日止。

万年村51号1-2房屋的权利人熊大庸，
已故。该房相关权利人未办理征收补偿手
续。请在2021年10月11日前到征收现场办
公室办理相关征收补偿手续。逾期，将由现已
明确的代表人文学义办理征收补偿手续，由此
产生的法律责任由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

联系地址：渝中区大坪正街91号附2号
联系电话：86589116

渝中区医学教育科研基地建设房屋征收办公室
2021年9月27日

重庆万盛煤化有限责任公司甲醇合成尾气制
3000Nm3/h高纯氢项目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现向公
众征求与重庆万盛煤化有限责任公司甲醇合成尾气制
3000Nm3/h高纯氢项目的环境影响有关意见：1、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链接：
http://ws.cq.gov.cn/bm/hbj/zwgk_70287/fdzdg
knr_70290/jdjc/202109/t20210923_9745331.html。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及提出意见方式和途径：详见第
1项网络链接页面介绍。3、公众提出意见起止时间：即
日起。（不少于5个工作日）。4、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
庆万盛煤化有限责任公司，郝老师，18983632907，
1714413244@qq.com。环评单位：重庆化工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张工，18782321108，584846574@qq.com

减资公告：重庆恩煌商贸有限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
码:91500104MA606N4Y75，经股东会决议，拟将
注册资本从300万元减至1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1年9月26日

减资公告：重庆秋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社会统一信
用代码:91500104MA5U3FWE9Q，经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本从300万元减至1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权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1年9月26日

本人肖旭为余松路345号商户，在重庆市渝北区
龙山路355号当代城物管缴纳装修保证金2000
元，票号00085893；水电保证金2000元，票号：
00085898；除渣费1000元，票号：00085897；
由于以前押金收据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潼南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车辆
管理所遗失重庆市政府非税一般缴款
书收据 9 份，其编号为 (2015)NO:
005391111、005393331、005394905、
005395565、005396081、005395920、
005397514、005399965、005401441。
声明作废。

公 告
蔡鸿宇、吴庆琛、唐娅、刘云碧和徐万国、何英
花、卓红茂、汪美俊、石荣、王真贵、周小洁和唐
启焯、刁良洪、周俊和刁良洪、杨红文、黄震：

2019年3月18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
府依法作出《关于实施江津区四面山镇“边贸
小镇”片区房屋征收决定》并发布《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公告》（江津府布〔2019〕16号）。你
们位于江津区四面山边贸小镇的房屋在征收
范围内，涉及你们被征收房屋的签约期限为
2021年9月9日至10月9日。江津区土地房
屋征收中心分别于2021年9月8日和2021年
9月22日通过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的方式向
你们送达有关签订补偿协议的通知，但你们拒
不见面或拒绝签收，不配合征收补偿相关工
作。为切实保障你们的合法权益，现江津区土
地房屋征收中心以公告方式再次通知你们，请
你们于9月30日前来江津区土地房屋征收中
心协商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事宜。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大西门转盘老房交大楼708室
联 系 人：杜先生、吕女士 联系电话：023-47292665
重庆市江津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2021年9月27日

通 知
姓名：宋勇 身份证号码：51021519770123****
你于2021年09月16日至18日，9月22日至23日，
每天离岗达5小时，9月20日、9月21日、9月24日未
到岗上班，也未办理任何相关手续，已严重违反本公
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和劳动合同的约定，现通知你在见
报之日起两日内（节假日顺延）到公司办理相关手
续。逾期未到本公司，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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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北碚区分公司
二O二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重庆斯达尔赛福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拟于
2021年10月12日上午9点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坪
街道开发路29号18-3召开股东会议，决定通过清
算报告并注销本企业，请全体股东按时参加股东
会。会议联系人及电话号码：江洋 13691945807

拍卖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根据《拍卖法》相关

规定，对以下标的按现状公开拍卖。
一、拍卖时间、地点：2021年10月11

日10时30分，江北区观音桥九街万汇中
心九屋未来酒店木星厅。

二、拍卖标的：报废车辆一批，共计
184辆，整体拍卖，拍卖保留价4.019万元。

三、特别说明：标的系事故车及无主
拾捡车辆，标的破损、残缺情况严重，且
由于露天存放时间期较长，基本已无法
正常使用。

四、车辆展示：2021年 9月 28 日至
30 日，九龙坡区公安分局西三村停车场。

五、竞买手续：竞买人于10月9日12
时前交纳1万元的竞买保证金至指定帐
户，持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联系电话：13527560163 15736025107

重庆汇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9月27日

遗失声明：钟心渝遗失重庆红星美凯龙世博
家居生活广场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度开具
的大自然地板商品质量保证金收据壹张，编
号为8006450，金额叁万元整，声明作废。

关于公司合并的公告
根据亿联(重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55MA61C5X164)与
梁平县亿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2289595158105L)企业吸收合并协议，
亿联(重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梁
平县亿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前亿联(重
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000.00元(伍佰万元整)，梁平县亿梁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为2000000.00元(贰佰万元整)，吸收合并
后，梁平县亿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解散注销，亿联
(重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存续，注册资本不变(伍佰
万元)，梁平县亿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
由亿联(重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承继。为了保护合
并各方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合并各方公司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原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亿联(重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梁平县亿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7日

减资公告：重庆市渝渠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530512643XL)经决定将公
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少为100万元。根
据《公司法》规定，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
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2021年9月2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渝北区回兴富宏幼儿园（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12050386749T）拟将
注销，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45日
内到本单位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利用水泥窑资源化处置厨余
垃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重庆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利用水泥窑资源化处置厨余垃
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相关信息已在网站http://www.conch.
cn/gsxw89279353490483530000/info.aspx?
itemid=368863上发布，如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
息，请登录该网站查询。建设单位：重庆海螺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陈先生，18623241578。环评单位：
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赵工，
18580685009。 重庆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引江补汉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第4号令）等相关要求，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应进行公示。本次
公示内容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
（1）电子版获取：公众可到以下网址自行

下 载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MtLd3FnivpINyUq_z2TJMQ提取码：a9b8

（2）纸质版获取：可以致电建设单位或环
评单位。
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号
联系人：韩东方 联系电话：17637175966
邮箱：77250513@qq.com
环评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琴台大道515号
联系人：刘扬扬
电话：027-84872714（传真）；13720193562
邮箱：312399245@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为引江补汉工

程评价范围内涉及的个人、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同时，鼓励评价
范围外的个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
位以及其他组织发表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
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下载公众意见表完整填写后以邮

寄、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交予建设单位或环评
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4号），从即日起，本次公示期为十
个工作日。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
2021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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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
热线

13018333716 15023163856
023-65909440

微信
同号

秦 婷00001850010080002021002658、韩连信00001850010080002020010959、刘洁梅00001850010080002020017917、
彭正贤02000150000080002013175167、孔双红00001850000000002019237244、廖霜倩00001850010080002020015585、
卢 军00001850010080002020018733、胡家祥00001850010080002021006670、彭 真02000150010980020170602403、
敖 莉00001850010080002021002213、石幸福02000150010980020190301221、卢玉均00001850000000002019227716、
杨永艳00001850010080002020019505、许 娅00001850010080002020019669、罗秋华00001850010080002021003984、
黄述静00001850000000002019241878、邓 利00001850010080002021000605、喻友凤00001850010080002021005685、
商 泉00001850010080002021001489、张晓庆00001850010080002021005812、王亚莉00001850010080002021004993、
皮洪霞00001850010080002021005974、周孝东00001850010080002021001528、陈 玲00001850010080002020014945、
唐 伟00001850010080002021004065、易 娟00001850010080002020010477、陈倩倩00001850010080002021005597、
王菲菲00001850000000002019090104、吴应华00001850010080002020021045、杜文宏00001850010080002021004090、
刘亚敏00001850010080002020019861、刘晓燕00001850010080002021004073、徐有智00001850010080002020014769、
陈 红02000150000080002015122549、卢志贵00001850010080002021005548、赵 倩00001850010080002021002939、
洪双莉00001850010080002021008487、刘 利00001850010080002021002133、曾靖雯00001850010080002021001472、
贺 玲00001850010080002021006006、邹真福00001850010080002021004678、罗 成00001850010080002021005693、
陈 彬00001850010080002021005572、华 玲00001850010080002021000306、韦 奴00001850010080002021006292、
李 鉴02000150010980020180300959、王小红00001850010080002021000267、陈 怡00001850010080002021000728、
张涛英00001850010080002021005644、代 燕02000150010980020170301653、陈 瑜00001850000000002019224481、
杨桂芳00001850010080002020009762、陈 静02000150010980020181201421、但佳瑶00001850010080002021001585、
陶佳媛00001850010080002021000291、万川铭02000150010980020181201392、申业文02000150010980020170200699、
杨雪飞02000150000080002013178606、陈 成02000150010980020180603103、向 雄00001850010080002021008052、
张 章00001850010080002020021560、杨 芹02000150010980020190302169、杨凤兰00001850010080002021000074、
邓 旺00001850010080002021003224、邓 莹00001850010080002021006887、余春莉00001850010080002020016256、
曹一凡00001850010080002021002883、陈 鹏00001850010080002021005433、刘成艳00001850010080002019002232、
胡小开00001850010080002021004320、阳 陶00001850010080002020021029、赵永红00001850010080002020005526、
唐小玲00001850010080002020015729、陈代国00001850010080002021000672、杨 波00001850010080002021007620、

遗失以下平安保险从业人员执业证，声明作废：
兰英伦02000150010980020190301762、钟加平00001850010080002021002078、王金连00001850010080002020010217、
张发春00001850000000002019232213、王 丽00001850010080002020014605、郑胜望00001850010080002021001464、
邱颖红00001850010080002021004338、苏明香00001850010080002021009359、曾兰茜00001850010080002021006063、
易 雪 00001850010080002021006846、彭彦 00001850010080002021003878、刘 越 00001850010080002020009424、
陶 虹02000150010980020171001254、杨 渝00001850000000002019065511、江礼冬02000150000080002013182129、
姚建华00001850010080002021006039、王青青00001850010080002020018379、陈 娇00001850010080002021000259、
陈 豪00001850010080002021006991、王志兴00001850010080002020015198、黄 婷00001850010080002020018821、
杜小维00001850010080002021006313、夏圣杰02000150010980020180901819、张名玲00001850000000002019164637、
任理利00001850010080002020000683、游红梅00001850010080002020016027、曾 言00001850010080002020021107、
周 攀00001850010080002021000218、龙 庆00001850010080002021000568、杨思芳00001850010080002021001430、
贾成富00001850010080002021006209、汪于杰00001850010080002021007156、苏 醒00001850000000002019165130、
成玉兰00001850010080002019002600、李兴建00001850010080002020011130、吴显全00001850010080002020011365、
龙 丹00001850010080002020021535、李 丹00001850010080002021007285、黄 承00001850010080002021006071、
王 俊00001850010080002021007695、李德明02000150010980020171100449、张 岚00001850010080002020020583、
伍 婷00001850010080002021003152、崔 彦00001850010080002020021406、胡金花00001850010080002020020495、
王梦婷00001850010080002021000873、王 奇00001850010080002021004928、张丽君00001850010080002021008751、
苏小丽00001850010080002020002505、刘 婧00001850010080002020015155、罗小娜02000150000080002015120442、
李爱菊00001850010080002020001619、田永莉00001850010080002020009906、谭洪江00001850010080002020009826、
胡建芬00001850010080002020019214、邓 梅00001850010080002020020542、杨志方00001850010080002021000793、
杨 柳00001850010080002021002640、廖元江00001850010080002021000752、曾艳兰02000150000080002014157995、
江雪刚00001850010080002020012884、姚清喜00001850010080002019001553、钟棚林00001850010080002020004662、
秦碧静00001850010080002020020575、荣叶亮02000150010980020160401481、张 丽00001850000000002019228661、
唐天菊00001850010080002019003129、吴 鲁00001850010080002020003991、曾凡辉00001850010080002020017554、
陈 月00001850010080002020018170、童贝贝02000150000080002014194845、王 波00001850010080002020005575、
向兴梅00001850010080002021007009、罗 瑶00001850010080002021007050、何 莉00001850010080002020009473、

遗失以下平安保险从业人员执业证，声明作废：
孙玉婷02000150010980020180603259、陈明鸿00001850010080002021002795、苏保香00001850010080002021005126、
何 江02000150010980020190101247、唐翎杰00001850010080002020016060、杨 玲00001850010080002020020964、
董 燚00001850010080002021002449、杨丽丽02000150010980020180401122、朱 利00001850000000002019238956、
王 勇00001850010080002020016826、夏先敏00001850010080002020020366、谭 程00001850000000002019033400、
刘前红00001850010080002021000865、阳 微00001850010080002021006436、阳 盼00001850010080002021006524、
杨军伟00001850010080002020015034、刘 颖00001850010080002020010707、冉龙凤00001850010080002021008884、
郑媛媛00001850010080002021002875、钟金国00001850010080002021002529、张 香00001850010080002021004792、
安建红00001850010080002020015501、舒腊梅00001850010080002021003169、王学平00001850010080002020015067、
周建梅02000150010980020170401040、汪丽霞00001850010080002020020825、罗 诚00001850010080002021006879、
夏晓芹02000150010980020160801355、陈昌涛00001850010080002021001075、张小宁00001850010080002021003030、
李 涛02000150010980020180700489、欧阳玉琴00001850010080002019001699、谭小燕00001850000000002019138993、
刘 婷00001850010080002019002618、丁祥琳00001850010080002020011172、夏冬秀00001850010080002020011531、
王 兴00001850010080002021007806、龙思伟00001850000000002019150533、张园媛00001850010080002020011404、
张 立00001850010080002020016666、姬小桥00001850010080002020016922、张小林00001850010080002020008624、
黄祖蕊00001850010080002020019572、谭 燕00001850010080002021006102、唐云梅00001850010080002020006029、
张 春00001850010080002020014267、陶 丽00001850010080002021006493、祖小利00001850010080002019002144、
陈茂林00001850010080002019004441、郑 果00001850010080002020008616、彭 优00001850010080002020016883、
余 均00001850010080002020017546、肖正银00001850010080002021005907、冯思谕00001850010080002019004095、
肖 颗00001850010080002020016019、黄开英00001850010080002021005206、陈 浩00001850010080002020008737、
秦 爽00001850010080002020021088、张贵元00001850010080002021002035、姜 勇00001850010080002020009230、
熊晓琳00001850000000002019159676、王自英02000150000080002015221809、王 维00001850010080002021003886、
李政佑00001850010080002021007105、吴春艳02000150000080002015257082、杨金山00001850010080002021004129、
吴弟银00001850010080002020000048、曹国建00001850010080002021003851、李 敬02000150010980020170200272、
邓雪梅02000150010980020171000948、陈 静00001850000000002019224150、李晓龙00001850010080002020014314、

遗失以下平安保险从业人员执业证，声明作废：

苏鸿梅00001850010080002021001317、何德强00001850010080002021004137、姚太萍02000150010980020170100751、
曹明莉00001850010080002021006284、吴 华00001850010080002021008331、熊 伟00001850000000002019224117、
欧义红00001850010080002021001796、姚翠华00001850010080002021003798、田 丹00001850010080002021003072、
陈 娟02000150010980020180301365、王 婷00001850010080002021004231、李宏伟00001850010080002021004539、
徐小云00001850010080002021004969、封传容02000150010980020160801242、冉艳维00001850010080002020016703、
王强 00001850010080002020005930、杨正琼 02000150010980020190200582、胥维财 00001850010080002020017072、
张 玲00001850010080002020015938、陈文川00001850010080002020020340、顾地红00001850000000002019232086、
黄 建00001850010080002020007996、黄 静00001850010080002020011357、杨 军00001850010080002021002086、
秦国秀00001850010080002021002221、苟甫昌00001850010080002021004112、侯双芳02000150010980020180302534、
张文彬00001850010080002021001807、颜 敏00001850010080002021005175、龚 会00001850010080002020021676、
赵中华00001850010080002019004940、刘登高00001850010080002020006713、匡昆容00001850010080002021001286、
王凤旋02000150010980020180300452、张培敏00001850000000002019224125、蒋文英00001850010080002020000345、
赵 登00001850010080002020016230、谌清玉02000150010980020180602455、肖 中00001850000000002019000131、
朱佳欣00001850010080002021006127、辜夕宇00001850010080002021007898、张 东02000150010980020180601606、
黄嘉兴00001850010080002021010545、李 玲00001850000000002019215139、陈 强00001850010080002020015593、
刘 欢00001850010080002020016998、刘洁钰02000150000080002013183394、孙秀娟02000150010980020190400307、
田凤娟00001850010080002020004445、陶 然00001850010080002020016213

遗失以下平安保险从业人员执业证，声明作废：

重庆博通兽药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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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博通兽药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7935297712）。2021年9月27日

结清工程款登报声明
由重庆锦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重

庆华星奔驰4S店建筑工程已于2017年7月
30日完工，相关农民工工资、材料款、机械设
备租赁费等一切对外债务均已结清。若涉及
本项目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对此有异
议，自本报公告登报之日起7日内及时提出，
逾期未提，后果自负。电话：023-67119823

重庆锦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寻亲公告
2021年7月6日凌晨5时左右，黄建夫妇在重
庆市垫江县车站前方5百米处，绿化带捡拾一
名男婴，随身带一张纸
条，上面写有7月5日晚
上 10点出生，望好心人
收留，黄建夫妇领养回家
抚养至今，取名黄逸宸，
此寻亲广告3月内有效。
联系人，黄建，联系电话
15923653185

重庆豪能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车牌
渝D67563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10126796
声明作废；渝 D46592 道路运输证，证号
500110126782声明作废；渝D72509道路运
输证，证号500110122213声明作废

遗失杨 琼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1400002019000896作废
遗失朱成态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341064作废
遗失杨玉华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1400002021000922作废
遗失田 由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247589作废

重庆市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遗失工
商银行重庆上清寺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J6530012162203，账 号
3100021709008928417）声明作废

公 告
“香国湖畔（大成居）”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

“香国湖畔（大成居）”项目位于大足区棠香街道红星社区3组，由重庆中松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由于原方案社区用房只有一个出入口，为了满足新
版防火规范要求，现重庆中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我局提出申请对“香国湖畔
（大成居）”2#楼二层社区用房布局进行调整。现拟将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
间为2021年9月28日至2021年10月4日，公示地点为“香国湖畔（大成居）”项目
售房部、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www.dazu.gov.cn/
qzfbm/qghzrzyj/）, 请该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相互转告。

若各位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无重大异议，公示结束后我局将依
法按程序对该调整办理相关规划手续。特此通告

联系人：何老师 联系电话：43394705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9月27日

遗失声明
重庆市阅唯朗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遗失
2021.1.5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91500112MA600UHE27，声明作废。
重庆市阅唯朗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编号：5001127139356）、财务专用章
（编号：5001127139357），声明作废。
重庆市阅唯朗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遗失
建设银行重庆渝北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30085165101，声明作废。

重庆市阅唯朗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021.6.1

遗失云阳县云阳镇水库村经济联合社农业银行云阳分
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76002020301声明作废
遗失云阳县云阳镇光华村经济联合社农业银行云阳分
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760020200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丝炫星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05MA606ERY97、公 章 编 号
5001057114382、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057114383作废

陈敏尔唐良智与党史学习教育
中央第八指导组组长葛红林一行座谈

街道和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和城市
治理的基本单元，但长期以来，街道和社区
的服务设施建设存在布局分散、配套不齐
全、使用不方便等突出问题。

近日，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重庆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联合发布《城市街道和社
区综合服务中心规划导则》，对街道中心和
社区家园的分级分类、服务范围、选址布局、
规划设计标准、建设和管理进行了明确。

为从源头上补齐民生短板，提高城市
公共服务品质和效率，重庆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还制定了《重庆市中心城区推进街
道中心和社区家园实施的规划要求》（下称

《规划要求》）。
街道中心和社区家园应当如何规划打

造，市民将享受到哪些便利？9月26日，市
规划自然资源局对此进行了解读。

社区生活圈
统筹考虑居民生活习惯等

日常公共服务不出街道，基本生活服
务不出社区。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街道中心和社区家园是以城市街道和社区
为服务范围，统筹布局街道和社区级管理、
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公益性
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便民商业、市政配套基
础设施、公共活动空间、交通设施和其他社
区服务设施的“小微中心”。

《规划要求》提出，立足社区生活圈理
念，规划街道中心和社区家园的服务范围
应与街道和社区治理范围相协同，与设施
服务能力、服务人口规模、服务半径相匹

配，结合行政辖区界线、自然地形、规划道
路、隶属沿革、居民日常生活习惯等进行统
筹考虑。

比如，街道中心规划服务人口规模10
万人左右，适宜的服务半径为1000米左
右，步行时间约20分钟；而社区家园规划
服务人口规模1.2万人左右，适宜的服务半
径为350米左右，步行时间约10分钟。

1:1规划布局
中心城区将新建392个社区家园

《规划要求》中明确，街道中心和社区
家园的规划布局，应选址在人流集散点或
服务人口重心附近，结合现状街道和社区
级其他服务设施相对集中布局，方便居民
就近使用。

原则上每个街道建设1个街道中心、

每个社区建设1个社区家园；规划有组团
中心的街道，街道中心应结合组团中心进
行布局；规划有街道中心的社区，其社区家
园应与街道中心组合设置，避免功能重复。

同时，鼓励街道中心和社区家园与交
通、教育、游憩、商业等设施相邻布局，统筹
考虑公共空间、地下空间利用，加强各类设
施的步行关联度和使用便捷度,就近满足
居民的工作、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医疗、
体育、休闲等需求。

按照上述原则，目前，我市已在中心城
区新选址街道中心52个；新选址社区家园
392个。

生活更便捷
配置7项便民设施

街道中心和社区家园有哪些规划标
准？

上述负责人介绍，每个街道中心集中
配置的设施包括街道公共服务中心、街道
办事处、派出所、卫生服务中心、老年服务
中心、街道文化中心、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等
7项设施，占地面积应不少于1.5公顷，建筑
面积不小于15000平方米，还应配置不小
于4500平方米的室外健身广场。

其中，还对各项功能适宜的建筑面积
作了说明，如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不少于
2000平方米。

而每个社区家园集中布局的设施包括
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警务室、
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社区文化活动室、多功能运动场、菜店
（平价超市）等7项设施。建筑面积不少于

3000平方米，还应在室外配置用地面积不
少于1000平方米的多功能运动场和不少
于500平方米的老年人活动场地。

此外，鼓励在街道中心、社区家园内部
增加青少年培训、亲子教育、幼儿托管、四
点半课堂、图书阅览、博物展览、体育运动、
户外游乐等特色功能和服务；进行无障碍
设计；合理组织交通、停车等需求等便民
化、人性化的设计。

新闻多一点
已建成区域这样布局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既有城市街道和
社区，可以结合街道级和社区级公共服务
设施的实际分布和服务能力，逐步优化调
整公共设施的服务范围。

如已建成区域应以现状街道或社区为
单元，开展危旧房、棚户区、低效产业用地
以及老旧小区、老旧产业功能区、传统商
圈、特定历史文化区等重点区域和对象的
城市更新，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
制定社区规划或更新规划，通过新建、改
造、购买、项目配套和整合共享等形式，引
导街道和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相对集中布
局，形成街道中心和社区家园。

同时，挖潜老城区存量土地资源，优先
利用存量用地建设“一站式”街道中心和社
区家园，特别是优先利用条件较好的旧工
业厂房。空间资源紧张的区域鼓励通过空
间共享、分时段开放等方式补足各类设施
需求，探索多途径开发建设街道中心和社
区家园的规划模式。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倩

社区生活圈来了！重庆中心城区将建392个社区家园

居民身边的社区体育文化公园。
资料图

据重庆日报消息 9月26日，市委书
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与党史
学习教育中央第八指导组组长葛红林一行
举行座谈。

中央第八指导组副组长汪武，市委副
书记吴存荣，市领导张鸣、李明清参加。

陈敏尔、唐良智欢迎葛红林一行来渝
指导工作，并介绍了我市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有关情况。陈敏尔说，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是党中央立足百年历史新起点作出的
重大决策，对于深化思想理论武装，加强
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汇聚奋进新时代、开
启新征程的强大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重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坚持
用功学、用情讲、用心看、用力做，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不断向广度拓展、向深度推
进。坚持把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
核心内容，采取多种形式原原本本学、融
会贯通学、持久深入学，努力做到学懂弄
通做实。紧密结合重庆实际，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着力解决
老旧小区改造、城市交通拥堵、养老服
务、学前教育等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让人民群众得实惠、党员干部受教
育。此次中央指导组来渝是对我市党史
学习教育的全面检阅和精准指导。我们
将在中央指导组的指导帮助下，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化“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学习贯彻，聚力办好民生实事，传
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好地做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把
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
造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

葛红林对重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取得
的显著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说，重庆不
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政治站位高，

头雁效应强，学得扎实、讲得精彩、看得深
入、做得见效，形成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
当前，党史学习教育进入关键阶段，要进一
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聚焦重点任务继续努力、持续发力，
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指导组将认真贯
彻党中央部署要求，紧紧依靠重庆市委开
展工作，强化分类指导，在精准、具体、有效
上下功夫，高标准高质量指导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

中央第八指导组成员，市有关部门负
责人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