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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铭府交房公告
尊敬的麓铭府业主:您好！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
您所购的房屋已达交房条件，为让您顺利接房，我司在
2021 年 4月 30日集中交付麓铭府花涧集 9幢、10幢，请
您按交房公告及物业通知的接房时间，携资料到项目交
房现场办理接房手续，相关事宜请致电023-86539333接
房需携带：1、《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2、业主本人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如身份证、户口簿、军官证等）3、如委托接
房请携带公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重庆金碧雅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21年4月30日

公告
重庆南岸学大教育培训学校已由

非营利性转为营利性企业，并更名为重
庆市南岸区学大课程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企业不再以“重庆南岸学大教育培
训学校”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且原“重
庆南岸学大教育培训学校”的债权债务
一律由“重庆市南岸区学大课程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承担。特此公告！

重庆南岸学大教育培训学校
2021年4月30日

本人邱路露不慎将重庆嘉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 司 收 费 收 据 丢 失 ，收 据 号 SK0000140730，
SK0000140731，SK0000140657，SK0000140656，
SK0000002027，合计金额12300元，开票日期两张
2018年12月24日，三张2018年12月21日，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经重庆楚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000MA6104J35M）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
资本由 500万元减少至 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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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

注销公告：经深圳市盘古运营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YTQMN46
股东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
规定在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放弃继承声明
本人刘丽霞，女，1944年9月4日出生、身份证号
码510211194409043128，住重庆市渝北区松石
支路108号1幢1单元3-4。本人系马庸持(身份
证号510211197010313118)母亲，马庸持因故于
2016 年 6 月 8 日死亡，本人决定放弃对马庸
持所有遗产及可得利益的继承权，特此声明!

声明人:刘丽霞 2021年4月29日

放弃继承声明
本人马舜如，男，1941年11月23日出生，身份证
号码510211194111233113，住重庆市渝北区松
石支路108号1幢1单元3-4。本人系马庸持(身
份证号510211197010313118)父亲，马庸持因故
于2016 年6月8日死亡，本人决定放弃对马庸
持所有遗产及可得利益的继承权，特此声明!

声明人：马舜如 2021年4月29日

● 遗 失 重 庆 赐 未 教 育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5001141152878，财务章一枚编号:5001141152879，声明作废

声明
现我司“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

公司四面山生产营业用房综合楼.附属内装修工
程设计.施工项目”已完成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并
已办完竣工结算。以上项目所有农民工工资、工
程人员工资、所有的材料款、设备租赁费用等已
全部支付完毕。若与上述项目有关联的债权债
务、工资、材料款、租金等未结清的单位或个人，
请于10天内与我司联系办理。按相关规定，逾期
未前来办理者后果自负，我司将不承担任何责
任。联系人：唐先生 电话：023-63323006，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北区路26号富城大厦A座15楼。

重庆中爱利东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04月29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君道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6339621412L)股东会决定,现将原
注册资本由1206万元减少至100万元。根据《公
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
内来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21年4月30日

催款通知书
张必勇、袁铭连、何泽平、游钦正、龙方伟、廖志强、尹文俊、余朝梅、
蔡运红、张玉兵、徐林均、涂天兰、胡国平、曹永香、吴翼洁、秦治文、
张必建、戴富彬、陈领刚、王传伟、邱高碧、罗仁灿、况文莲、任显玉、
邱明才、杨伟、余泽永、刘奇、罗顺洪、钟积刚、李小娟、廖云、廖利
平、辛晓波、周玉东、袁房基、吴志平、席亚平、唐家莲、付启永、唐有
芝、易善均、何世亮、刘朝甫、雷跃祥、杨秀美、刘晓东、胡盛全、刘
波、彭朝芳、江东琼：您们在我公司承包经营的出租车，现拖欠我公
司 2017 年至今的承包费、GPS使用服务费、保险费。经我公司多次通
知仍未缴纳，现我公司登报通知，请您们于本通知登报之日起十日内到我
公司缴清所欠缴的承包费、GPS使用服务费、保险费及相应滞纳金、
违约金（按照合同约定缴纳）。重庆市永川区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催款通知书
向丰伟、毛明海、梁飞、李小娟、严清国、万兆华、阮祥滨、陈
显乾、陈阳柱、邓兴斌、张建、周永康、徐厚碧、李亮、高泽
文、杜雪刚、袁铭莲、邓世华、罗远芳、樊宗国、何永昌、李小
林、宋昌明、李超、毛永红、陈远良、张世兴、钟运琴、李英、
盛诗祥、王卫东、王永福、龚思群、罗应芝、代海涛 ：您们在
我公司承包经营的出租车，现拖欠我公司 2017 年至今的
承包费、GPS使用服务费、保险费。经我公司多次通知仍
未缴纳，现我公司登报通知，请您们于本通知登报之日起
十日内到我公司缴清所欠缴的承包费、GPS 使用
服务费、保险费及相应滞纳金、违约金（按照合同
约定缴纳）。重庆市永川区路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重庆市客运索道有限公司长江索道广告位招租项目
重庆市客运索道有限公司长江索道广告位招租项目已具备比选条件，现
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比选。现邀请潜在竞标人报名参加比选，想了解比选
公告详细情况，请登录重庆客运索道公司官网（www.cqsuodao.com）、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联系人：张老师，电话：15025423205。2021年4月30日

●蒋辛遗失四川省金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开具的保
证金收据，收据编号0003173 金额2000元整（贰千元整）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遗失重庆穗捷物流有限公司车牌号：渝 A3609 挂
车辆识别代码 LJT92VRJ8B0010548 道路运输证，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市万盛区万兴建筑材料有限公司（5001106
22063318）发票专用章壹枚，编号：622063318，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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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原乡，品味铜
梁！2021重庆铜梁原
乡文化旅游周在铜梁
荷和原乡正式启幕。
作为本次铜梁原乡旅
游文化周的重头戏之
一，本次安居古城将让
你好玩，让你好吃，让
你好看。除乐队、龙
舞、汉服美女之外，还
有更多耍事，比如风筝
节、房车露营等，带你
领略多元文化的魅力，
与岁月静好的千年古
城安居碰撞出火花。

青山绿水铜梁 本组图片由铜梁宣传部提供

市商务委举办第三届双品网购节暨 2021 重庆“重庆 618 电商节”活动，联动有关区县、
企业举办汽车、家电惠民促销等活动；

市经信委围绕消费品产业举行“创客中国·消费品专题赛”等活动；

市文旅委围绕文博文创、传统文化举行第六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活动；

市农业农村委围绕“春夏踏青、休闲美好生活”举办渝悦赏新季直播带货活动；

市体育局围绕旅游休闲举行“巴山蜀水·运动川渝”体育旅游休闲消费季(春夏季)活动；

泰国驻成都领事馆商务处联动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举办“泰国水果节”活动；

西部消费扶贫中心按照“单单有惊喜、天天有实惠、月月有节庆，周周有活动”思路，每周举
办集帮扶产品展销、民俗文化展演、地域特色展示于一体的消费扶贫主体周系列活动精品节会；

渝中区将举办国潮咖啡文化节和成渝双城经济“川渝火锅融合发展”高峰论坛；

江北区联动重庆旅投集团、中青旅遨游太一(中国旅游链)、长安汽车、永辉超市、重百
新世纪、重庆团购网等企业发起举办重庆积分消费购物节；

沙坪坝区将举办“我们乐在一起”系列消费促进活动；

九龙坡区将举办汽车展销、直播等活动；

南岸区将举行“蓝岸花”庆五一活动，统一发放300万数字消费促销券；

渝北区将举行首届“双十万”新农人直播带货大赛暨御临风物品牌发布活动；

梁平区将举行首届长江三峡(梁平)耕春节；

江津区将举办第七届中国(江津)富硒美食节。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侯佳

5至6月，2021全国消费促进月暨
“爱尚重庆”渝悦赏新季主题消费促进活
动全面开启。记者昨天从重庆市商务委
获悉，“爱尚重庆”渝悦赏新季将结合“巴
渝新消费”八大行动，聚焦消费新业态、
新模式、新场景 ，推出“ 重 庆造新
101”——全民票选“新地标、新场景、新
品牌”活动，从101个有打卡特色且符合
新消费理念的“地标、场景、品牌”中优选
30个“重庆新地标、新场景、新品牌”。
同时，联动重点地区、重点企业，在全市
开展汽车下乡和汽车更新换代、家电以

旧换新、生活服务提质扩容等特色活
动。开展线上焕新促销活动，以大优惠、
大促销，让全市市民和广大游客“爱尚重
庆”“渝悦消费”，享受美好生活。

此外，以“爱尚重庆”渝悦赏新季
为主线，开展 100场重点消费促进活
动和1000余场系列特色配套活动，共
同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1000余场特
色配套活动将串联线上线下消费节
点，结合热门消费场景、品类爆款等特
色，通过数字化、信息化新技术应用推
广，迭代推出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
场景、新体验。

““爱尚重庆爱尚重庆””渝悦赏新季全面开启渝悦赏新季全面开启
五一起1000余场特色活动邀你参加

“爱尚重庆”渝悦赏新季活动一览（部分）

民俗活动带你领略古镇文化底蕴

5 月 1日至 5月 4日，安居古城将推出《翰林省亲》
《蚌姑戏沙弥》《水云龙》《刘雪庵音乐情景剧》等脍炙人
口的民俗节目展演带你领略铜梁安居的深厚文化底蕴。

《乡愁安居》驻场文艺汇演中，湖广会馆古舞台是安居
古城的热门景点之一，活动期间《请到安居古城来》《一起去
安居》《花开盛世》（舞蹈）《变脸》《人间好》《王婆骂鸡》（川
剧）《魔术》等众多精彩文艺节目将在这里轮番上演。

在木构的屋檐下，在斑驳的老圆桌边，放着花瓷茶
碗，姿态轻松的人们，坐在厚重的长凳上，被苍古的巨大
匾额环绕。看台前的演员顾眸流盼、唱念做打，仿佛穿
越千年。

风筝节与家人放飞亲手DIY的风筝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抓住春日的尾巴，相约安居，
一起趁着东风放纸鸢，定格安居的春日美景！

在长假的5月1日~4日期间，在安居国家湿地公园
以青山绿水、草长莺飞的自然之态为背景，感受到“纸鸢
与孤婺齐飞，春江共长天一色”之美。在现场，你可以看
到长达数十米的特技风筝表演和数十只动漫形象风筝放
飞。当然，也可以亲自动手，与家人朋友一起放飞亲手
DIY的风筝。同时，还有20名汉服美女亲临现场活力助
阵。同时，美食区、互动打卡区、腾旅景区互动等也会同
步开启。

“唱”玩夜，品古城新潮玩法

本次文化旅游节的重头节目，音乐嘉年华、萤火虫后
备厢及非遗集市改装车展示、潮玩、美食等众多新潮玩
法汇集安居，等你来打卡。

5月1日~4日：以“原乡·放肆嗨”、“原乡·享音悦”、
“原乡·燥起来”、“原乡·释青春”为主题的音乐嘉年华正
式开启。独立乐队、对角巷乐队、王璟&孵化乐队、银冕
乐队、刘俊良、罗永川等乐队和音乐人，将带来精彩表
演。还有大型灯光秀、龙舞表演、整点抽奖等穿插其中，
为你带来震撼惊喜的“唱”玩夜！

第一天的“原乡·纵情嗨”演唱部分将由2013年成立
并通过《夏·唱游·日记》《私奔丽江》两张专辑收获了无
数粉丝的“夏天播放”乐队领衔。还有本土知名乐队“李
波与重庆孩子”带来极富山城风情的演绎。在乐迷心目
中享有盛誉的乐队会依次登台，陪伴山城粉丝度过一个
难忘的夜晚。其中包括2013年成立的对角巷乐队，他们
一直以来以做独立摇滚、颇具英伦风情而闻名于圈内。

5月3日领衔的则是有着经典代表作《重庆的味道》
的璨乐团，摇滚大咖脉星冲、百变小魔女龙灵吒也都在
现场开唱的嘉宾之列。率先开唱的是本土知名原创音乐
人、歌手胡海舰，当晚献唱的还有音乐唱作人张蒙以及
火爆全网的阿冗。

玩房车搭帐篷酷玩时尚等你来

5月 1日至4日期间，每日9:30-17:30主办方与非
常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联合打造的“艺术联成
渝，文创聚铜梁”萤火虫夜景文创市集，都会准时开市，
各种新奇好玩、满含铜梁原乡风情的文创产品可以一次
选个够。

此外，在汽车改装潮玩派对上，可以与志同道合年轻
朋友一起，共同引爆酷玩的时尚潮流。

你也可以选择在黄家坝露营，利用露营基地现场布
置的房车、帐篷等，深度体验不一样的原乡风情及安居
古城。此外，活动还将全程通过直播间对外直播，将“原
乡音乐会”和夜游安居的魅力展现给更多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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