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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亲
无名氏，男，约40岁左右。于2021年5

月6日由沙区渝碚路派出所送
往精卫中心。该人神情恍惚，
无法说出自己的信息，疑是精
神病人。公安无法核实其身
份，现寻找知其身份者或亲人，
联 系 电 话 023- 65206976

沙坪坝救助管理站

减资公告：经重庆弘宇饲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1304850821H）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500
万元，即将注册资本由800万元减少到300万元。按《公司法》规定，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
人:冯仁富 电话13668433913 重庆弘宇饲料有限公司 2021.5.24

●重庆蜀隆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车牌号渝BL0383
道路运输营运证（编号50010401675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发行公司李文昌工作证编号YB240，作废
●遗失母亲朱艳菊，父亲周静之女周单在2011年 12月
22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432910声明作废。
●遗失母亲易晓玲、父亲薛强之女薛钦月在2014年11月
17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08684，声明作废。
● 遗 失 重 庆 永 捷 诚 果 品 有 限 公 司 印 章
备 案 回 执 50038120210513048 声 明 作 废
● 红瑞乐邦医药江津区长城路药房胡路平注册
证遗失，注册证编号为501219810076，声明作废。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于2021年4月8日作出（2021）渝05清

申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重庆起重
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对被申请人重庆联合起重机
厂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于2021年4月19日作出
（2021）渝05强清57号《决定书》，指定重庆华西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组成清算组。请债权人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向清算
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清算组地址：重庆市九
龙坡区杨家坪前进路38号西郊大厦17-6；联系
电话：13140207228；联系人：龚老师），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清算财产分配完毕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重庆联合起重机厂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1年7月13日下
午14时30分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前进路38
号西郊大厦8楼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当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特此公告！

2021年5月21日

遗失云阳县安宁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公
章一枚，编码 5002351011756 声明作废
遗失云阳县风芳家庭农场，公章
一枚，编码5002351026329声明作废
招标：万州区道路桥梁防撞设施安装工程进行公开
比价。请有意向的竞价单位于2021年 5月 24日
-5月26日到重庆瀚正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万州
区棉花地 19 号楼购买并领取比价文件及其他
相关附件)。联系人：陈小燕 电话:15178983740

重庆海外旅业（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万盛三元
桥门市部遗失旅游合同，国内:CJN0234751、
JNN0657271、 JNN0657272、 JNN0657275、
JNN0657278、 JNN0657279、 JNN0657280、
JNN0657281、 JNN0657282、 JNN0657283、
JNN0657277。单项:DX1001065，声明作废。
本人周斌（身份证号：500227199008
222418），遗失恒大绿岛新城 G 组团
1605的契税收据，编号：ldxcn0183740，
金额：24200.34 元。大修收据编号：
ldxcn0183741，金额：4555元。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市江津区霞友鸡养殖场公章5003815019974声明作废
●唐芳遗失重庆恒大香山华府房号3-1103 房屋交款收
据一张购房收据 N0139733 金额 95326 元，声明作废

2019年6月22日2时至5时许，致歉
人周德洪在重庆市江津区塘河镇塘
河窄口大桥河段附近水域实施了电
捕鱼行为，严重损害了渔业资源，破
坏了生态环境。特向社会公众道歉。

减资公告：经重庆宝泽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55936553273）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
本从5000万元减少到1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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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5月24日

● 重庆星鹿康复门诊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编号：5001038091640），声明作废
● 遗失 2019 年 9 月 22 日批准的唐鸿飞一级建造师证
通信与广电工程专业 证件号码500112198404278099作废

● 经营者许航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许可证编号：JY25001080228545，声明作废

“丽江是无数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
大气磅礴的万里长江第一湾。如今，我们
着力推进丽江旅游向文化创意、健康养
心、时尚运动、科普研学、会展经济、全域
旅游、智慧旅游等方面转型升级，努力把
丽江建成投资兴业的资源宝地，成为梦想
的放飞地”，丽江市投资促进局局长余东
华说。

5 月 21 日，正值西洽会如火如荼，
2021云南省丽江市（重庆）招商引资恳谈
会也在渝举行。丽江代表团一行7人由
丽江市投资促进局局长余东华带队，与太
极集团、重庆旅游集团、智飞生物等30家
知名重庆企业的代表会谈。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奔
向2035年远景目标的新起点，在此背景
下，今年3月，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旗下重
报都市传媒集团与丽江市人民政府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加快丽
江“四梁八柱”产业的需求及丽江市精
准招商和招大引强工作目标展开深度合
作。

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日报报业集
团都市报编委禄兴明从第三方委托代
理招商合作的角度，对丽江发展优势、
招商代理合作等方面作了介绍。他相
信，有重报都市传媒集团的牵线搭桥，

丽江和重庆的优秀企业肯定能喜结良
缘，配对发展。“亲亲亲携手更亲，强强
强联合更强。”

丽江市投资促进局局长余东华介绍
了丽江绚丽多彩的自然景观和独具特色
的多元文化，表达了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和
长江经济带的真诚愿望，并对文化旅游、
生物医药大健康、高原特色农业等产业进
行了重点推介。

丽江市将紧紧围绕全力打造世界

一流“三张牌”、推进“滇西一体化”、
“打造大滇西旅游环线”等战略部署，
丰富延伸三大产业的内涵外延，大力发
展泸沽湖摩梭小镇项目，茶马古道东线
景区建设项目，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
玉龙县中药材精深加工项目，金沙江特
色有机水果蔬菜基地建设项目，华坪县
白茶种植及深加工项目等等，希望借此
机会筑巢引凤，吸引重庆的企业家深耕
丽江。

在互动交流环节，太极集团有限公
司、重庆旅游投资集团、重庆三峰环境集
团、重庆重报电商物流、重庆广告产业园
等企业的代表纷纷就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文化旅游康养联动、生态保护环境治理、
特色农产品引进等方面提出极具建设性
和实操性的建议。

接下来，新女报时尚传媒集团还将组
织有投资意向的重庆企业赴丽江实地考
察。

5月 22日，2021年重庆高新区科技
活动周在大学城熙街广场正式启动。本
次科技周由主会场、分会场两部分构成，
活动将持续到5月28日。

记者在主会场看到，按照“校企成果
科普展+航天航空主题科普展+镇街科
普基地科普展”的形式布展，从生活化的
视角将各种创新成果在现场展示，让更
多参观者切身感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生
活变化和美好体验。

看产品：衣食住行的新体验

一走进主会场，一个名为“神思”无
创治疗仪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这是一款专门帮助人们降低上瘾程
度的“神器”，主要通过脑电信号实时引
导、刺激，实现对成瘾者个性化治疗。

“从临床效果来看，与传统的治疗方
法相比，成瘾程度显著下降。”重庆效隆
神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毅说。

据介绍，该款产品的开发团队来自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选择在重庆设立产学研
基地，接下来将投向多个精神卫生中心。

除此之外，由重庆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带来的“智能分类垃圾桶”，通过语音
来智能判断垃圾的种类，从而开启对应
种类的垃圾盖子。

比如，说出餐巾纸，就会对应打开可
回收垃圾桶的稿子；说出苹果核，就会对
应打开厨余垃圾桶的盖子。

“这是柠檬，还是小西瓜？”在重庆市
农业科学院展台，八种颜色、形态各异的
南瓜引来众人阵阵好奇。

这是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
发中心展出的最新成果。“相比普通的果
蔬，今天展示的更有观赏价值，市民既可
以在家种植，体验到观赏的乐趣，也都可
以食用。”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看布展：航天航空活动精彩纷呈

为了让公众在参与中开拓科学眼
界，在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在互动中感
受科技魅力，现场还带来了一批极具特
色、精彩纷呈的科技活动。

中国首枚民营火箭实物原型、天宫
二号和载人飞船对接模型、玉兔月球车
模型、火箭残骸以及无人机……

活动现场，这些航天航空展品的亮
相，让众多市民尤其是中小学生大饱眼
福，进一步了解丰富的航天知识，也为他
们开启了一场精彩纷呈且震撼心灵的“航
天之旅”，切身感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奇
妙体验。

据重庆市房地产开发协会消息，为
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促进房地产项目品
质提升，推动重庆房地产行业转型升级
发展，“第七届重庆房地产博览会（简称
重庆房博会）”将于 2021 年 6月 4日-6
日在重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房
博会将作为“2021首届川渝住房城乡建
设博览会”重庆分会场，助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赋能川渝社会经济发
展。

据悉，重庆房博会以“科技提升品
质·创新成就未来”为主题，坚持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倡导
房地产行业及产业链企业进一步树立品
牌意识。本届展会将全方位展示行业发
展成果，展示高品质房地产项目，鼓励更
多企业运用现代理念和最新技术提高住
宅建筑整体品质，提高建筑科技含量，推
动民生地产、科技地产和绿色地产发展，
推动房地产全产业链加强宣传、交流与
合作，促进房地产行业高质量发展。

本届房博会将设置品质项目展区、
智慧人居展区、建筑技术展区、创新服务
展区、城市区域展区共五大展区。集中
展示智慧小区、詹天佑奖、广厦奖、巴渝
杯等品牌企业的创新典范项目，重点展
示项目所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
品，以高品质项目展现行业发展成果和
发展方向。集中展示建筑科技材料、绿
色建筑技术和标准、装饰装修技术和产
品。造价咨询、智慧物业、企业运营、金
融服务等领域的品牌机构也将汇聚本届
展会。

重庆房博会是由重庆市房地产开发
协会发起并精心打造的行业综合性品牌
展会，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六届，是重庆
市房地产行业的高端会展平台，吸引了
大批品牌企业参展。第七届房博会依托
首届川渝住博会（分会场）的强大优势，
吸引了龙湖、融创、万科、华润、鲁能、保
利、华侨城、旭辉、华宇、渝开发、海怡天、
海成、康田等品牌房企，以及正大制管、
顾地塑胶、南方电线、我乐橱柜、十八土
鑫诚防水、金源达科技、蒲丹科技、锐云

科技等30多家产业链品牌企业参展，同
时吸引了来自广西防城港、贵州省毕节
市的 10余家品质旅居地产项目专程赴
渝参展。

房博会期间，市民可直接到展会现
场进行免费参观。重庆线上房博会已于
日前正式登陆“重庆房博会”官方微信
号，市民也可关注查询。

近日，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召开
“2021年第二季度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
防治工作暨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百日行
动保百年大庆工作部署会”。

其间，传达学习了市区近期安全生
产工作会议精神；研判辖区安全风险形
势，汇报安全隐患整治进度；安排部署大
排查大整治大执法百日行动保百年大庆
工作；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
作进行了推进调度。据统计，自“安全百
日行动”开展以来，春晖路街道共计对辖
区工贸行业、养老院等重点行业区域和
人员密集型场所检查60余家次。

为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
辖区居民的健康意识，近日，大渡口区新
山村街道光明（冶建）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开展了“民生微实事”中医养生理疗
活动。其间，专业医师受邀为居民开展
了中医养生手法的理疗体验。

活动中，专业医师为居民进行了
“艾灸”“刮痧”“拔罐”等中医养生理
疗，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居民传授了
实用的养生小技巧。“注意清淡饮食、
多运动，同时保持良好的心态。”医师
叮嘱道。

光明（冶建）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开展中医养生
理疗体验活动，使居民学习了养生健康
知识，体验了“艾灸”“刮痧”等传统中
医理疗手法，不仅提高了广大社区居民
的健康意识，还提高了大家的自我保健
意识。

戒酒也可智能化？看高科技如何改变衣食住行

第七届重庆房博会将于6月4日-6日举办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欣欣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多措并举确保辖区安全生产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中医养生理疗提高居民健康意识

会议现场 授牌仪式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