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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兹有鹰冠小区建筑防雷装

置整改工程、2台交流电动机软
启动器更换、外墙玻璃更换、小
区栏杆制作安装项目需进行比
选，欢迎有意的相关单位洽商。

截至时间：2021年7月8日
联系人：杨老师
联系电话：023-63673409

17783198302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长

江一路62号

秀山县德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鱼梁种猪场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需要对秀山
县德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鱼梁种猪场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的有关信息予征求意见稿公示。一、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秀山县德康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鱼梁种猪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s://www.dekanggroup.
com/index/news/detail/id/585.html。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秀山县德康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办公室（重庆市秀山县中和街道双凤街102号）。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秀山县德康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鱼梁种猪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请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外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
也将认真参考。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https://www.dekanggroup.com/
index/news/detail/id/585.html。四、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
件和现场填写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
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
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
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
提供常住地址。联系人：唐宇佳；联系电话：
18798209892；邮箱：657505504@qq.com。通讯
地址：重庆市秀山县中和街道双凤街102号。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 年 6月 18 日~
2021年7月2日，公众可通过发送信函、传真、电子
邮件和现场面谈、填写公众意见表等方式发表对项
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感谢您的参与！
秀山县德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8日

注销公告：经研究决定，报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申请
注销大渡口李国大中医（综合）诊所（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登记号PDY60516650010417D2122）。本诊所
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无债权债务关系纠纷。特此公
告！ 大渡口李国大中医（综合）诊所2021年7月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远成蜂悦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8MA60J6M167)全体股东研究决定,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800万元减至2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定, 请各债权债务人自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持有
效证件来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通知
尊敬的海派健身·世纪金源店会员朋友：

您好！世纪金源店自开业至今已十年有余，感
谢广大会员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厚爱！目前因
商圈重新规划、金源不夜城业态调整等诸多不可抗
力原因，金源店无法再继续服务大家，对此结果我
们表示非常遗憾，在此也向广大支持我们的会员朋
友们致以最真诚的歉意。本着对会员负责到底的
态度，现对有效会员提供以下三个方案供您选择：

1.将您的有效会籍卡升级为海派健身各门店
通用卡，同时按剩余价值的20%进行额外补偿，补
偿会籍时间最长不超过24个月；

2.将您的有效会籍卡剩余价值转至就近其他
品牌门店使用，同时按照剩余价值20%进行额外补
偿海派健身各门店通用卡，补偿会籍时间最长不超
过24个月；

3.免手续费预约办理剩余价值退款。
注：以上方案均需要您提供合同原件、付款凭

证以及身份证复印件进行办理。
为节省您的宝贵时间，高效的为您完成相关业

务办理，请您携带相关有效凭证于2021年7月3日
起前往海派健身·世纪金源店（江北区观音桥金源
饭店地下不夜城）登记办理，办理时间如下：※2020年01月01日及以后签订合同的会员接待
时间：7月3日至7月15日（10:00-17:00）※2020年01月01日以前签订合同的会员接待时
间：7月16日至7月20日（10:00-17:00）※为方便逾期会员办理，7月3日-15日没有办理
的会员，请在7月21日-7月25日办理；7月16日-
20日没有办理的会员，请在7月26日-7月31日办
理。逾期未办理且在有效期的会员，我司将统一升
级为通用卡（详情见方案第一条），不再办理退款。

如有疑问，请致电详询：16623363073● 液 化 空 气 工 业 气 体（重 庆）有 限 公 司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编 号 500106201509140101，声 明 作 废 。
●重庆市涪陵博源艺考培训学校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 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500102321745628N，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熙卓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章5001078187906作废

分立公告 根据公司 2021 年 6 月 30 日股东会决议，重庆
市高峰驾驶培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拟存续分立
为重庆市高峰驾驶培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00 万元）、重
庆高尚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分
立前重庆市高峰驾驶培训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分立后
的重庆市高峰驾驶培训有限公司、重庆高尚机动车驾驶培
训 有限公司分别承继。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规定，请
债 权人、债务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的
自本次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与债务。联系人：柯老
师.联系电话：023-87661223.地址：重庆市万州高峰镇雷家村、灵凤村
办公楼一楼101室。重庆市高峰驾驶培训有限公司2021年6月30日

遗失声明
1、重庆穗川贸易公司遗失：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发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统一社会信用码/注册号：
91500000MA61E6M1XR、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2、重庆手表四厂遗失：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统一社会信用码/注册号：
91500000MA61E6NU3R、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3、重庆钟表工业进岀口公司遗失：重庆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统一社会信用码/注
册号：91500000MA61E6XR2C、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4、重庆市科星钟表配件厂遗失：重庆市九龙坡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统一社会信用码/
注册号：91500107MA61LYP050、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5、重庆钟表元件三厂遗失：重庆市九龙坡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统一社会信用码/
注册号：91500107203112483R、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6、重庆钟表元件四厂遗失：重庆市九龙坡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统一社会信用码/
注册号：9150010790314921X1、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7、重庆市九龙坡区兴兰贸易商行遗失：重庆市
九龙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
各一本，统一社会信用码/注册号：91500107M
A61MOEY6X、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母亲王琴，父亲胡彦杰之女胡心
玥2005年12月6日在长安医院
出生，出生编号 F500134083，
现出生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四川重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北碚分公司（统一
信用代码：91500109MA5U5CWM7U）银行开户许
可证、银行预留印鉴卡、银行单位结算卡、U盾、公章
（5001097019508）、财务专用章（5001097019509）、
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濮玲法人章、发票、
税控盘，特声明遗失作废。 2021 年 7 月 1 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景望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3050029475)股东会决
议，本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950万元，即将注册资本
由10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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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秀林 电话:13594891999
重庆景望园林绿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1.7.2

●ANTOINETTE 品牌服装童装鞋帽子皮带领带舞衣
游泳衣袜婚纱等产品销售杭州剃刀鲸实业有限公司

●遗失李春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鱼洞
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10892502)作废
●遗失刘滨、李娅菲之子刘茂霖于 2007 年 7 月 29 日
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J500150639，声明作废

广告

2021年7月2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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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民营经济人士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重庆民企要坚定理想信念 与党同心与时代同行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7 月 1 日上午 8 时，重庆民营经济
人士共庆党的百年华诞理想信念教育
活动在位于北碚的卢作孚民营经济学
院——作孚堂举行，重庆市工商联直
属商会负责人、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
士、北碚区企业家代表等100余人，集
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大会直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

与此同时，重庆市各区县工商联及
重庆四川商会、重庆浙商联合会等异地
商会，各民营企业也集中组织收看了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感触很大，100年前，中国共
产党诞生了。一路走来，太震撼了，我
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重
庆浙商联合会党委书记、常务副会长，
重庆驰亨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
松谦表示，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开启之年，企业高质量发展势如破
竹，作为民营企业，要坚定理想信念，始
终与党同心，与时代同行。同时，作为
商会党委书记，自己也将按照“争创一
流，走在前列”的工作目标，把商协会党
建工作推上新的更高台阶，提升组织
力，真抓实干，服务会员企业向高质量
发展，使会员企业在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更
大发展。

重庆诗情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邵思勤观看大会后，心情激动地
表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要时刻牢
记初心使命，带着信仰坚守在平凡的岗
位，发光发热！不忘百年路，启航新征
程！愿我们的党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载着我们驶向更美好的未来！”

会后，重庆市民营经济人士还参
观学习了卢作孚纪念馆、中国西部科
学院旧址。

昨日，中华儿女共同迎来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沪汉社
区党委、居委会组织辖区党员群众等共同
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直播。

昨日上午7:50，沪汉社区学习室，包
括“全国最美社区人物”“全国最美家庭”

“重庆好人”荣誉称号获得者等在内，50
余人齐聚一堂。学习室内，墙面四周悬挂
着100面鲜艳的党旗，由五颜六色的气球
映衬着，中庭摆放着手编花篮，“改革开放
幸福多，归功党的政策好”主题书法绘画
作品等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上
午 8 点，庆祝大会正式开始。投影屏幕
上，仪仗队员组成的国旗护卫队步伐铿锵
有力，整齐划一地从巨大党徽下走过，让
人肃然起敬，大家情不自禁地挥动着手中
的旗帜。“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看到国家如
此强大，我备感骄傲和自豪！”摸着胸前的

“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抗美援朝老
兵周传铣激动地说道。

社区志愿服务献礼建党100周年

为向建党 100周年献礼，近日，大渡
口区春晖路街道锦凤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组织党员义工队开展“学党史不忘初
心、践行动美化家园”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社区党员志愿者和社区工作
人员分成12个小组，由社区工作人员带
队，分散在每幢单元楼里，清理楼道的小
广告、地下室的僵尸车、楼前的乱停乱放
车辆等。经过数个小时的努力，楼道变得
干净整洁了，凌乱的自行车排好了队形，
绿化带内的纸屑塑料袋也回到了垃圾
桶。锦凤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他们将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的义务、责任

和宗旨，以身示范，积极为辖区居民群众
服好务。

党史竞赛增强党员学习主动性

近日，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锦霞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了“学党史、跟党
走”为主题的知识竞赛活动，来自各党支
部的8支参赛队24名党员各显神通，上演
了一场激烈的智力大战。

比赛分为必答题、抢答题环节，内容
围绕党的历史知识、学习强国APP题库知
识等展开。比赛现场，各支队伍配合默
契、积极踊跃，气氛既紧张又热烈。抢答
环节中，大家你追我赶，意欲取得更好的
成绩。台上的选手聚精会神，台下的观众
则屏息静气，默默为各支队伍加油打气。
锦霞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竞赛进一
步增强了党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将
以为契机不断强化党员的担当意识，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

看望残疾老党员现场办公送温暖

近日，大渡口区残疾人联合会组织人
员到跳磴镇走访看望了残疾老党员范福
余和范福英。

据悉，范福余是一名抗美援朝的老战
士、老党员，于1956年入党，复员后成为
一名火车司机至退休，如今已有90岁高
龄，但身患四级肢体残，行动不便；范福英
现年75岁，党龄53年，身患三级肢体20
余年，目前一人独居在家。经过走访了解
和实地查看两位老人的居住情况后，区残
联理事长现场办公，对两位老人房屋的无
障碍改造提出了建议，同时要求跳磴镇尽
快制定改造方案，并纳入今年跳磴镇残疾
人无障碍改造项目。范福余表示，感谢党
和政府一直以来的关心，让自己能时刻体
会到党组织的温暖。

“看到国家如此强大，备感骄傲和自豪！”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通讯员 何静 谢超然

重庆民营经济人士在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直播
记者 孙琼英 摄

心潮澎湃、满怀激情！在举国上下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
际，7月1日上午8时，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隆重举行。一大早，渝北区回兴街道白
鹤社区的党员、群众就早早坐在社区会
议室电视机前，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直播。

收看现场气氛热烈，党员们聚精会
神，不时随着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的高

潮，挥舞着手中的党旗、国旗。白鹤社
区书记陈传远表示：观看大会直播非常
振奋，倍受鼓舞。作为基层党组织，社
区党员干部将立足岗位，用真情、深情
和热情为人民群众服好务，用实际行动
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听党
话、感党恩，永远跟党走！

集中收看活动结束之后，白鹤社区
的党员干部还在社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的心愿墙上，写下自己观
看完直播的感言和心愿，用自己最真挚
的心里话祝福党的百年华诞。

“党的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
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
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初夏时节，
陆军驻重庆地区某军代室专题党日活动
上，该室胡建华主任讲授的党史党课，赢
得一片掌声。

为提升党史学习教育质效，该军代室
坚持大课教育与小课辅导相结合，集中组
学与个人自学相结合，专门购置学习教
材，利用“学习强国”APP和强军网，组织
官兵进行党史网上自主式教育；组织观看
《党史故事100讲》、学唱红歌、党史知识
竞赛，在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中引导官
兵学习辉煌党史、激扬奋进力量。充分利
用驻地红色资源丰富优势，组织全体人员

参观邱少云烈士纪念馆、杨尚昆故居以及
白公馆等红色景点，让大家领悟革命先烈
为新中国付出的巨大牺牲，认识到自身肩
负的巨大使命责任。军代室还采取党史
学习教育讨论会、党史视频展播等官兵喜
闻乐见的形式，营造“处处有党史、人人学
党史”的浓厚氛围。

驻渝某军代室多措并举提升党史学习教育质效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通讯员 肖叶 任自立

红酒小镇员工现场制作“中国
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生日蛋糕”

社区基层党员干部写下心里话贴上心愿墙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杨新宇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6月 30日下午，由涪陵区蔺市
镇党委主办、美心红酒小镇党支部
承办的“蔺心向党，风华正茂”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在红
酒小镇广场举行，数十名党员、群
众围在一面巨幅党旗周围，动情地
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

据悉，参与者有来自涪陵区蔺
市镇、美心红酒小镇的党员，也有
刚好路过的游客，男女老少，大家
一边歌唱，一边团聚在一面长10余
米的党旗周围，以这样的方式表达
对党的祝福和热爱。

主办方表示，他们希望用这样特
别的形式，表达对党的敬意和热爱。

“作为一名有 10 年党龄的党
员，我很高兴能够成为党的一员，
为党庆生。”来自美心红酒小镇党

支部的党员余大燕说，作为“老党
员”，她将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
继续发挥党员的先进性，用实际行
动为党旗增添光辉。

当天，主办方还举行了巨型党
旗下重温入党誓词、“颂歌献给党”
文艺汇演等活动，红酒小镇员工还
现场制作了“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生日蛋糕”，蛋糕长1.2 米，现
场与党员、游客等分享。

陆军驻重庆地区某军代室专题党日活动陆军驻重庆地区某军代室专题党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