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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 1999- 12- 20 核发武隆县扶贫
综合服务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56MA61LAAF
7A，注 册 号 20880324）声 明 作 废 。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西南公司
不慎遗失临时存款账户银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3100021839200230771，核
准号：L6530001987701，开户行：中国
工商银行重庆解放碑支行，声明作废

医用外科口罩采购公告
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拟进行医用外科口
罩采购（第 2 批），诚邀具备医用外科口罩
生产/销售资格的公司参与询价，有意者请于
2021年11月2日前联系王老师，电话63205012。

何强遗失了1份车辆合格证：合格证号:WDV085021137942，车架号:
LS6A2E0E0MA000368，发 动 机 号:MDTN000308，特 此 声 明
余乐遗失了1份车辆合格证：合格证号:WDV0X5121061087，车架号:
LS5A2DEE4MA250235，发动机号:MCTAK001533，特此声明

遗失公告
重庆市永川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因管理不善，遗失《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2018）NO：00200341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隆华剑恩塑料五金有限公司印章证
明及财务章编号5001043011048，声明作废
●遗失2009年6月23日核发的重庆市中邦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10000
45587，税务登记证500903676125487及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姜涛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工作
证一张，证号：20-02001，特此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浚 菡 电 子 商 务 有 限 公 司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JY15001130003227 声 明 作 废
●遗失巴南区花涧斋餐饮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JY25001130180037 声明作废
●遗失巴南区何泽芳餐馆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JY25001130159290 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11月11日14时在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1-6渝兴广

场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B10栋1楼拍卖厅对以下房产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1：重庆市北碚区童家溪镇同兴北路99号F-6号房产，建筑面积562.37㎡，挂牌价

653.47万元，竞买保证金66万元；标的2：重庆市渝中区新华路415号21-3号房产，建筑面积
42.36㎡，挂牌价47.74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标的3：重庆市渝中区新华路415号22-3号
房产，建筑面积42.36㎡，挂牌价47.74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标的4：重庆市渝中区白象街
1号24-1号房产，建筑面积68.57㎡，挂牌价62.81万元，竞买保证金7万元；标的5：重庆市北
碚区童家溪镇同兴北路99号D-2号房产，建筑面积378.09㎡，挂牌价405.69万元，竞买保证
金41万元；标的6：重庆市北碚区童家溪镇同兴北路99号D-5号房产，建筑面积300.11㎡，
挂牌价315.72万元，竞买保证金32万元；标的7：重庆市北碚区童家溪镇同兴北路99号F-32
号房产，建筑面积329.5㎡，挂牌价346.63万元，竞买保证金35万元；标的8：重庆市九龙坡区
袁家岗兴隆湾103号1-3号房产，建筑面积161.03㎡，挂牌价122.22万元，竞买保证金13万
元；标的9：重庆市九龙坡区袁家岗兴隆湾103号1-4号房产，建筑面积192.01㎡，挂牌价
142.86万元，竞买保证金15万元；标的10：重庆市潼南县塘坝镇新北街房产，建筑面积318㎡，挂牌价43.88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标的11：重庆市潼南县上和镇田湾街151号房产，
建筑面积94.15㎡，挂牌价14.97万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标的12：重庆市潼南县上和镇田湾
街153号房产，建筑面积31.19㎡，挂牌价5.05万元，竞买保证金1万元；展示时间地点：自
2021年10月27日至11月9日法定工作时间（9:00-17:00）预约到标的所在地查看。

竞买登记手续办理：在公告期内（2021年10月27日至2021年11月9日）交纳竞买保证
金到重交所指定账户（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21年11月9日24时，以到账时间为准），并
于2021年11月11日12时前凭竞买保证金交付凭证原件及有效身份证件重庆市渝北区青枫
北路6号1-6渝兴广场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B10栋1楼拍卖厅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方可取得
竞买人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咨询报名方式：023-65559669 13883467251杨老师
北京中拓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7日

遗失荣昌县盘龙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经营部第四门市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61901239、公章作废
遗失荣昌县盘龙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经营部第二门市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61901238、公章作废
遗失荣昌县盘龙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经营部长岭门市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61900133、公章作废
遗失荣昌县盘龙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经营部第三门市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61900131、公章作废
遗失荣昌县盘龙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经营部第一门市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61900132、公章作废
遗失荣昌县盘龙镇农业综合技术服务中心经营部第五门市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61900948、公章作废
遗失荣昌县盘龙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经营部合靖门市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61900361、公章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馨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9MAAC023B07经股东会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至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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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

遗失重庆海鼎达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企业
公章壹枚（编号：5001078317875），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078317876），发票专用章
壹枚（编码：5001078317877），声明作废。

●钟瑜遗失残疾证：编号5001131984050931215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德喆富机械有限公司印章证明作废。

市发展改革委今日发布公告，面向社
会公开征集重庆市2022年重点民生实事
建议，征集日期截止到今年11月10日。

2022年我市将继续滚动实施一批重
点民生实事，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公开征集的重点民生实事项目要与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可以是当前
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也可
以是完善解决民生问题的体制机制。主
要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创业就业、社会
保障、交通出行、住房保障、一老一小、文
化体育、公共安全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民生事项。
征集原则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突出普惠性。建议事项应着眼全

体市民福祉，突出公共属性，符合群众关注
度高、民生关联度大、受益面广等特点。

（二）体现实效性。建议事项应着眼
最突出的群众问题，关注最具体的民生
工作，项目实施能让群众看得见、摸得
着、易感知、得实惠。

（三）注重可行性。建议事项应立足
我市发展实际，原则上当年可完成或取
得明显阶段性成效。

（四）目标可量化。建议事项应有清
晰明确的年度定量目标，便于监督、考
核、评价。

有想法的热心市民可下载填写附件
《重庆市2022年重点民生实事建议征集

表》，可通过以下多种途径反馈至市发展
改革委社会处。

（一）电子邮件发送至：cqmsss@
163.com。标题请注明“重庆市 2022 年
重点民生实事建议征集”字样。

（二）传真至：023-67575850。
（三）信函寄至：重庆市渝北区洪湖

西路 16号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
会处；邮编：401121。信封请注明“2022
年重点民生实事建议征集”字样。

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欢
迎社会各界踊跃参与 2022 年重点民生
实事建议征集活动，该委将对您提出的
民生实事建议进行分类整理、汇总，会同
有关部门开展评估论证，条件成熟的将
纳入备选名单，按程序报市委、市政府研
究并公布实施。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三季报”
出炉！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2020
年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近6.6万亿
元，占全国比重较 2019 年提高 0.2 个百
分点以上。今年前三季度，重庆市地区
生 产 总 值 19951.8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9%，两年平均增长6.2%。四川省地区
生 产 总 值 38998.6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3%，两年平均增长 5.8%，均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川渝合作共建呈现稳中加固、稳中提
质、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67个重大项目
已开工64个、累计完成投资1866.8亿元。

交通互联互通加力提速

在交通方面，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高
质量建成投运，重庆新机场选址已初步
明确，成渝地区“干支结合”机场布局
进一步优化。成渝双城直达动车客运
班列日均运行超过200列次。成达万、
渝昆高铁项目今年完成投资近 100 亿
元，成渝中线高铁启动建设，渝西高铁
可研报告已通过国铁集团内部审查及
会签。

川渝省际高速公路通道川渝省际高
速公路通道达到13条，成渝、成遂渝、成
安渝、成资渝4条双城直连高速通道全
部形成。

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两省市政府共同出台双城经济圈汽
车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电子信息产业
高质量协同发展实施方案，推动汽车、电
子信息产业协作。《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方案》成功
获批，联合选定20个园区为首批产业合
作示范园区。双城经济圈发展基金完成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40.5亿元。共同举
办双城经济圈全球投资推介活动。

协同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川渝两地推动以“一城多园”模式高

标准共建西部科学城，举行两省市共建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021
年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联合实施
2021年川渝重点研发项目，集中发布41
项产学研创新成果。持续建设双城经济
圈科创母基金共享项目资源库。重庆高
新区、成都高新区等12家高新区建立协
同创新战略联盟。

生态环境保护扎实推进

两地联合编制“六江”（长江、嘉陵
江、乌江、岷江、沱江、涪江）生态廊道建
设规划，协商划定两省市生态保护红线，
协同推行林长制，推进“两岸青山·千里
林带”生态治理，切实筑牢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

实施双城经济圈“无废城市”共建，
在全国首创危险废物跨省市转移“白名
单”制度，大幅提高审批效率，实现资源
共享。成立生态环境联合执法协调小
组，开展跨界联合执法。

改革开放持续拓展深化

重庆、四川两省市以川渝毗邻地区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为突破，积极探索经
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有关改革。联合
印发《川渝高竹新区总体方案》，探索建
立“存量各自分享、增量五五分成”的合
作共建机制。

全面落实政务服务川渝通办事项清
单，推动跨省通办事项线上“全网通办”或
线下“异地可办”，截至9月底，已有206
项事项实现川渝通办，办件总量超391万
件，上线以来平均每天办理1.5万件。

推动建立两地市场准入异地同标、
市场监管案件线索移送等机制，开设“两
江天府合作办事窗口”，实现异地申办营
业执照、“红黑名单”互认。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多点突破

联合开展交通通信、就业社保、医疗
卫生等六大便捷生活行动，实施16项便

民举措，让公共服务有温
度、政策保障有力度。川渝
所有市区（县）实现户口迁
移迁入地“一站式”办理。
截至 9 月底，已有近 3500
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住院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超过
2.5万家医药机构实现普通
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
要件简化为1张表，办理时
间由一个月缩短至 3 个工
作日以内。重庆中心城区
和成都主城公共交通实现

“一卡通”“一码通乘”。

11月 2日至 11月 5日，2021 年“百
万英才兴重庆”博士渝行周——走进西
部（重庆）科学城暨海内外半导体博士精
英挑战赛将在山城重庆拉开帷幕。

据介绍，2021 年“百万英才兴重
庆”博士渝行周——走进西部（重庆）科
学城暨海内外半导体博士精英挑战赛
将举办为期4天的活动，计划邀请不少
于 80 名博士来渝实地参观洽谈，到用
人单位进行深度体验和对接交流，通过
大赛、参观、座谈等方式，进一步了解
双方情况。

活动期间，将举办海内外半导体博
士精英挑战赛，大赛聚焦电子及半导体
行业，瞄准国家重大项目需求，围绕高速
信号处理、高精度探测、5G通信、基站滤
波器等重大应用场景，设置技术突破、工
程应用、工艺研发三个方面的研究课题
作为本次大赛赛题。

记者10月26日获悉，重庆智能电网
科技产业基地落户重庆高新区直管园，
将于今年年内开工建设。

据悉，重庆智能电网科技产业基地由
重庆市赛能实业有限公司参与投资建设，
该基地集智能电网技术研发、电网工程建
设、电网信息化管控、电网分析预警、故
障研判、应急抢修保障等为一体，可满足
重庆电气设备智能化升级改造、监测预
警、状态控制、远程会诊等应用需求。

载体方面，修建综合能源互联互通
科技研发中心、输电智能保障运营中心、
变电智能保障运营中心、配电智能保障
运营中心、家商两用充电桩和换电站设
备生产研发中心等。

届时，将建立远程会诊、远程指挥和
应急抢修一体化管控，实现设备状态和
人员状态的全景化、实时化管理，助推整
个行业的智能升级。

为提高辖区物业和居民的消防安全
防范意识，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
近日，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古渡社区邀
请专业讲解人员开展了一场消防安全知
识讲座。

讲座中，讲解人员结合案例，对辖区
群众家庭用气、用电、用油的实际情况，
遇到突发性火灾事故时第一时间的应急
处理措施，如何做好自防自救，疏散逃
生，以及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进行了详
细讲解和演示。古渡社区负责人表示，
通过此次培训增强了居民和物业人员的
消防安全防范意识，掌握了基本的抵御
危险，应对突发安全事件进行自救、互救
的技能，为今后做好辖区消防安全管理
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为营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日前，
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锦愉社区组织社区
党员志愿者、网格员、居民代表深入辖区
主次干道、背街小巷、楼道转角等地方开
展了集中大扫除志愿服务活动，并挨家
挨户入户宣传垃圾分类，节能减排等环
保理念。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拿着火钳、扫
把，戴着手套，深入小区楼栋、卫生死角
等容易忽视的地方，将陈留多时的白色
垃圾、牛皮癣，淤泥污水进行了集中清
理。锦愉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
次志愿服务活动，让辖区居民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爱护地球的重要性，倡议大家
一起行动起来，树立保护自然、保护生
态、保护地球的意识，共同维护我们生存
的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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