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档案
李兴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老

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重庆市医师协会
老年医学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重庆
市医学会老年医学专委会委员。

擅长老年冠心病、高血脂症、
高血压病、糖尿病及老年骨质疏松
的诊断治疗、老年人重症感染治疗
及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掌握老
年动脉粥样硬化性血管疾病的介
入诊疗方案及手术操作，熟练操作
冠脉造影术，冠脉支架植入术及永
久性起搏植入术，尤其擅长经桡动
脉冠心病介入诊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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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抽奖让生活 下来慢

重庆晚报讯 （记者 万里）
日前，“的哥的姐有的说”、“TAXI
地带”两个微信公众号因发布多篇
侮辱性、诽谤性的内容，构成侵权，
被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赔偿
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即滴滴出
行的注册公司，以下均简称滴滴公
司或滴滴出行）经济损失费10万
元及合理支出32510元，并在其涉
案的两个微信公众号显著位置连
续10日发布声明，消除其侵权行
为带来的负面影响。

据了解，“的哥的姐有的说”、
“TAXI地带”两个微信公众号均
系刘某团队运营。自2015年起，
刘某通过“的哥的姐有的说”、

“TAXI地带”两个微信公众号发
布多篇带有侮辱性、诽谤性词语
的文章或评论、精选留言，极大的
损害了滴滴出行的声誉，降低了
社会公众对其服务的评价。

对于刘某的这种行为，滴滴公
司于2016年6月向海淀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某停止其侵权
行为，删除其在微信公众号“的哥
的姐有的说”、“TAXI地带”中发
布的侵权文章，发布公开声明，消

除其侵权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
赔偿相关费用和经济损失费。

经公开开庭审理，海淀区人
民法院判决认定刘某的行为已经
构成侵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
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三十六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
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判
决刘某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
删除《全国的的哥的姐，有一个坏
消息，一个好消息，不得不听》一
文，并在其微信公众号“的哥的姐
有的说”、“TAXI地带”发布声明，
消除其侵权行为给滴滴公司造成
的 不 良 影 响 ，赔 偿 经 济 损 失
100000元及合理支出32510元。

同时，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
还认为，法人享有名誉权，禁止用
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法人的名
誉，网络用户利用网络侵害他人
名誉权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法人的名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
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

响，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
如今，互联网已深入渗透到

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而一些假新
闻和恶意中伤也应运而生。按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巍的说法，
这些恶意中伤的假新闻已经在中
国的互联网公司竞争中造成了很
大的问题。最近，我国也发布了
《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
定》《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
定》《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
务管理规定》等文件，涉及微信、
微博、今日头条、百度百家等互联
网平台。

知名互联网法律专家赵占领
律师表示：“近年来，随着自媒体
的兴起，相关的名誉权纠纷也随
之大量增加，主要原因在于自媒
体缺乏传统媒体严格的采编流
程，部分自媒体所发布的文章内
容未经核实，甚至故
意捏造事实，给企业
名誉造成的影响非
常大。因此，很多
企业不得不诉诸法
律，巨额索赔案件频
发。”

“婆婆，你不用过于担忧，糖
尿病只要管住嘴，迈开腿，按时吃
药，血糖是可控的……”日前，当
重庆晚报记者走进李兴升医生的
办公室时，这个一米七几的大个
子，正俯身轻言细语地安抚一
个老人家。同样一席话，李兴升
反复讲了几遍，婆婆这才舒展眉
头，欣慰地说：“李医生，我相信你
的话，我一定好好吃药。”

耐心细致
全程关爱老年患者

上面这一幕，在重医附二院
老年病科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李
兴升是老年病科的主任，除了自
己，他还要求科室的全体医护人
员都要对病人有百分百的耐心，
在和老年患者交流时，全程微笑，
耐心倾听病人的诉说，有问必答。

同时，看病结束后，关爱不能
停，科室医生同样要对老年患者
提供延伸的诊疗服务。具体来
说，就是为前来看病或者出院后

的老年患者建立各种微信群：如
老年冠心病管理群、老年糖尿病
管理群、老年高血压管理群及起
搏器术后随访群等，主管医生也
在微信群里，包括李兴升主任在
内。这样既方便病人随时咨询医
生，也方便医生及时掌握病人的
用药情况，并实时提醒患者各种
注意事项。老年病科的微信公众
号“宽仁老年”，目前已经有四五
百老年患者在群里。

“我们科室的医护人员再忙
都要抽出时间回复病人的微信咨
询。”李兴升说，他的手机号码是
公开的。在采访过程中，他的手
机不时响起，大部分都是老年患
者的咨询电话。“老年患者情况不
同于年轻人，必须要更加耐心细
致。”李兴升认真地说。重医附二
院的老年病科成立于 1998 年，
2007年李兴升博士毕业之后就
进入老年病科，一干就是十年。
据了解，老年病科主要是救治老
年人心血管病、肺部疾病、糖尿病
及多器官功能衰竭等，以60岁以

上的老年人为主。“老年病科的医
生护士态度都特别好，很耐心，也
很用心。”经常来看病的张爷爷告
诉重庆晚报记者，得知他不会用
微信，李医生还专门让他儿子加
入微信群，以方便咨询。

十分钟快检
挽救老年心梗患者生命

除了微笑诊疗，重医附二院
老年病科对老年心血管病的救治
走在全市前列。

老年病科开展了老年心肌梗
死的规范化治疗：医护人员手机
24小时开通，从疑诊心肌梗死的
病人进入科室那一刻起，立即采
用心肌坏死标志物快速检测仪，
只需患者的一滴血，就可直接检
测，并在10分钟内确诊是否为心
肌梗死。一旦确诊，将以最快的
速度救治病人。这一系列的快速
反应都已达到国际指南要求，能
及时挽救患者生命。

今年4月的一天晚上，64岁

的毛婆婆上腹部疼痛，她以为是
胆囊结石引起的就没在意，可夜
间疼痛难忍，第二天早上赶紧从
老家黔江赶往重庆，到重医附二
院老年病科就诊。经李兴升医生
诊治，发现毛婆婆是症状不典型
的心肌梗死，但已超过12个小时
的救治“黄金时间”。当时毛婆婆
心梗已超过 13个小时，血压不
稳，胸闷胸痛，随时有生命危险。
李主任立即组织全科业务骨干进
行危重病例讨论，分析手术获益
和风险，权衡利弊后做出一致判
断：虽然病人超过手术时间窗，但
病人目前血流动力学不稳定且仍
伴有胸痛症状，需要紧急手术，开
通血管，利大于弊。在征得患者
及家属充分同意后，立即送导管
室进行急诊手术。

经过完善的术前准备和紧张
的介入手术，终于在第15个小时
开通了血管，从病人进入病房到手
术完成，累计时间不到90分钟，他
们的努力挽救了毛婆婆的生命。
经过老年病科全体医护人员的精

心照料，住院治疗20多天，毛婆婆
终于痊愈出院了。老年科病房中，
类似的病例还有很多。

重庆晚报记者 易守华 通
讯员 谢禹

微笑诊疗 抚慰老年患者身心健康

俩微信公号频发不实言论诋毁滴滴
被判侵权赔偿13万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遗 失 分 类

电
话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m2，有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租 售

免费配对包成功
86191356

邓姐婚介 假赔10万

重庆市陵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AS2058渝AS5150渝
AS7155渝 AS3828渝 AS3795渝 AS0782渝 AS5963渝
BK0022渝AS5958渝AS5228渝AS5127渝AS5962车,
与车主失去联系，经多方寻找未果，该车未参加车辆年度
检验及车辆保险,登记证书.行驶证和牌照无法收回，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请车主见报之日起3日内与以下公司联
系，并向车管和运管部门申请办理注销手续。逾期未办
理相关手续将按规定申请牌证公告作废。

重庆市春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遗失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足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530025712801；机构信用代码证，代
码:G1050011102571280A；声明作废

重庆大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声明
徐嘉佳，女，身份证号码：50038219880202780X，

于2017年5月27日至今未到公司，期间公司通过多种
方式未能联系到你，因你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公司已
于2017年 5月 31日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请你于
2017年9月30日前到公司完结离职手续。 特此声明。

重庆市欣宏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璧山区
农村公路路面改建2014_2015第一批第一标

（汤甘路，二七路）工程清欠公告
我司承建的璧山区农村公路路面改建2014_

2015第一批第一标（汤甘路，二七路）工程，现已竣工
验收交付使用且已与建设单位结算完毕，请所涉本工
程的劳务班组各位工友、原材料供应商和相关债权人
在本公告之日起三十天内到我司进行对账结算，登记
各种应付款项，逾期后果自负，请相互转告！

特此公告
施工单位：重庆市欣宏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洋河大厦2单元23-3
联系人：沈善锦
联系电话：67625513 18290362333

2017年9月14日

本人：许兵：男 36 岁，身份证号：
512324198108082657,投资敖鹰互
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城市服务商：发
票（12万元），合同，回执遗失（原服务
商号：28030000047）。
注销公告：重 庆 梁 邱 商 贸 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
500112008089538）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
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
日内来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重庆梁邱商贸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4日

寻物启事
本人于2017年9月11日下午

六点左右在菜园坝火车站公厕丢失
金色华为手机一部，手机内含重要
资料，望拾到者归还，必有重谢。
张女士 13658300916 15723346588

封停通告
重庆市政府专题会议指出龙头寺

小商品市场长期存在多处重大安全隐
患，必须依法对该市场进行封停。市
高院于2017年7月19日对小商品市
场公司上诉案终审判决龙头寺公交站
场公司与小商品市场公司的租赁合同
关系无效。火车北站综管局于8月15
日要求我司根据市高院判决封停小商
品市场，撤出所有经营户，恢复原停车
场原貌。

我司据此告知小商品市场公司于
2017年9月19日前搬离所有商品，拆
除一切自行修建的构筑物。逾期后果
自负。我司将于2017年9月19日准
时封停小商品市场，终止全部服务。

特此通告
重庆龙头寺公共交通站场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8日

公 告
重庆市邦盛运输有限公司以下车辆:渝GB1781渝GB1730渝GB1967
渝GB2109渝GB2005渝GB2292渝GB2585渝GB2678渝GB2726
渝GB2906渝GB2259渝GB2221渝GB1687渝GB1527渝GB1980
渝GB2055渝GB1913渝GB2166渝GB1726渝GB2581渝GB1772
渝GB1769渝GB1770渝GB3227渝GB2895渝GB1998渝GB2997
渝GB2917渝GB1817渝GB1972渝GB1735渝GB1831渝GB1053
渝GB1763渝GB2078渝GB1823渝GB2009渝GB2092渝GB2183
渝GB2281渝GB2518渝GB2509渝GB2611渝GB2629渝GB2996
渝GB3332渝GB3803渝GB2833渝GB2662渝GB2375渝GB2328
渝GB2336渝GB2326渝GB2277渝GB2227渝GB2160渝GB2066
渝GB1982渝GB1883渝GB1785渝GB1905渝GB1897渝GB1888
渝GB1878渝GB1825从即日起登报注销作废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紫燕鹅业发展有限公司2017年9月
12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解散，按照《公司法》一百八
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
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
宜。联系人：柳作灿 联系电话：13996768688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烁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2017
年9月13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解散，按照
《公司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王正前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渔荷物流有限公司2017年9
月10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解散，按照《公司
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办理债
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张燕军

遗失声明：本人朱娜燕，认购恒大中央广场
物业10-602，收据编号为ZYGCL0027835
（967852 元）ZYGCL0029432（6301.60
元）、ZYGCL0029283（29040.56元），已丢
失，现登报作废！

重庆映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沙坪坝分
公司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500106793511424，声明作废
中共重庆市委企业工作委员会职称改
革办公室2001年12月24日授予李华
基（身份证号：510212196501034158）
的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专
业：道路与桥梁）遗失，现已作废。

遗失重庆渝西化工厂开具给招商局铝
业（重庆）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用
发票一份，发票代码：5000164130，发
票号码：01733114，声明作废
重庆荣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于
2015年11月1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106331566842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浩淼花木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109000019748）股东会研究决定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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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重庆公鸡精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89NB85）股东决
定，现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至100万元整。根
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诺德二次供水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066158417Q）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
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重庆诺德二次供水服务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4日
重庆市永川区陈久全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税号
91500118MA5UPABQXG)遗失已开重庆增值
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3份（发票代码
5000164130，号 码 06725540、06725541、
06725542）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仁济堂健康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3049617750）股
东决定，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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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潼南区涪水人家电子商务经营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5U3KT925）投资人
决定拟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有关规定,请债
权人在登报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办理债权债务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太平洋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增值
税普通发票记账联 6 张，发票代码
500172320，发票号码：10046091-
10046096，不作为记账及报销凭证，
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市大板花布艺窗帘经营部遗失2008
年8月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07200007092；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号678654198；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00107678654198，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刘时万，王芳之子刘子杰
2010.11.11在重庆市奉节县中医院出
生 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编 号
K500048340，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重庆市武隆区桐梓镇官田村
檬子树组张必成房产证，证号：武集用房
产证桐2011 字第01957号，声明作废
(谭洪富等5户 余时田等8户)编号:
500226201407090201施工许可证遗
失，声明原件作废。周安春等7户编
号:园区51023120050131051 施工许
可证遗失，声明原件作废。
兹有重庆意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不慎将以下合格证遗失，声明作废：
WEA131701217333、WEA1X1702229244、WEA111702229180、
WEA181701217164、WEA121701216503、WEA141701216911、
WEA121701217550、WEA171701217012、WEA1X1701216361、
WEA181612299017、WEA121701216326、WEA121701214745、
WEA151701214735

遗失重庆景恒标准件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70968574110）增值税专用
发 票（第 二 ，三 联）发 票 代 码
5000164130 发票号码 03915215 声
明作废
重庆市樊宇林业发展有限公司遗失：2014年
4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226000006386）、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 500226686241123)、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代码686241123)声明作废
重庆君林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税号
915001183460613457)遗失已开重庆
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1份
（ 发 票 代 码 5000164130，号 码
01296400）特此声明

◆重庆汇智行物业顾问有限公司遗失国税税务登记
证正本：渝国税字500105759267237号，声明作废。◆重庆和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车牌号：渝
BP8252集卡证号：308（遗失）◆张迪（身份证号：510212198209252130）遗失工
程师证书（编号：011101103978）,声明作废。◆遗失聂岗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1197906265916作废◆遗失璧山县奥工皮鞋销售店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51022119790626591610作废◆重庆马儿广告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
本，税号：50010858146585X，声明作废。◆遗失车牌号为渝 B89080 车辆，车架号
LZFH30M684D014913，声明作废

遗失2016年5月17日核发重庆寻簪阁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5U618J5U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寻簪阁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7MA5U618J5U）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
据《公司法》的规定，请相关债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梁平县鸿瑞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228000010025）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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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14日
重庆万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开州分公司渝 FN1931 营运证
500234009905 遗 失 作 废 。 尊 威 公 司 渝 BR7320 营 运 证
500110015588遗失。尊宏公司渝BS8797营运证500110049528
遗失，顺延公司渝BQ3188营运证500110010020遗失。重庆森勃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S6676营运证遗失作废。宝石达公司渝A807S9
营运证500115021014遗失。旺友万盛分公司渝BS8078营运证
500110022385遗失作废。耀富公司渝BR8781营运证遗失。公告：
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以下车辆与公司失去联系，经
多方寻找无果，请承租人见报之日3日内到公司交清税费，保险，审车，
否则公司将向车管部门申请灭失注销，特此公告：渝B81057渝
B74708。杨代全渝CC1682营运证500227002797及卡遗失作
废。恒业公司渝BH8823营运证遗失补办。重庆九辉物流有限公
司渝BT0135渝BT0315车辆未交清国家税费等相关费用、逾期未
完善年审手续，至登报3日后我公司将向车管所申请强制注销，同
时该车辆营运证、行驶证、车辆号牌作废。特此公告！

●庆通运输公司渝BJ7626渝BH3330渝BA3837渝BA1789
渝BA2530渝BG6079渝BC9317渝BA6028营运证注销●遗失重庆贝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4894920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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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君阁大药房忠县十店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12223680420646，声明作废◆重庆市大足区二琨仔网吧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500225345913411，声明作废◆遗失郭凯失业证5001061112000969声明作废◆沙坪坝区龙蹄花餐饮店遗失于2015年8月27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606175787，声明作废◆个体工商户蒋代伦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于1997年6月1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500382700306492,声明作废。◆舒豪遗失数控车工三级等级证书，证
号:1531001600301791，声明作废◆遗失傅晓龙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8065173作废

◆遗失左大战营业执照副本500226603220843作废◆遗失吴从友营业执照副本500106601183567作废◆遗失璧山区久升粮行税务登记证副
本51023219661225736805作废◆遗失重庆盛田肥料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500382771776165作废◆遗失2016年6月28日核发四川隆银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077259571E作废◆遗失2016.7.5渝九园区所发石阳兵营业执照正副本作废◆遗失王利税务登记证正本51023219711129571501作废◆遗失潼南县康利大酒店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作废◆遗失重庆龙润石化有限公司机构信
用代码证G9950011801889720D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维华果树种植场税
务登记证副本500383578959584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川区淑建淡水鱼养殖场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50038459368956X作废◆遗失2014年12月22日发云阳县千久中药材种
植园营业执照正本500235200031248作废◆遗失2017年6月1日发云阳县梦斓莎家居用品经营部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MA5UM2HD36作废◆遗失2012年8月2日发重庆市南川区卓三苗木种
植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500384000018027作废◆遗失南岸区水木年华洗浴中心卫生许可证证号:
渝卫公证字2014第500108002588号作废◆遗失彭祖慧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3600260613作废◆ 遗 失 潼 南 县 余 大 成 建 材 经 营 部（识 别 号
51022119621225151501）发票领购簿、金税盘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县淑玉办公用品店税务登记证副本（字
号51022719520617872202）作废◆遗失2016年4月22日核发重庆果香鱼肥农业专业合作社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06MA5U5M9K1T作废◆遗失 2008.6.6 发万盛区榜上村平安石材厂执照正副本
500110600036300、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16197304141632作废◆遗失沙坪坝区骏飞木门加工厂通用手工发票代
码150001320531号码18348601-18348625作废◆遗失2015年11月13日发重庆市新加州印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91500112668915825T，声明作废◆冉琴飞遗失潼南区顺装饰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50022360021824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未来之窗网吧《网络文化经
营许可证》，证号 500106200125，声明作废◆遗失黄廷秀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8070900作废◆声明：刘利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编
号：510213198212287947，声明作废.◆江津区森硅信息咨询服务部遗失2012年11月14日核发的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381600630002声明作废◆科瑞大药房垫江县顺康药房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12322196703185093，声明作废

◆遗失李华2016年12月08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7MA5U93PF2P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作废◆遗失重庆市黔江区红容建材销售部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3203787587声明作废◆遗失罗华建（荣昌县路孔镇农友饭馆）发票领购
簿，税号510231195712082074声明原件作废◆重庆市永川区殷高芳树木种植场税务登记
证副本500383578959605遗失◆遗失重庆市潼南区鼎沸火锅城通用机打卷式发
票代码150001620410号码42872122作废◆龚希杰遗失建筑起重司机T渝A042015033529作废◆樊能源遗失建筑起重司机T证渝A042012017008作废◆遗失王志菊护士资格证声明作废◆遗失常正峰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37028219810526403301作废◆遗失晏小玲女（身份证51021119730510222X）失业证作废◆遗失2015年6月9日核发的永川区谢辉诊所个体户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383600241776，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吴玉永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10229690904832，声明作废◆遗失万盛经开区德厚日用品经营部公章壹
枚（编号92500110MA5UKWKP1J）声明作废◆任永洪遗失建筑起重司机T证渝A042013021013作废◆蒲杰遗失建筑起重司机T证渝A042012017327作废◆遗失个体户唐道凤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10229196507258328，声明作废◆遗失张群之子刘家瑞2015年3月24日在重庆沙坪坝区
人民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142113作废◆声明：易思壮遗失身份证与驾驶证（号码
51302319950225611x），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邦电脑经营部张聚
慧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330421199004140010作废◆遗失2016年12月2日成立的个体工商户胡秀娟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92500230MA5U8QGR0J）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佰锐泰格建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
码5000163160发票号码00755666金额97195.02元,特此声明◆遗失陈发重庆邮电大学体育学院学位证1061742010002999作废◆重庆渝鑫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4R3M8G，核
发日期2016年02月26日，声明作废◆经营者熊刚遗失于2015年1月23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600215817声明作废◆潘光泽不慎将税务登记正副本丢失，税号
5102241963042625X声明作废◆重庆利民印务有限公司遗失了金碧物业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2016
年12月26日开具的投标保证金收据0024359号声明作废◆声明：遗失徐跃碧执业资格证书（药学0056929）作废◆重庆市沙坪坝区蓝月亮百货超市法人薛常海印章声明作废◆重庆市宏海油脂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副本），证书编号：QS500602010147，声明作废。

重庆晚报讯 （记者 余珂静）记者近日从市公安局交巡警
总队车辆管理所获悉，经公安部批准，《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
和方法》新标准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确保广大市
民顺利按照新的考试要求和评判标准进行考试，市公安局交巡
警总队将在10月1日前对全市机动车驾驶人考场的考试设备
和考试软件进行改造和升级。

36个考场改造更新 考试过程全程保存

据了解，我市有36个考试场地需要进行改造，并于10月1
日前完成改造并投入使用。考试项目和评判标准将与修改后的
新规定进行匹配，考试系统的升级及测试验收项目对照新版《机
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与方法》的调整内容进行修改。

对科目二、三考试过程音视频监管系统进行升级，能够按考
试时间、考生姓名、身份证明号码等关键字段模糊查询考试过程
信息，实现考试过程视频信号自检、远程实时点播、考试过程查
询和回放、多画面同步播放等功能，并符合音视频监管系统的数
据存储和安全要求。

部分考场考试调整 考生需提前预约

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9月下旬，全市各考场将对考
试系统进行升级，对考试车辆进行改造。

为避免考场升级改造影响9月下旬考试学员的正常考试，
涉及科目二场地考试计划调整的考场有沙坪坝大学城、九龙坡
金凤、九龙坡西彭、南岸盘龙等24个；涉及科目三场地考试计划
调整的考场有11个，请各位参考人员合理安排参考时间，并及
时到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http：//cq.122.gov.cn）自主预约考试时间和场次。

新版《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和方法》

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