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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公 告
本公司承建的南天湖镇2010年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工

程项目己竣工,现正清算，为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自本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工程劳务班组、材料供应商、机械租赁商等
持相关材料申报债权。逾期自行承担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 18725673166
地址:重庆市潼南区桂林街道办事处金佛东路16号
重庆民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19年10月15日

重庆智览家具有限公司重庆智览家居生产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
相关规定，现将“重庆智览家具有限公司重庆智览家居生产
项目”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重庆智览家居生产项目；
建设地点：临江镇家居产业园2#厂房3-4单元；
建设性质：新建；
工程内容及规模：建设套装门生产线。年产套装门3万套，
窗套3万套。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环评单位“重庆润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
话:18108301201)”均可查阅；
三、建设单位及其联系方式① 建设单位：重庆智览家具有限公司② 联系人：田老师 ③ 联系电话：18282932555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及其联系方式
环评机构名称：重庆润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易工 联系电话：18108301201
电子邮件：362371366 @qq.com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
s/1NGP3-WHwr9MI7DfDYpNuUA
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7hJZoMQLSYuFOHa0Vgb5mQ
七、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为了解和听取各界人士和项目周边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将公众意愿反映到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措施中，同时完善环评工
作，您可通过第四条提供的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通过信函、电子
邮件的方式将公众意见表提交给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亦可来
电或预约上门交谈（不接受与环境保护无关的问题）。

减资公告：经重庆渝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80661863110）股东会决定，
现将注册资本从6000万元减至460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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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志航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渝北区空港志航
汽车拆解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相关
规定，现将“重庆志航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渝北区空港志航汽
车拆解项目”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渝北区空港志航汽车拆解项目；
建设地点：重庆渝北空港翔宇路28号部分厂房；
建设性质：新建；
工程内容及规模：拟新建1条小车拆解生产线。建成后年回
收拆解报废汽车3100辆。
二、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均可查阅；
三、建设单位及其联系方式①建设单位：重庆志航物资回收有限公司;② 联系人：张老
师;③ 联系电话：13320292895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及其联系方式
环评机构名称：重庆润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简工;
联系电话：17772400404;电子邮件：377984395 @qq.com
五、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
s/1Z-mH_H2FVQRbadHyQCKHsQ
六、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www.eiabbs.net/thread-225885-1-1.html
七、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为了解和听取各界人士和项目周边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将公众意愿反映到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措施中，同时完善环评
工作，您可通过第四条提供的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通过信函、电
子邮件的方式将公众意见表提交给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亦可
来电或预约上门交谈（不接受与环境保护无关的问题）。
广阳岛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长江以北区域）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受重庆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委托，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承
担广阳岛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长江以北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的
编制工作，现该报告的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征求与规划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QpHfeO0WvxktZTky3ezFUw（提取码：15nf）
2、公 众 意 见 表 的 网 络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biqeaFJZQxfyJGxRDjIiXA（提取码：cosg）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规划影响的公众，及对规划实
施有意见和建议的公众。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
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也可通
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实名反馈相关意见。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11月8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6、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庆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
潘老师：023-63158279。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黄工：023-60335188；401070292@qq.com。

公众参与公示
《綦江区古南街道桥河工业园区年产

15000吨废旧塑料再生颗粒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项目征求意
见 稿 全 本 详 见 链 接: https://pan.baidu.
com/s/1qhAgqqRv4VQ- 8axJlftUNw 提
取码:y4u8。建设单位：重庆市綦江区荣顺塑
业有限公司；联系人：张总，15051130229。

公 告
重庆巨铸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债权人：

2019年11月10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以（2018）渝
0116破25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重庆巨铸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现管理人依法执行上述分配
方案，重庆巨铸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次破产财产分配为最后
分配，确定于2019年11月15日以货币资金方式分配。

请附条件债权之债权人在公告期内向管理人主张债权，
未依法主张的视为生效条件未成就、解除条件已成就，破产
财产根据破产法117条分配，本公告之日起2个月内未受领
分配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之权利。特此公告。

重庆巨铸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11月13日

公 告
四川煤矿建设第六工程处（工商已变更登记为：四川川

煤第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重钢接龙铁矿工程项目部，已于
2014年3月施工结束撤销，项目部相关人员已全部解散，与
我公司的相关用工关系亦终结。我工程处（公司）从未授权
该项目部任何人员（包括陈孝生等）以我公司及项目部名义
从事任何经济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签订合同、结算、以及在
凭证、借条、往来账等上面予以签字、说明批注等。若有前
述行为，其相关法律责任均由行为人自行承担，而与我公司
无关；同时，我公司将保留追诉的权利。特此公告

四川川煤第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5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万兴隆商贸有限公司2019
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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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超
作废声明：遗失2016年9月18日
核发的重庆禄骏汽车配件厂(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04559030630B)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翡冷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U6L3X20 ，经
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
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2019年11月15日

北京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开户行：中国
工 商 银 行 鱼 嘴 支 行 银 行 ，账 号 ：
3100039109100014825， 核 准 号:
J65300560446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罗吉克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001063459974832（注册号 500106008146892）
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
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11月15日
遗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黎场乡秀
才村民委员会在重庆农村商业银
行石柱支行黎场分理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6871000110002，账号
451201012001000184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陈野修烟花爆竹零售
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056466950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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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重庆茂顺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MA5YTB0J0H）股东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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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优月租赁公司现遗失塔机备案证6
份，备案号分别为：渝WZ-T01050、渝
WZ- T01338、渝 WZ- T01427、渝
WZ- T01430、渝 WZ- T01431、渝
WZ-T01438、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重庆仕万辉汽车科技有限
公 司（ 统 一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
91500105MA602RJP8M）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工 商 银 行 编 号 为
J6530085931601开户许可证遗失作废

公 告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你单位工伤职工胜廷建向我委提出劳动能力鉴
定申请，经我委组织劳动能力鉴定专家进行鉴定，
胜廷建伤残等级鉴定为拾级。因你单位经多次电
话通知未来领取鉴定结论，邮件送达也拒收，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渝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渝北劳鉴伤（初）字〔2019〕827号《工伤职工劳动能
力鉴定结论通知书》，请你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60日内到本委领取，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你单位
不服本鉴定结论，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可向重庆市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9年11月15日

公 告
四川南沙捷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你单位工伤职工廖常伟向我委提出劳动能力鉴
定申请，经我委组织劳动能力鉴定专家进行鉴定，廖
常伟伤残等级鉴定为捌级。因你单位经多次电话通
知未来领取鉴定结论，邮件送达也拒收，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渝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渝北劳鉴
伤（初）字〔2019〕847号《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
论通知书》，请你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
本委领取，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你单位不服本鉴
定结论，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可向重庆市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2019年11月15日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尹守荣：

本委已受理陈天华（碚劳人仲案字[2019]第1358号、
1359号）与你单位因工伤保险、经济补偿引起的劳动争
议。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
书及出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书与相关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日内。本委定于2020年2月13日下午2时在本委仲裁
庭（北碚区缙善路100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公 告
重庆祥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你单位工伤职工王茂益向我委提出劳动能力鉴
定申请，经我委组织劳动能力鉴定专家进行鉴定，王
茂益伤残等级鉴定为拾级。因你单位经多次电话通
知未来领取鉴定结论，邮件送达也拒收，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渝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渝北劳鉴
伤（初）字〔2019〕799号《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
论通知书》，请你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
本委领取，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你单位不服本鉴
定结论，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可向重庆市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9年11月15日

公 告
河南龙杰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你单位工伤职工项利向我委提出劳动能力鉴
定申请，经我委组织劳动能力鉴定专家进行鉴定，
项利伤残等级鉴定为玖级。因你单位经多次电话
通知未来领取鉴定结论，邮件送达也拒收，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渝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渝
北劳鉴伤（初）字〔2019〕866号《工伤职工劳动能力
鉴定结论通知书》，请你单位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
日内到本委领取，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你单位不
服本鉴定结论，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可向重庆市劳
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9年11月15日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慧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杨伟（碚劳人仲案字[2019]第1316号）
与你单位因确认劳动关系引起的劳动争议。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出庭
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书与相关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
内。本委定于2020年2月12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庭
（北碚区缙善路100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重 庆 芦 莹 环 保 工 程 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50010568894413XE）遗失外经证 4个，
江地税石外证（2015）3 号、江地税石外证
（2014）473号、江地税石外证（2014）444号、
江地税石外证（2014）437号，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瀚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222693922218Y）股东决定，将本公司注册资
本由20万元减少到2万元，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到本公司办
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欧亚洁具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2260000068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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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大 中 ， 身 份 证 号 ：
610323199101081133遗失重庆堃运
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开具的车位购置
诚意金收据，票号 0000103，金额：
1000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十顺物资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1000058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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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15日

●宝格丽商业(上海)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八一路支行开
户许可证,账号111641513333核准号J6530049529001声明作废●遗失个体工商户刘益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编号JY25001030098746，声明作废●遗失綦江区诺娅方州酒店公章壹枚（编号 5002222057749）、
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222205775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巴南区瑶星山鸡养殖场公
章壹枚（编号5001132028560）声明作废

● 遗 失 重 庆 广 协 房 地 产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91500108305036901P）报税盘，盘号662505782725，声明作废●经营者张欢国遗失于2018年10月12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60473R9B，声明作废●遗失2014年12月12日核发的重庆任尔广告传媒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00023525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运洋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2222032465声明作废●遗失2015年7月3日核发的重庆中华食文化研究会登记证
书正本，统一信用代码：515000004504180339，声明作废●璧山县逸家商务宾馆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500227601252727，声明作废● 重庆市尚新宠物美容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59796686X3，声明作废●遗失李明培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7590540作废●张儒贵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384600125334，档案号:80196-10,声明遗失●李强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证（T）渝A042015033544作废●重庆市龙脊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公章遗失作废●邹昌汉遗失医师执业证书，编码110500104000024，
遗失医师资格证书，编码510203520106085作废●遗失开县皇杰婚庆有限公司公章一枚作废●遗失熊语晨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500176555作废●遗失重庆贯西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一枚，编号5001097025874作废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

园，水公铁交通枢纽旁标
准厂房11.7米层高，10t行
车，50年出让地，2800元/
平起，可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

023-47633266

综 合 服 务

征 婚 交 友
www.023yuan.com 美的缘12年68067355

玖运公司渝DW2316营运证500106043226遗失。重庆贵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J7950
营运证注销。五欣公司渝B5A305营运证500110068279遗失作废。奥园公司渝BR6592
营运证 500110015320 遗失。重庆驰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渝 D03205 营运证
500110106403 遗失作废。重庆添金物流有限公司营运证渝 BU5185 渝 BU0605 渝
BU0866渝BU2692渝BU1611渝BS3268遗失注销，重庆添福物流有限公司营运证渝
BU5660渝BV0562渝BV6000遗失注销，重庆耀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营运证渝BN8636渝
BL8659渝BL3918渝BN0561渝BS1295渝BL5013渝BQ2578渝BN9299渝BR1105渝
BN1056渝BL8799渝BR5850渝BQ1056遗失注销，重庆恭喜发财物流有限公司营运证渝
BV7375渝BX0330渝BV7657渝BV6589渝D07746遗失注销，重庆耀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营运
证渝BJ0126渝BG3720渝BJ7275渝BH2691渝BJ1823渝BJ6385渝BJ3051遗失注销。

●遗失城口县食字路口餐馆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JY25002290063359作废●遗失2010年6月28日核发重庆至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106000078063）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宏强物流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5002278025958的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遗失2019年7月2日发重庆旭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MA5YNYNX1W声明作废●遗失2005年9月1日发重庆鑫会工程招标代理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5210366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行车道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车牌：渝D7L859的
商业险保单，投保单号：610EA12312019002296声明作废。●重庆连庆物流有限公司渝BY0972营运证500110054005遗失作废●遗失：石柱土家族自治区开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2010年6月23日核
发的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240NA00253X1-1-1声明作废●遗失2015年1月19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谢小林(南岸区兴泰
食品超市)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60016181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雷洁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3MA6071JY89）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12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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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15日

遗失重庆北湖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渝北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30016061102，编号：6530-00449891，
账号：1301010120010007586，声明作废

深秋时节，应邀参加在西安举办的一
次聚会。我和妻子一同登上儿子买的高铁
商务舱，当即被商务舱的设施所惊叹！商
务舱在列车尾部，一共有四个座位，椅子宽
大豪华，可调成躺、卧状态。一侧有精致的
阅读灯。一进舱，年轻漂亮的服务员就热
情指导你换拖鞋，问你喝什么？并拿来小
吃套餐。你想睡觉就给你薄被，你想看书
刊就给你调灯光。进出舱门可调成自动或
手动。正餐有营养套餐，四菜一汤。比国
际航班商务舱还要好。重庆到西安只需五
个多小时，刚好睡一觉的功夫！乘坐的那
份心情，完全是新奇和惊喜！是地地道道
的享受。

我第一次看见火车，是1965年的夏
天，当时七岁正上小学。萌生看火车的念
头是学唱的一首儿歌，歌词是“车轮飞，
汽笛叫，火车向着韶山跑，穿过峻岭越过
河，迎着霞光千万道。”刚放了暑假，在县
邮电局工作的父亲就托开邮车的曾师傅
带我去火车站看火车。曾师傅没让我下
车，火车来时，他去取邮件，我就坐在驾
驶室观看！当时感觉火车好长好长，有
点像是一条巨大无比的绿色的肥肥的猪
儿虫！

第一次坐火车是1976年11月12日，
新兵入伍。坐的是铁皮闷罐车！一节闷罐
坐两个排60人。很挤，空气不好。

后来考上军校，毕业留在襄樊。开始
每年是探父母假，一次20天。结婚后是休
婚假，每年一次30天。所以这襄渝线我是
再熟悉不过了！当时襄渝铁路隶属三个铁
路局，各管一段。从襄樊上火车，先要在安
康住一晚，然后在达州住一晚，回趟重庆单
面要三天两夜方可到达！一个人在车上极

其无聊！回时归心似箭，返时度日如年。
尤其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与新婚妻子告
别，简直肝肠寸断！为调节情绪，我想出了
一个打发时间的办法，就是数车站。对照
列车时刻表，一个站一个站对照记，加上认
真听每次列车广播员的播报，仅一年我就
记住了襄渝线上的全部站名。再后来我就
研究这些个站名，比如十堰为什么叫十堰
而不叫九堰？安康为什么要叫安康而不叫
安平？这样一来愁绪顿消。有时想着想
着，伴随车轮哐当哐当的节奏，不知不觉就
进入了梦乡！

1984年11月26日上午10点，我望穿
眼望断脖子盼望了整整三年的调令终于
到了。我用30分钟办完转组织关系、工
资关系、军需关系的手续。用30分钟与
领导、同事、老乡作简短告别。拒绝几成
惯例的单位欢送会、战友惜别和送行。
11点要了个卡车到火车站托运早就捆好
的行李，下午一点办完，就急急赶去售票
大厅买回重庆的车票。谁知票早已经售
完，要等五天后才有可能买到票！五天？
五分钟我也不愿等。当时春运已开始，襄
樊站出现了返乡的民工潮。售票大厅、候
车大厅、站台到处都是人！当一列火车到
站，候车人群蜂拥而上，局面完全失控。

我连续挤了五趟回重庆的列车，都没挤上
去。到夜晚12点只有最后一辆回重庆的
车了！我改变策略，不去每节车厢的车门
囗挤，而是选择一个坐着一位老大爷的窗
口，声情并茂地求他，说：“有紧急任务，
如果今晚上不了这趟列车就赶不回去
了，要受纪律处分！”看他不为所动，就
加大力度，说：“求大爷，救救我。”也许
是言词切切，也可能是这身军装，在火车
起动三秒前大爷打开了车窗，我噌的一
下翻了进去！后面几个翻的，被大爷推了
下去。后来一问，大爷姓王，巧了，他有
个儿子也在部队！发车时，车厢里全站满
了人，连转身都困难。我是站了十多个小
时到的安康，快下车时才补上票。到达州
以后稍微好点，但仍旧是站回重庆的。
第三天深夜，当我敲开江北猫儿石妻子
的家门，妻子愣住了！她问“你是出差
还是探亲？”我回答：“调回重庆啦！不
走了！”闻言，妻子哇哇大哭起来！岳父
母惊醒，问明原委，也跟着哭起来。喜极
而泣呀！后来邻居被惊醒，岳父母赶忙去
道歉！

不久，陕、成、渝三个铁路部门联营，襄
渝线运营一下联通了。后来，重庆到北京
通了九次和十次特快，出行坐火车更加方

便了！随着国人的腰包鼓起来，坐火车随
便可选择卧铺甚至软卧了。再后来，随着
飞机的快速发展，再加其他交通工具增多，
坐火车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直到高铁的出现！
中国高铁始于1998年5月，标志是深

广铁路电气化改造完成。6月，京广铁路区
段时速达到240公里，创下“中国铁路第一
速”。一年后秦沈铁路 404 公里全线贯
通。2002年，中国自主研发的“中华之星”
电动车组再创321.5公里时速。2004年，
中国铁路进入崭新时代，在攻克九大核心
技术之后，连创多个世界第一：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时速达350公里的京津铁路运营；
最长的武广高铁运营；首条修建在湿陷性
黄土地上的郑西高铁营运；首条地处高寒
的哈大高铁运营。到2014年，中国高铁运
营里程达到世界第一！目前，中国高铁不
仅占了全球高铁30%的市场份额，而且高
歌猛进海外，先后与多个国家签下了修建
高铁的大单！

“先生，西安站快到了，请您做好下车
准备。”乘务员甜甜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
中。啊，好快！过去乘飞机有“一日千里”
之说，这次坐高铁更有“半日千里”之快。
什么叫风驰电掣？什么叫穿越时空？什么
叫四平八稳？什么叫至尊享受？坐一回高
铁你就会找到全部感觉！下车后，望着白
色的像火箭一样飞驰的“和谐号”和“复兴
号”，我心中感慨油然而生：改革，给中国注
入了强劲的动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衷
心祝福啊！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在未来的快
车道上，车轮滚滚，一往无前，奔向更加美
好的明天！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江水滔滔 芳草茵茵
长廊亭榭 繁花织锦
这是我眼中的江津
人杰地灵 物华天宝
文化兴盛 名扬四方
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江津
它没有江南雨巷丁香一样的

意境
却有溢满江南韵致的诗情画意

细雨菲菲 如丝如缕
浥湿长满青苔的古镇石巷
满城繁花次第开放
空气里弥漫着桂花的馨香
脚步不能驻足
这里的美景此起彼伏
让人目不暇接
顺着历史遗留下来的脉络
于斑驳的古城
寻找这片神奇土地的诗情画意

漫步在烟波浩渺的大江之津
这里的一山一水
这里的人文风景
多么令人神往
绿茵铺满的步道

斑驳的青瓦白墙
听到暮雨
敲打着青石板
滴答滴答的清唱
从竹楼飘出的笙声
高亢而又悠扬
我想着丁香一样打着油纸伞

的姑娘
轻轻的走过四面山的牧场

重庆 江津
多么令人向往的地方
这里错落有致的吊脚楼房
在雾霭中隐约可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处处绿树成荫 奇峰异石
鸟语花香 相得益彰

中山古镇的桫椤林山道上
爱情的天梯通向悬崖峭壁
6000多级阶梯是真爱凝聚的

力量
成为最感人的爱情绝唱

古镇三合场
植被繁茂 青色荡漾

街道两旁的参天古树
延伸成一道绵长的翠绿屏障

沿着万寿宫 郑家祠堂
满目古城风光 拾阶而上
这里有十里峡谷景廊
这里有老茶酒馆作坊
烟熏豆腐 石板糍粑
五粮咂酒 农家菜肴
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钟云舫 金碧辉煌
沉淀着灿烂深厚的文化历史
始于明朝 繁盛大唐
飞檐画壁 镂空雕梁
戏台楼阁 奇檐斗拱
匠心独运 旖旎风光
淳朴的民风自成一处文化长廊

四面山 百川垂挂
丹霞赤壁 有紫气袅绕
宛若万马奔腾 磅礴气势
倾泻激荡 轰然鸣响
看苍山尽染 天高水长
被誉为人间奇迹
千瀑之乡

塘河古镇 白沙镇 依水而居
毗邻接壤 声名远扬
大圣寺的钟声
在盛唐时代就已敲响
梵音天籁 余音绕梁

江家码头 渔舟唱晚
好一派舟马不绝
商贾如云的繁华景象
笋溪河的穿斗式吊脚楼上
客栈满棚 觥筹交错 歌舞

霓裳
揽山色入怀 开怀吟唱
望石门大佛 高于十丈
依岩而立
宛如明珠 耀耀其光

云雾坪景区游人如织
黑石山上 代代薪火相传
好多名人雅士
千古流芳

这里是旅游辞典
这里是孕育文化的宝藏
放眼巴渝圣地
双凤场 会龙庄
规模宏伟 气势辉煌
这是错落有致的古朴建筑
享誉美名 天下第一庄

巍巍鼎山之路
背依青山 面迎长江
英雄的纪念广场

树立着聂荣臻元帅的
雕像

先辈曾经的故居
在历史的风烟中历尽沧桑
是我们民族坚挺的脊梁
红色的革命精神
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继续广大发扬

商德古镇 文化流芳
民居乐园 流连难忘
这里是中国长寿之乡
这里是中华诗词之乡
这就是大美的重庆
这就是美丽的江津
别有一番洞天
更胜一筹风光

文人墨客 挥笔豪情万丈
中华诗词 书写最美华章
四面山水情 千里至江津
诚邀天下客 共为诗词人
在巴渝大地发扬
就如黄河长江
一日千里 喷薄而上
文化盛誉
始之亘古 源远流长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

员、重庆志愿者联合会副会长）

思绪伴随车轮飞
陈益

诗/ 绪/ 纷/ 飞

江津诗情
雷学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