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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儿不吃胡萝北：两千元护肤品说买就买，早上坐公
交还是会因为APP便宜两三毛钱觉得划算。

@青衫戏子：说的正是在下，1000元鞋子可以买，但网上
看视频VIP会员账号一定要到处借。

@溜溜溜：这可能是现在年轻人精打细算的方式吧，和
老一辈完全不一样。

培养理性消费习惯
重庆市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谭刚强认为，从这些年轻

人的消费行为来看，该省的省，该花的花，成为了这代年轻人
的新消费观。他们面对感兴趣的事物就不太在乎价格，而不
太感兴趣的就斤斤计较，总之，消费指数与乐意程度挂钩。

虽然说这种消费观乍一看似乎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仔
细推敲会发现，它很容易因为太过随性，导致你为了感兴趣
的事物而消费失控，让生活陷入困境之中。因此，可以总结
一下自己前段时间的消费情况，看是否存在消费失控的情
况；随后，可将消费失控的几个场景记下来，再度面对的时候
提醒自己适当克制。最终，还是建议大家养成记账的习惯，
有助于培养更理性的消费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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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慢新闻深阅读慢生活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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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摄影报道）2020线上智博会将于9
月15日在重庆开幕，届时，将展示当前智
能化领域新技术、新模式等。如果你喜欢
旅游，对于智慧旅游，有着怎样的设想和建
议？当前，重庆一些景区在推动旅游品质
提升时，也加快了智慧景区建设，纷纷利用
大数据、人脸识别等技术开发新应用，为游
客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的高质量旅游服务的
同时，也提升了景区自身的管理水平。最
近，位于涪陵蔺市的美心红酒小镇景区全
新上线了景区电子地图，地图囊括了美食、
住宿、娱乐项目等100多个点位，游客通过
一部手机即可逛遍景区。

位于涪陵蔺市的美心红酒小镇景区，是

一个开放式景区。开放式景区如何了解客
流，并进行管控？“景区打造了大数据监测中
心，通过与电信运营商合作，不仅可以了解
景区实时客流量，还可以了解游客来自哪些
省市，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为景区后续开发
和建设，提供一定的思路。”负责智慧景区建
设的相关负责人谭洪玲这样告诉记者。

9月8日，记者来到该景区看到，景区主
入口和各个主要道路，都张贴了二维码。谭
洪玲介绍，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获
取景区电子地图，开启游玩模式。记者扫描
发现，很快，就出现了景区电子地图，停车
场、厕所、餐厅、古堡民宿、水上乐园……100
多个地方，每一处都标注了代号，点一下代
号，不仅能获得导航地址，还可以提前看到

AR全景视图以及大致信息，即使没有看过
任何景区攻略，凭借一部手机、一张电子地
图即可畅玩。当天，游客黄先生带着女朋友
来到景区，得知景区有电子地图后，他赶紧
扫码。“我们是第一次来，刚才耍了一些游乐
项目，因为不熟悉，正为中午去哪里吃饭发
愁，这下找到地方吃饭了。”黄先生说。

记者从该景区了解到，目前，景区正在
抓紧索道建设，索道长约2公里，连通了山
上的泡桐村，计划今年国庆期间开通运
行。“对于即将开通的索道，我们采用了人
脸识别技术，准备推行刷脸坐索道的新方
式。”谭洪玲说，届时，游客买票同时就可进
行人脸录入，录入后即可乘坐索道，节省了
时间，“以往，游客买票、进入，窗口至少需

要两三名工作人员，现在不仅节省了人力
成本，还实现了购票无纸化，游客也能切身
体验到智慧景区带来的便捷服务。”

今明两天山城小到中雨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

重庆降雨持续，雨水主要在中西部和东南部飘洒，后日全市有雨，局地有大雨。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9月11日：阵雨，23℃～28℃。
9月12日：阵雨，22℃～27℃。
9月13日区：阵雨，21℃～26℃。

6名大学新生家乡喜领助学金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员 安川）“同学们，祝贺你们被理想

中的大学录取，希望你们在大学里继续努力，将来真正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才！”近日，大渡口区五一村村委会，五一村党支部副书记朱书进、村委会副主
任朱红兵为该村今年高考的6名优秀学子送上5600元助学金。今年高考，五
一村这6名学子取得了一本分数线以上的优异成绩。自2011年以来，村支两
委每年对考取本科的优秀学子实行慰问奖励，累计数万元。

▲扫码体验电子地图

“当代年轻人的神
奇消费观”登上热搜

你也有同样的
消费观吗？

“500元东西可以结账，要付10元运费告辞”“超市购物一大堆可以，
买2毛钱购物袋不行”……近日，“当代年轻人的神奇消费观”登上了微博
热搜，阅读量近200万次，网友们看完后纷纷高呼，确实是我本人没错了。

对此，记者也采访了我市多位年轻人，他们不少人表示，经常不知不觉地被这种消
费观支配着。

场景一：网上购物时
100元外卖可以 配送费5元不行

26岁的苏姚在光电园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上
班，单身的她靠外卖度日，但她点外卖有个习惯，
必须要凑够满减，不然就会觉得吃亏了。当然，
点多了的食物她也不会浪费，会大方地分享给同
事们，苏姚还说：“点100元的外卖可以，配送费
要付5元？那算了，换一家重新点。”

苏姚的同事冯小姐25岁，她说自己也是这
样，网上购物500元包邮可以买，可如果400元+
10元邮费就不行。

场景二：外出购物时
买几百元商品可以 购物袋2毛不行

28岁的罗婕家住江北区鸥鹏K城小区，她说，

不知道自己从哪年开始，只要逛超市就要背一个
大布兜子，超市购买几百元的商品觉得很划算，但
如果要付2毛钱的购物袋就会觉得舍不得。

罗婕还自曝，并非会节约购物袋就代表自己
很节约，自己有时候在超市里会做出“买正品为
了赠品”的举动，比如选更昂贵的牙膏是为它送
的卡通牙刷，买饮料为了它送的化妆袋等。

31岁的蒋明艳是一名化妆品销售，她说，逛
街时看到自己穿的T恤80元一件觉得太贵了，
但看到童装打折下来188元，就毫不犹豫地买
了，还觉得非常划算。

场景三：在外消费时
100元/时唱歌划算 4元/时停车费不行

29岁的孙先生在解放碑时代豪苑上班，他说
自己请朋友唱歌100元/小时会觉得很尽兴很值

得，但交停车费4元/小时，会
觉得“贵得咬人”。而如果不
开车，打车回家花30元钱又
会觉得价格合理，孙先生说：

“我有时候都搞不懂自己，但
问了一下，身边的这些年轻人
都这样。”

28岁的胡女士说，自己和
男朋友去吃火锅，吃完如果有
剩菜一定会打包回家，但结账
时，看到火锅花费200元都觉
得合适，可看到打包盒2元一
个就会觉得商家太坑，内心变
得很不适。

重庆晚
报-上游新闻
记者 王薇

游客通过一部手机即可逛遍景区

关于智慧旅游，你有哪些设想？

9 9 3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0205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0年9月10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020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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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002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1 3 1 0 1 0 2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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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0088期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0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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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港彭水港区乌江画廊万足旅游码头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重庆乌江画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委托重庆辰旺工程设计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重庆港彭水港区乌江画廊万足旅游码头工
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已完成，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的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u1qLh5We5TxR0qpALkUmBw 提取码: jq8h，公众可自行通过连
接提取，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书存放于建设单位办公室。公众可自行
通过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vkvL
fOo7XumOBCYzlRleQ 提取码: ap3u进行下载。建设单位联系人：
王老师；联系电话：13594994777；邮箱：27986234@qq.com；环评单
位联系人：黄工；联系电话：136 2769 0966；邮箱：45884253@qq.
com；本次公示征求公众意见的时间为2020年9月11日至2020年9
月24日，公示时间为10个工作日。真诚感谢你的参与！
武陵镇鹿井村生态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武陵镇鹿井村生态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
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该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1.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OzbXduiO 提取码：f7vbpe。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piQXLo3s 提取码：4rtav4。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受建设单位影响或者关心工程建设的公
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个体。
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报告书、公众意
见表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联系人邮箱，或者电话向建设单位或
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建设单位：重庆振旺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包总13635352399，891757517@qq.com环评单位：重庆绿之豪环保
工程有限公司 尹德林18102338609 1835475436@qq.com。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10个工作日内。

重庆市荣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四川飞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何平申请你公司确认劳动关系争议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渝荣劳人仲案字[2020]第129号”《仲裁裁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该裁决书裁决驳回申
请人何平的仲裁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重庆市荣
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未提出诉讼，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荣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9月10日
关于重庆市开州区义和镇2016年第一批高山
生态扶贫搬迁融资资金项目债务清算公告

由重庆通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重庆市开州区义和
镇2016年第一批高山生态扶贫搬迁融资资金项目（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三标段（太康村检槽湾、太康村老沟湾、太康
村老鹰寨集中供水工程、鱼龙中安集中供水管网延伸工程）现
已完工，如以上项目还有未支付完毕的民工工资、材料款、机
械租赁费等，请各位权利人在本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与我公
司工程部联系，并带齐相关原始凭证到我公司工程部登记备
案审查，以便完清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江南新区玉龙路142号6-9（重报万
州中心4幢6-9）公司座机：023-58633188工程部联系人：牟
丽娜 电话：18584786469 邮箱：249937016@qq.com

重庆通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1日

重庆博彬畜禽养殖有限公司云阳县博彬养殖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重庆博彬畜禽养殖有限公司云阳县博彬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已形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
定，特公开以下信息，征求相关公众意见。1、征求受项目建设影响的
公众或单位的意见或建议；2、公众可前往建设单位办公室查阅纸质报
告书，或通过网络（https://kdocs.cn/l/cgJh9NbCeYfe [金山文档]
博彬.doc）查阅报告书；3、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mee.
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
ml；4、公众可通过来电、发送信函（地址：云阳县水口镇水口村9组重
庆博彬畜禽养殖有限公司）、电子邮件（595480441@qq.com）等方式
提出意见。建设单位联系人：刘总，联系电话13628201219；环评单位
联系人：杨工，联系电话18983416870，在您看到此公告起10个工作
日内，可提交意见和建议。 重庆博彬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公告
重庆金纳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本机关受理的李德芬工伤认定申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受理决定书、限期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机
关将依法作出认定。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御临河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
根据本次水能资源规划修编方案：御临河流域已建电站共计
11座，规划新建余水电站1座。本次规划环评在优化调整建
议中建议新增余水电站暂缓开发，规划方案后续实施在认真
贯彻落实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确保水环境、生
态等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经
优化调整后的御临河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方案是可行的。
目前，重庆市水利局已经组织编制完成了《重庆市御临河流域
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报告书”）。现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规定，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报告
书》纸质版查阅地址：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规划影响及结论
详见：http://slj.cq.gov.cn。公众可于公示期间通过电话、电
子邮件、传真等方式进行意见反馈。

重庆市水利局 2020年9月

龙沙镇龙安村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龙沙龙安百万头生猪生态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该
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1.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
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
ITg8oZyE 密码：jzemmd;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
xgmluhHd 密码：e9wh8t。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受建设
单位影响或者关心工程建设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个体。3.公
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报告书、公众意见
表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联系人邮箱，或者电话向建设单
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建设单位：重庆农臻农业
集团有限公司 桑老师 13212530777，363540002@qq.com环评单
位 ：重 庆 绿 之 豪 环 保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尹 德 林 18102338609
1835475436@qq.com。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10个工作日内。

声明：我是重庆霏尔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公司
股东兼法人陈象元。由于公司可能出现股权
交割，在未完成公司股权及法人变更前，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公司未经过我本人亲自签字形
成的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皆不受认可。

废旧设备处置公告
我公司现有废旧设备需处置，处置方式采用整体打包，公开
竞卖方式进行。欢迎有意向的单位于2020年9月14日上午
9点正，携带公司资质证明前来我公司报名，过时不待。
地址:重庆市巴南区花溪工业园区建设大道1号建设工业一
号门 联系方式:黄老师18723347272 2020年9月10日

公 告
四川省泸州志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渝北区竹音路（桂馥

路社区段停车整治工程，已于2019年12月30日竣工验收，现告请
以上项目所有与该工程项目有相关经济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如有未
结清与本工程相关的工人工资、材料款、租赁费等相关费用的，请于
2020年9月 25日前与我公司杨先生联系，申报相关债权债务（须提
供原件及相关材料复印件）。逾期未申报者视为自愿放弃债权，后
果自负，我公司不再受理和承担相应的经济及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先生 电话：13568566155
单位：四川省泸州志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0日

万州区罗田镇六合村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万州区罗田镇六合村生猪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该项
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1.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
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Sfy
WlUTlmZYWBPFE49CUQ 提取码：perq;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_Q9uPH4FpSzSSPsWelpw3A 提取码：44fv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受建设单位影响或者关心工程建设的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个体。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
通过网络链接下载报告书、公众意见表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
单位联系人邮箱，或者电话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
相 关 意 见 。 建 设 单 位 ：重 庆 熊 万 养 殖 有 限 公 司; 聂 春 香
18581394003，344637795@qq.com环评单位：重庆绿之豪环保工
程有限公司 尹德林18102338609 1835475436@qq.com。4.公众
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10个工作日内

●遗失重庆市江津区迪帅鱼养殖场营业执
照正本（500381200028695）声明作废●江津区瑞鑫家电经营部发票章
（5003817029137） 声 明 作 废●育正教育科技（重庆）有限公司公章
（5003817058867） 财 务 章
（5003817058868） 声 明 作 废● 重 庆 市 江 津 区 鼎 山 商 会 公 章
（5003815017227） 声 明 作 废●重庆万友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江津分
公 司 未 备 案 财 务 章 声 明 作 废

公告
重庆宏驰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本机关受理的郭金平工
伤认定申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受理决定书、限期举
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举证
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机关将依法作出
认定。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轨道交通5号线北延伸段（园博中心-悦港北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对重庆市
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重庆轨道交通5号线北延伸段（园博中心-悦港北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信息进
行第二次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 重庆轨道交通5号线北延伸段（园博中心-悦港北路）工程
（二）项目选址 本项目位于重庆两江新区悦来组团和渝北区空港新城。
（三）建设内容 项目线路全长8.639km，其中高架线199m，地下线8.44km，设车站7座，全部为地下站 (分别为玉河沟站、
甘悦大道站、鲁家沟站、中央公园西站、椿萱大道站、悦港大道站、悦港北路站)，项目设狮子山停车场1座；依托大竹林综合
控制中心，利用五号线一期高庙村变电站供电。项目采用As型车，设计正线最高运行速度100km/h，采用6辆车编组。
（四）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 1.纸质版获取 公众可到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西段210号大竹林综合基地查询。
2.电子版获取 公众可访问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告示栏，网址：https://www.cqmetro.cn/gsl/2020/9/7/
1167360.shtml中链接1查阅报告书（公示版）全文进行查阅。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周边可能受到本项目环境影响的个人及团体。
（六）公众意见表链接 公众意见表可于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告示栏(网址：https://www.cqmetro.cn/
gsl/2020/9/7/1167360.shtml)中链接2自行下载公众意见。
（七）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话、电子邮件将公众意见表提交于建设单位。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于2020年9月7日~2020年9月18 日（十个工作日）提出意见。
（九）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23-68002608
电子邮箱：576806913@qq.com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西段210号大竹林综合基地 邮编：401121
(十)环境评价报告编制单位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中冶赛迪重庆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023-68484753 电子邮箱：646128347@qq.com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双钢路1号翰文大酒店10楼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綦江区清溪河流域综合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

本次规划范围为綦江区境内清溪河流域，主要涉及綦江区
的中峰镇全境、永新镇大部分辖境和郭扶镇、古南街道部分辖
境。在开展流域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的基础上，对本流域内场
镇供水、农业灌溉、农村人畜饮水、场镇防洪等主要治理开发任
务进行综合研究，同时对流域内水资源保护、河道防洪、水土保
持等进行全面规划。规划方案后续实施在认真贯彻落实环境
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确保水环境、生态等各项环境
保护措施实施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经优化调整后的
綦江区清溪河流域综合规划方案是可行的。

目前，重庆市南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已经组织编制完成
了《綦江区清溪河流域综合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报告书”）。现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规定，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报告书》纸质版查阅地址：重
庆市南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规划影响及结论详见：
https://www.qj023.com/thread-1773131-1-1.html。公
众可于公示期间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进行意见反馈。

重庆市南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津区江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江津综合保税区绕城南
污水处理系统工程（一期）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重庆市江津区江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江津综合保税区绕城南
污水处理系统工程（一期）现向重庆市江津区广大人民群众进
行公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
网上公示链接https://www.eiabbs.net/thread-338439-
1-1.html；查阅纸质版可到重庆市江津区几江紫荆花园商务
大厦1幢3-1号，公众可于2020年9月10日~2020年9月23
日通过现场递交、发送邮件、邮寄等方式向建设单位联系人提
交公众意见表（联系人：王勇 17783888598）。
重庆市龙溪河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
本次规划范围涉及龙溪河流域重庆市境内的长寿区、垫江县、忠县
和梁平区4个区县，包括龙溪河干流及14条支流，规划修编后龙溪
河流域共计31座电站（其中已建31座，规划技改3座，无在建和规
划新建电站）。规划方案后续实施在认真贯彻落实环境保护有关法
律法规和各项政策，确保水环境、生态等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前
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经优化调整后的龙溪河流域水能资源
开发规划方案是可行的。
目前，重庆市水利局已经组织编制完成了《重庆市龙溪河流域水能
资源开发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报
告书”）。现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条例》规定，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报告书》纸质版查阅地址：重
庆市水利局办公室，规划影响及结论详见：http://slj.cq.gov.cn。
公众可于公示期间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进行意见反馈。

重庆市水利局 2020年9月

泰宝大厦商品房销售许可范围变更公示
我司开发的位于淞沪路、国航路、国安路、国霞

路787、789、3、221、300、69、89号《泰宝大厦》商品
房项目，于2018年9月14日已领取商品房预售许
可证（证号为杨浦房管（2018）第20180537号，杨
浦房管（2018）第20180538号），其中幢号为789、
3、300、69的房屋尚未预订、预售及以任何其他方
式销售，拟申请变更该销售许可范围，现按规定予
以公示，公示期为15天，自2020年 9月 10日至
2020年9月24日止。利害关系人有异议的，可在
公示期届满前向原发证机关（杨浦区区房地局）提
出。联系电话：021-65044157

公示人：上海景荣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9 月10日

重庆市长滩河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要求，重庆市长滩河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规划名称和概要 本次规划范围为长江南岸的一级支流长滩河流域，主要涉及云阳县、奉节县2个区县。重庆市境内河长

58.78km，流域面积720.66km2，河道平均比降7.1‰。流域规划范围包括长滩河干流及其支流，流域已建电站8座（奉节境内5座，
云阳境内3座），装机规模173.075MW。除已建在建电站外，本次规划电站1座，为盖下坝生态电站，总装机规模1500kW。 流域
干流及其他支流均未新规划电站。与规划修编前相比较电站减少了2座，装机规模减少了21.92MW，发电量减少了3833.6万kw.h。
二、规划环评初步结论 流域水电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实施和规划的电站在进一步按规划环评落实
生态保护和补偿措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能为环境所承受，不会造成区域生物多样性明显减少，不会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规划
流域地表水、地下水、大气等环境质量现状较好，具有一定的环境容量，已实施和规划的水电站在进一步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后，不会
改变其功能。重庆市长滩河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符合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划要求，本次流域开发实施对环境的影响能为
环境所接受，不会造成区域环境质量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从环境影响的角度分析，经过本次环评优化调整后的重庆市长滩河流域
水能资源开发规划是可行的。三、规划实施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1）规划实施单位：重庆市水利局（2）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新南
路3号水利大厦（3）联系人：曾老师（4）联系电话：02389079137（5）电子邮箱：737835785@qq.com。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机
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1）评价机构：重庆渝佳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2）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正街160号（3）联系人：尤老
师（4）联系电话：13637791226（5）电子邮箱：315214471@qq.com。 五、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可在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或重庆渝佳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办公室查阅。六、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流域范围内及周
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评价范围内任何关心该规划的公民、专家、政府职员等。七、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网络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xWFFJ4OC3NyMYQ4uMC3-LA（提取码：5252）。八、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公众意
见表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通过信函、电子邮件、传真、电话、手机等方式向规划实施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交，反映与规
划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九、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龙沙镇雨台村生态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龙沙镇雨台村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该项目环评相关
信息公示如下：
1.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ijy1TrE9 密码：fpghhw。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tsqeCEzg 密码：2x6yg9。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受建设单位影响或者关心工程建设的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个体。
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报告书、公众
意见表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联系人邮箱，或者电话向建
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建设单位：重庆斯达
登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程平18983467029，979883295@qq.com
环评单位：重庆绿之豪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尹德林18102338609
1835475436@qq.com。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10个工作日内。

重庆市乌江一级支流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
根据本次水能资源规划修编方案：乌江一级支流流域共计172座
电站（其中已成169座，规划新建3座）。本次规划环评在优化调整
建议中要求取消所有规划新建电站。规划方案后续实施在认真贯
彻落实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确保水环境、生态等各
项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经优化调整后
的乌江一级支流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方案是可行的。
目前，重庆市水利局已组织编制完成了《重庆市乌江一级支流流域
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报告书”）。现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条例》规定，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报告书》纸质版查阅地
址：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规划影响及结论详见：http://slj.cq.gov.cn。公
众可于公示期间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进行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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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经重庆乡村禽怀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7MA5UD3QG9F）成员大
会决议，本社拟将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
专业合作社法》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之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市铜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亘巨铝氧化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杜琪琪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案号为渝铜劳人仲案字
〔2020〕第341号。因与你单位无法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
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0年11月19日
上午9时30分在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中兴东路989号，重庆市铜
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一号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
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铜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11日

公告
重庆恒汇信钢模有限责任公司：本机关受理的谢利华工伤
认定申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受理决定书、限期举证通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本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认定。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富奔物流有限公司渝D60429营运证500115049356
渝BY0970营运证500115042061遗失作废。鸣通万盛
分公司渝D43212营运证500110073298遗失。豪帅公司
渝BS6959营运证500110082137遗失作废。家发公司渝
D9G05挂营运证500110111596遗失作废。

声明，本人邓贇，遗失重庆雅恒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7月20日开具的
契税收据，单号：雅恒收据00003694，
金额13854.59元，声明作废。

重庆市酉水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
本次规划范围涉及酉水流域重庆市境内的秀山县和酉阳县2个区
县，包括酉水干流及26条支流，规划修编后酉水流域共计55座电
站（其中已建54座，规划1座）。本次规划环评在优化调整建议中
建议新增漂水岩电站暂缓开发，规划方案后续实施在认真贯彻落
实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确保水环境、生态等各项
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经优化调整后
的酉水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方案是可行的。
目前，重庆市水利局已经组织编制完成了《重庆市酉水流域水能
资源开发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报告
书”）。现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
例》规定，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报告书》纸质版查阅地址：重庆市水利
局办公室，规划影响及结论详见：http://slj.cq.gov.cn。公众可于公
示期间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进行意见反馈。

重庆市水利局 2020年9月

●重庆坤祥房地产营销顾问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
涪陵分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90001520203声明作废● 陈 雪 梅 遗 失 医 师 资 格 证 书 ，编 码
199850110510213720404162，声明作废● 杜 晓 刚 遗 失 医 师 资 格 证 书 ，编 码
199850110513021700901439，声明作废●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民警邹皓
遗失警官证，警号:105460声明作废●遗失彭子真500224198906109501助理工程师证作废。●渝北区文兴国建财经营部公司遗
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福建省永泰建筑工程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一枚，编号5001051060548，声明作废。●遗失郭祖全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6600219820作废●邓亮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JY15001070106734正副本作废●遗失铜梁县精润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公章一枚作废●遗失夏渝之子刘语辰《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Q500205451声明作废●重庆嘉威物流有限公司渝BU2732营运证500110090163遗失作废●成都宏达伟业贸易有限公司盖章（财务专用章）收据，收据号：0012948-
0012960。于2020年8月29日遗失，该号段的收据作废，特此声明●遗失孔朕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356930作废●遗失父亲张清，母亲付建涛之女张莉圆在2016年1月
18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18233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宸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渝B6675挂
营 运 证 号 码 500402046464 声 明 作 废●遗失朱鹏宇：2010年11月16日在铜梁妇幼保
健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特此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江津区不样餐馆印章备案回执，
编号为：5003812011110310752，声明作废●遗失赵小东保险执业证 00003150000000002019002082作废●遗失吴梦妮保险执业证02003450000080020180900189作废●贺廷超身份证510229195705106398遗失房产证:永川市宝峰镇泸永桥
村7组永川市乡村房产字第7611600，土地使用证证书号3682声明作废●云阳县院庄初级中学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云阳支行院庄分理处开户许可
证账号 3707010120010000512 核准号 J6676000041206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