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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呀，今天又是一个被桂花香叫
醒的清晨。”最近的朋友圈，是否已经被
桂花香刷屏？金秋九月，正是桂花盛开
的季节，屋旁、小路、公园……各处飘满

桂花香，今天，就来看看，轨道
沿线哪些地方能嗅到

桂花香。
记者从巴南

区城市管理局了
解到，巴南区桂
花以丹桂、四季
桂、金桂、银桂为
主，栽种2000余

株，主要分布在龙洲大道、巴滨路、巴文
化公园、老街公园等主干道和公园，市
民可乘坐轨道交通3号线前往，去往巴
文化公园可以在大山村站下车，步行
100多米就能到达。

渝中区虎头岩转盘旁的协信星光
天地，周边居民经常会带孩子前来玩
耍，附近的虎头岩公园颇受喜爱。同
时，边上的几棵大的桂花树花朵繁多，
老远都能闻到香味。天气好的时候，还
能看到居民坐在旁边品香。渝中区经
纬大道上也有桂花香，2号线大坪站6
号出口出站，步行几百米即可到九坑子
公交车站旁。5号线重光站2B出入口
步行十几分钟即到的照母山森林公园，

这儿桂花树比较集中，是散步的好地
方。10号线上湾路站3号出口旁的重
庆广告产业园，园区花香弥漫，徒步其
中，还能欣赏园区创意建筑。

3号线沿线的桂花甚多，喜欢桂花
的小伙伴还可以去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交通大学校园里转一转。5号线大石坝
站3A出入口步行十来分钟即到的鸿恩
寺森林公园，公园里除了桂花树，风景
也很不错。堪称重庆后花园的大学城，
秋天不容错过的自然是桂花了。如果
前去九宫庙步行街逛街，可以乘坐2号
线在新山村站A出入口出站即到，可以
一边逛街，一边赏花闻香。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月

“青春踏浪，代言重庆文旅，让全世界看
到我的美！”作为疫情后重庆首场选美盛事，
9月19日，长江黄金邮轮2020中国·重庆小
姐大赛海选圆满落幕，80强选手脱颖而出，
挺进复赛。

重庆小姐大赛深耕细作11年，早已跳
出选美范畴本身，成为代言重庆城市形象、
推广重庆文旅资源的重要载体。

海选赛次日，由往届重姐冠亚军——
2018重庆小姐冠军骆虹宇、2016重庆小姐
冠军成婷、2017重庆小姐亚军蒋益，组成主
播小分队前往重庆永川，打卡现代主题公园
休闲度假群乐和乐都，上游新闻、抖音和花
椒三大平台全程直播，实时观看人数超过
100万。

直播活动全程高能！乐和乐都野生动
物世界成名已久，它是西部地区首家国家级
野生动物生态旅游园区，集野生动物保护、
驯养繁殖、生态旅游、科普教育、动物救护和
休闲娱乐为一体。

重姐选择乘坐观光大巴入园，开启浸入
式观赏模式。一路行经非洲原野、欧亚大
陆、猛兽王国、澳洲大陆四大区域，体验和狮
子、老虎、黑熊、狼群等猛兽擦身而过的惊心
动魄。它们或在林间坐卧小憩，或在草地奔
跑疾驰，扑食小鸡等活物更是易如反掌，举
手投足尽显野性和王霸之气。

到了步行区画风陡变，这里设有狮虎、
小熊猫、树懒、黑猩猩、松鼠猴、环尾狐猴、非
洲象等多处动物群种馆，最大限度缩短人与
动物、人与自然的距离。捕获重姐芳心的人
气担当，非长颈鹿莫属。长颈鹿的头小小
的，总是睁着一双圆溜溜、湿漉漉的大眼睛，
来者不拒接受游客的投喂、抚摸，脾气和胃
口都是一等一的好。但只要吃饱喝足，立马
优哉游哉踱着步子走远，果然长得英俊就可
以“为所欲为”呢。

乐和乐都的“欢乐世界”（娱乐天堂）更

是如雷贯耳，它由智慧之泉、波斯迷雾、暴风
港、金刚山、飞翔梦工厂、魔法森林、欢乐小
人国、海豚剧场8个板块组成，拥有三十余
项新一代的游乐项目。

这里有世界顶级的娱乐设施，也有充满
想象力的童话盛宴：

可乘24名游客、12.5米高的巨大身躯
将巴士疯狂旋转摇晃，怒吼中嘴里喷出巨大
的烟雾，狰狞的眼中红光闪烁，这是全球第
四套史前巨兽——金刚；

翻滚次数最多，1440度连续翻转，西部
第一座拥有吉尼斯世界纪录头衔的十环过
山车，短短43秒，天空中留下的全是重姐的
海豚音；

古阿拉伯文化打造的波斯迷雾区，有国
内最高落差26米的激流勇进项目——辛巴

达奇航，游客将乘坐小船，从蟒蛇口中喷射
而下，体验乘风破浪的湿身诱惑；

飞翔梦工场里的无敌旋风塔（高空飞
翔），在高空俯瞰全园，顿时生出一种“荡胸
生层云，决眦入归鸟”的气魄。

还有欢乐小人国的家庭过山车、U型飞
碟、跳伞塔、海豚跳、果虫滑车等十多种游乐
项目，简直是孩子们的童心乐园。

此外，“欢乐世界”餐饮、购物等配套服
务一应俱全。园内设有仙踪林餐厅、树精魔
法餐厅和芭蕉叶儿童餐厅等中西风味的大
型主题特色餐厅，满足口腹之欲；还有精灵
工匠之家、四十大盗宝库、小人国礼品屋等
特色产品店，琳琅满目，任君挑选。

短短一天，重姐感受了“人在车中坐，百
兽窗外行”的惊险，也体验了高端游乐设施的
心跳，每个人都意犹未尽，大呼“没玩够”。

作为西部首屈一指、国内领先的现代主
题公园休闲度假群，乐和乐都向来有“西南
迪士尼”的美名。地球村、欢乐世界（娱乐天
堂）、野生动物世界、水上乐园、乐和乐都两江
酒店、熔岩之城六大板块，集惊、险、奇、乐于
一身，绝不是一天就能“走马观花”的地方。

据悉，为了让游客欢度即将到来的国
庆+中秋双重假期，乐和乐都特别准备了重
磅惊喜，比如原价640元/套的家庭套票（2
个成人+1个1.2米以上儿童），立减180元，
现在只要460元/套就可以畅游动物世界、
观看皇家大马戏、乘坐娱乐设备，玩转乐和
乐都。

详情可关注乐和乐都微信公众号，或拨
打咨询电话：61179888

玩转“西南迪士尼”
重庆小姐直播打卡乐和乐都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石亨）昨日，连续两天的艳阳重
新躲到了乌云背后，包括中心城区在
内的重庆各地受降雨天气过程影响，
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
较高。

据市气象台的预计，今日，重庆各地
仍旧以阴雨为主，气温有所下降，中心城
区最高温或仅有21℃。明日开始，天气
逐渐好转，气温也将逐步回升。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今天：中雨转小雨，气温18～21℃
明天：阴天转多云，气温18～24℃
后天：多云到晴，气温18～27℃

今日继续阴雨
明日逐渐转晴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梁正芳：

在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限定的搬迁期限内，因你下落不明仍未
履行搬迁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催告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即视为送达。

请上述被征收人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10日内，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规定，选择货
币补偿或产权调换的方式与房屋征收部门完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和移交相关手续，并自行
搬迁。逾期不履行的，本府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上述催告，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到征收现场办公室
(地址:江北区头塘98号，电话: 17388208770)进行陈述和申辩，并进一步协商征收补偿相关
事宜。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该部分以催告书确定的内容为准)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2020年9月22日

房屋坐落
自立村219号

证载产权人
梁正芳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文号
江北府国征决(2019)第59号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催告书文号
(2020)江府催字第15号

重庆铜梁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日产7300吨熟料及配套生产线搬迁
技改项目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重庆铜梁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承担《重庆铜梁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日产7300吨熟料及配套
生产线搬迁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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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公众征求与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重庆铜梁西南水泥有限公司日产
7300吨熟料及配套生产线搬迁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网络链接地址：https://pan.baidu.com/s/1vG39_
86SN2_rOKTCIWglag , 提取码: 5d3b, 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 链 接：https://pan.baidu.com/s/1w4i6V7GnbJcitnbGLk
cIZw ,提取码: 2eyk,征求意见稿纸质版：重庆铜梁西南水泥有
限公司办公室，铜梁区东城街道飞凤村188号。2、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实施影响的所有公众，及对环境影响评
价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可通过网络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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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电话等方
式向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索取纸质报告和实名反馈相
关意见。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
采取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
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5、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
庆铜梁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地 址：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飞凤村
188 号, 联 系 人 ：申 远 电 话 ：13890278203 Email：
79971599@qq.com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地 址：重庆市渝北区冉家坝扬子江商务中心7楼,联
系人：陈工,联系电话：023-62668337,邮 箱：85638026@qq.com

公 告
重庆市捌壹捌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叶莉、方鑫、胡川、林亚、蒋银、廖勋、谭灿、潘雅
雯诉你单位的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单位
送达渝两江劳仲案字〔2019〕第915-917、919-922、1089
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裁决结果如下：一、被申请
人支付叶莉2020年1月1日至4月8日期间工资合计5897
元；二、被申请人支付方鑫2020年1月1日至4月17日期间
工资6476元；三、被申请人支付胡川2019年11月14日至
2020年4月17日期间工资合计9269元，驳回胡川其他仲裁
请求；四、被申请人支付林亚2019年12月1日至4月17日
期间工资5276元；五、被申请人支付蒋银2019年12月9日
至2020年4月17日期间工资7883元。六、被申请人支付廖
勋2019年 12月 8日至 4月 17日期间工资合计7883元。
七、被申请人支付谭灿2020年1月1日至4月17日期间工
资合计6476元。八、被申请人支付潘雅雯2020年1月至3
月期间工资4500元，驳回潘雅雯其他仲裁请求。限被申请
人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五日内付讫。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60 日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
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
裁决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
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
委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一方当事人逾期不
起诉或不申请撤销又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22日

关于东原.旭辉江山樾三期
南1号楼的交房通知

尊敬的东原.旭辉江山樾三期南1号楼业主：
您所购买的东原.旭辉江山樾

三期南1号楼经相关职能部门验
收合格，已具备交房条件，现特通
过报媒体向您进行交房告知。
集中交付日期：2020年9月26日-
2020年9月27日
集中交付时间：09:00-17:30
集中交付地点：江山樾三期南4号
楼底商

请您携带相关资料与证件前
往办理。

详询：18182367961
重庆旭原创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2日
声明：朱定安遗失重庆市国家税
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3份，
发票代码：150001320130，发票
号 码 ：07952110、07952111、
07952112，声明作废。

公 告
重庆顺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柴发科诉你单位的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渝两江劳仲案字〔2020〕第933号，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裁决结果如下：一、申请人与被申请
人于2020年8月4日解除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
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1,326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27,
256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61,326元、停工留薪期工资
27,256元、鉴定期间生活津贴7473元、鉴定检查费1126元、
医疗费500元；上述款项共计186,263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
本裁决书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完毕。三、驳回申请人其
他仲裁请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 日视为送达。本
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不服
本裁决，可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自收到
本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委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
销。一方当事人逾期不起诉或不申请撤销又不履行的，另一方当
事人可申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22日

关于东原.旭辉江山樾三期南
1、4号楼商铺、车位的交房通知
尊敬的东原.旭辉江山樾三期南1、4号楼商
铺、车位业主：

您所购买的东原.旭辉江山樾三期
南1、4号楼商铺、车位经相关职能部门
验收合格，已具备交房条件，现特通过报
媒体向您进行交房告知。
交付日期：2020年9月30日
交付时间：09:00-17:30
交付地点：江山樾三期南物业客服服务
中心

请您携带相关资料与证件前往办理。
详询：18182367961
重庆旭原创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2日
关于《重庆振新矿业有限公司彭水县桑柘镇道湾饰面用灰岩
矿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并征求公众意见的公告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查阅方式 纸质版获取：公众可到建设单位
所在地重庆市彭水县桑柘镇青蒲村村委会现场查阅。电子版获
取：可到以下网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UBp
dziQnprPwqEfAaUHGw 提取码：1a4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
人和组织，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三、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本次公告主要采取公示的形式进行。
公众可以在公告发布后10个工作日内，将意见以写信、发邮件、打
电话或面谈等形式及时反映给我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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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公示
发布日起10个工作日，即2020年9月21日~10月10日。
五、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重庆振新矿业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彭水县桑柘镇青蒲村九组（小地名道湾）
联系人：黄永 联系电话：13983007599 邮箱：3099725531@qq.com

公 告
重庆宏亚垫江分公司车辆:渝 GB3678 营运证号：
500231019014请车主在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购买
保险并年审车辆若逾期未办理的，公司将根据双方协议
约定解除挂靠关系，并向车管所、运管所申请将牌证注销。

13368336681 023-86622662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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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钢产业公司商业贸易公司九龙坡经营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90310464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钢产业公司商业贸易公司经销部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90299342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钢产业公司商业贸易公司厨房设备分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90299144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钢产业公司商业贸易公司物业分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1041999500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钢产业公司商业贸易公司经营部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1041995556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钢产业公司商业贸易公司建材分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90295564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綦江区金桥镇新木村村民委员会在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万盛支行金桥分人理处开户许可证，账
号为:0803010120010001510，户名重庆市綦江区金
桥镇新木村村民委员会，核准号J6530050294401，开
户许可证编号:653000880672作废

重庆腾升塔式起重机有限公司塔式起重机生产线技术改建
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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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重庆腾升塔式起重机有限公司塔式起
重机生产线技术改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予以第二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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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腾升塔式起重机有限公司塔式起重机
生产线技术改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
络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YvyQFuMmmB-
eUe4Tg1oTw 提取码: jgmu。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重庆腾升塔式起重机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区长电路4号）。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重庆腾升塔式起重机有限公司塔式起
重机生产线技术改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等。（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u0WFb0ingMIhtotEHh
fW6w 提取码: iqa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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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
电话：17723293429 Email：297306081@qq.com（五）公众提出
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09月18日至2020年09月24日。

重庆腾升塔式起重机有限公司 2020年09月18日

接房通知
尊敬的江津金科•世界城业主：

江津金科•世界城规划编号29号楼住宅及底商（公安编
号：住宅鼎山大道146号、商业鼎山大道144、148至166号、
166号附1至9号、168号）物业经竣工验收，已符合交房条
件，请该物业的业主于2020年9月30日9:00至17:00，前往
江津金科•世界城29幢底楼文化活动中心办理接房手续。
接房时请按《接房邀请函》、《接房须知》等资料要求带齐全部
资料以及购房合同、按揭合同、房款缴费依据、代收费（契税）
等缴费依据及产权人身份证、一寸彩色登记照贰张等接房和
办理产权的相关资料。

接房咨询电话：物业(023) 4721 2475
特此通知！

江津金科•世界城营销中心
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通 知
重庆慧仕德房屋租赁有限公司及法人张高峰：

贵司租赁的重庆渝中大坪万有康年国际公寓7-7，在租赁期
未按合同支付租金严重违反合同约定，且注册地址与经办人员均
无法联系，现被九龙坡区工商局列为异常名录。限您于2020年9
月28日前与房东张成莉17384793925联系，逾期未取得有文字
记录相关信息，我将与您正式解除租赁关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不承担任何损失，若你司利用本房屋工商注册等违法行后果均由
你司承担，并保持追究你司违法权利。特此通知！

张成莉 2020年9月21日
遗失以下人员保险执业证：余太桂 00000550000000002019052626、
胡建平02000050022480020180702461、周生英00000550022400002019000902、
王德珍02000050022480020190300610、刘兴秀02000050022480020190300492、
王丽 00000550022400002019000064、王兰雪 00000550022400002019003012、
汪伯贞 00000550022480002019000358、贺静 02000050022480020180600230、
王秀英020000500224800201807006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公告
重庆市涪陵太极印务有限责

任公司工会委员会的工会法人资
格证书23000300271副本及工会
主 席 方 玉（ 身 份 证 号 码 ：
512301196110200305）的法定代
表人证遗失，特此申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海南每天房屋租赁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海南每天房屋租
赁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周刚、张亮、陈培建、罗婉庆、张孝
全、丁小敏、王小龙、黎浪、王湘军、陈艳、冯永莲、王丽丽、
付文超、唐易豪、魏搏、谭雪芹、李天龙、李清清、郑仕豪、秦
昌洋、肖承敬、刘钦元、李录涛、杨文雨、胡骏伟、代倬豪、骆
铖、李苹、田群华、徐浩、罗俊、严小娇、段情刚、周桂松、陈
志益、李薪奎、周永安、周海龙、张露、陈伟、昌蓓、王鑫、谭
春、冯谭海、黄其文、孙爱、陈磊、王高洪、刘汶坤、刘真儀、
黎乐、向小雪、冉鹏与你（单位）计时计件工资争议一案，案
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20〕第2768-2820号。因无法直
接送达和邮寄送达，现依法向你（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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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上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
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3室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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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22日

收房通知
租客刘乾隆您好，截至2020年8月16日，你方尚欠我方租金
45000元，物管费用5108.4元，水费95元，电费370.23元。
2019 年 2 月 25 日 ，你 方（ 刘 乾 隆 ，身 份 证 ：
511602198907071716）与 我 方（ 魏 雯 婷 ，身 份 证 ：
50010719880121942X）签订租赁合同，您方租赁我方位于
重庆市江北区红原路86号附8号的门面，根据合同约定合同
租期为2019年2月25日起至2024年2月25日止。从2020
年3月25日开始你方一直未付我方租金，我方通过微信、电
话、短信多次要求您按合同履行租约，你方拒不回复，拒不支
付租金。根据合同约定你方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我方
现通知贵方，我方将于2020年9月1日之前收回重庆市江北
区红原路86号附8号的门面，贵方需付清拖欠租金、物管费
和水电费共计50108.4元，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特此通知！

公 告
重庆奥丰健身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陈琪诉你单位的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向你单位送达渝两江劳仲案字〔2020〕第1068号，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裁决结果如下：限被申请人自收到本
裁决书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2019年 8月 1日至 9月 1
日期间工资9242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 日视
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
力。申请人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
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委所在地的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一方当事人逾期不起诉或不申
请撤销又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22日

重庆渝鑫环保医疗废物集中收运处置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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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www.cqsdj.gov.cn/tzgg/202009/t20200917_7891190.html,2. 公
众还可通过电话、电子邮箱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取纸质报
告书。建设单位：重庆渝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
13883088999；邮箱：812096688@qq.com,环评单位：重庆港力环保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联 系 人 ：王 工, 电 话 ：13637820623；邮 箱 ：
26620723@qq.com；3.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影响的
所有公众及对本项目建设或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
众。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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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电话向建设单位
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5.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年9月17日至9月23日。

建设单位：重庆渝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7日

●江津区几江世洪餐馆发票章
（5003817023689）声明作废●江津区硒梦园商务宾馆公章
（5003817057409） 发 票 章
（5003817057410）声明作废

●遗失程进保险执业证：511621198809246817作废●遗失兰秋香保险执业证：511621199507186841作废●遗失杨鹏涛保险执业证：513722199312264516作废●遗失蒋雪锋保险执业证：511622199508044630作废

重庆市沱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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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水利局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承担“重庆市沱江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
编）”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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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水利局办公
室或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规划影
响及结论详见：http://slj.cq.gov.cn。公众可以通过信
函、传真、电子邮件或现场填写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
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反映与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意见和建议。联系人：曾老师；联系电话：
02389079137；电子邮箱：737835785@qq.com。

重庆市水利局 2020年9月

重庆展平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渝BU6231车主长期脱离
公司监管，驾驶人员拒不参加公司定期组织的安全培
训学习，不按规定进行强制安全检查和年审。拒绝按
规定强制保险，处于脱保状态，限车主在三日之内到公
司完善一切手续，预期未完善公司将向车管所申请灭
失注销，及营运证注销；后果自负，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万州盛欣宝农业开发养殖基地生猪养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纸第一次公示

万州盛欣宝农业开发养殖基地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意
见征求稿已经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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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拟建项目为养殖场项目，项目总占地
面积8592平方米，其中包括生产设施用地面积和附属设施用地面积；
建筑内容包括5间育肥舍、5间保育舍、2间产房、1间配怀舍、1间隔离
舍、1间药品房、1间管理房及其他附属设施建筑，并安装相关设备。
项目建成后，引进二元种母猪250头（采用人工授精），最终达到生猪
存栏1500头、年出栏量5000头的生猪养殖规模，项目总投资 400
万。2. 意见征求稿及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yIbEDV5dPOGyccHdoyoBTQ 提 取 码 nprw，https://
pan.baidu.com/s/1d-CgWxihmzYM JuzEf9ElgQ提取码udbe，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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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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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州区盛欣宝农业开发家庭农场 周雪华17347908435，
88367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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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赛骏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5MA60ACL5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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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2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顺发林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9MA611W0J71 ）股东决定，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 200万元减少到 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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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22日

遗失重庆展图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101015290声明作废。李昌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500103009170遗失作废。传国公司渝D9035 挂营运证 500110095363 渝 D98035 营运证 500110095348 渝
D98075营运证500110095346遗失。顺延公司渝BU0368营运证500110023731遗失。重庆恭喜发财物流
有限公司渝BY3172营运证遗失。和诚公司渝BS5119营运证500110025392遗失。遗失重庆富越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P6579营运证500115049171 声明作废。尊翔公司渝BA065挂营运证500110044343遗
失作废。遗失重庆富越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T3178营运证500115020697声明作废。桦威公司渝
BY8353营运证500110055815遗失作废。尊翔公司渝A38079营运证500110044219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富越
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T3359营运证 500115030440 声明作废。冀融公司渝 D53664 营运证
500110079638遗失作废。顺永公司渝BU8325营运证500110028035遗失作废。恒业公司渝BN1009营运
证500222091994遗失。重庆康通物流有限公司渝D39486营运证 500110071680遗失作废

江西中云建设有限公司”在建设银行重庆观
音桥支行蔚蓝世纪分理处开立的一般户，账
号:50001064300050204159，银行预留公
章已遗失，现登报声明作废。
江西中云建设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1日

●遗失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商务客运有限公司渝
AX602Z道路运输证500107039657声明作废。●经营者姓名张友豪，遗失2009年3月9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229700032360声明作废。

重庆颛顼生猪养殖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重庆颛顼生猪养殖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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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rK8gW3 密码：ypg4vp，链接：https://share.weiyun.
com/WbGu0ghU 密码：2kyma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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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颛顼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周总
18598700068，7077413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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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鑫雾窝建材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作废。●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西部新城分公司遗
失渝A1G902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602603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三峡喷漆经贸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
发票代码：5000194130号码：01140146声明作废●遗失声明：荣健遗失叉车证，证件号
170413，档案编号170413004，声明作废●遗失龙远吉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08192作废●遗失兰淩熙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133769作废●傅俐凯遗失重庆市永川区中医院开具的重庆市住院医药
费专用收据，单据号T0047084，金额12395.99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三唐图文设计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时代天街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91786301作废●张小莉遗失保险执业证02005250000080002015043803声明作废●彭旭晖遗失保险执业证02005250000080020181101559声明作废●遗失余思格宁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JY25001120221826 作废●遗失杨大森出生医学证明，编号H500275352作废●遗失丰都县教育委员会核发丰都县董家镇中和场虹霞幼儿园民办
学校办学许可证正副本编号教民150023060000881声明作废●重庆家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 公 司 璧 山 文 风 路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530069101203，账号：3100093209200034015声明作废●遗失四川全球通国际旅行社股份公司重庆市九龙坡
区奥体路二号门市部公章编号5001078144683作废●首邦公司渝BR7988营运证500110113310遗失作废●聚熙公司渝D01921营运证500110072759遗失作废●重庆新坐标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7842156903）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2006011920007），声明作废。●重庆靓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江北区分公司财务章遗失作废●重庆司云逸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2019.9.10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60J1L754声明作废●遗失陈杰芳营业执照副本5001093017327-1作废●遗失重庆伊索室内设计有限公司(税号500905083086021)
税控盘，编号66155423137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富加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财务
章一枚（编号5001083050355）声明作废。●重庆九龄嘉诊所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税号91500000MA6124RQ5J)
遗失税控设备税务UKey，编号917005277812声明作废

如何培养孩子“逆商”
这个社区专门组织研讨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
讯员 黄黎）虽然每个家长都有教育
好孩子的自信，可是在遇到实际问题
时仍然不免手足无措。近日，大渡口
双林社区在公园尚城小区开展文明实
践活动，业主康丁月律师作为主讲，以

“培养孩子逆商与主动学习”为主题，
围绕家长们关心的让孩子放下手机、
少看电视、热爱阅读、主动学习等话题
进行讲解和展开讨论，在如何培养孩
子逆商问题上为广大家长“支招”。

本次活动参与的群众有40多人，
并通过社交群转发活动信息百余条。
此举旨在呼吁社会、学校和家庭一
起，关心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营造家
庭学习氛围、培养孩子主动学习的好
习惯。

乘坐轨道交通
探寻金秋桂花香

▲巴南区桂花盛开 陈永新 图

▲鸿恩寺公园桂花香气浓郁

◀市民们沐浴着桂花
香气休息

▲重庆小姐直播打卡乐和乐都

3 8 5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0216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0年9月21日

基本号码
09 02 23 08 20 27 07

特别号码
29

中奖号码：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20093期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2009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8 11 17 31 35+ 07 11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021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7 9 7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021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7 9 7 0 3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003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0 3 3 1 3 1 3 0 3 1 3 3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003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0 3 3 1 3 1 3 0 3 1 3 3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003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3 0 2 0 2 0 0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0年9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