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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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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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重庆星笙婴母婴护理有限公司：本委已依法受理聂国凤诉你单位
因劳动报酬劳动争议一案（渝两江劳仲案字〔2020〕第2150号）,
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及出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视为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本委应诉。本
委定于2020年12月15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庭（重庆渝北区加
工区一路7号金泰.彩时代2号楼16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
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9月25日

工程质量整改通知
谭祥益、杜大德、谭逢安同志:

据(2018)渝民终615号判决确认，待玉茗建设公司对天
尧新世界商住楼1#、2-1#、2-2#楼构造柱整改后石柱土家族
自治县豪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退还 3%的质量保修金
2585204元;依你方与本公司的《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
《解除合同协议书》，你们对前述工程质量问题负有整改义务，
现本公司正式通知你们在接此通知后于30日内进场自费整
改，逾期进场整改视为你们拒绝履行整改义务，本公司将依法
诉请你们连带赔偿本公司质量保修金损失。

附整改工程清单:1、天尧新世界1#、2-1#、2-2#楼构造
柱平面布置不满足设计图纸及规范要求;2、天尧新世界1#、
2-1#楼已设置构造柱的施工质量不满足设计图纸及规范要
求，天尧新世界2-2#楼已设置构造柱的施工质量不具备现场
检测条件; 3、天尧新世界1#、2-1#楼部分位置墙体拉结钢筋
设置数量及施工质量不满足设计图纸及规范要求，天尧新世
界2-2#楼墙体拉结钢筋的施工质量不具备现场检测条件等
整改问题。

特此通知
玉茗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9月24日

寻亲启事
本人周利君（身份证号码500382198606299349）于2018年

3月15日凌晨5点40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沙中路汽车站附近捡拾
一男婴（现取名邓鑫辰，2岁半），身高：92厘米，圆脸，现寻找小孩
亲生父母，望知情者速与本人联系，电话18883069565，或者与重
庆市合川区大石街道派出所联系，电话02342672348

● 重 庆 市 江 津 区 几 江 紫 荆 幼 儿 园 公 章
（5003815015731）声明作废。●重庆渝满祥房地产营销策划行遗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渝北区鑫露纯净水经营部公章5001127072404作废。

重庆涌泉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南川环保产业园项目（一期）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重庆涌泉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南川环保产业园项目（一
期）位于南川表面处理加工区内，新建一座污水处理站，处理
规模5000 m3/d（污水回用率40%）。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承担环评编制工作已基本完成，现向项目周边居民、企事业
单位等公开征求意见。本项目报告书全文、公众意见表查询
网址链接为：https://yong- quan.com/a/public/2020/
0923/24.html，如需查阅纸质报告请至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
司B座14楼生态环境咨询院查询。2020年9月24日~2020
年9月29日期间，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的方式反馈给
我们。若您还想了解项目更详细的信息，请与环评单位直接
联系。反馈方式：陶女士023-61513286

重庆市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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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小江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范围为
小江及其支流共26条河流，涉及重庆市开州区、万州区、梁
平区和云阳县四区县部分乡镇，大部分分布于开州区。小江
流域现有已建电站 120 座，在建电站 3 座，总装机规模
131.155MW。经优化调整后，除已建、在建的123座电站
外，取消规划新建14座电站和已建8座电站的技改的规划内
容，仅保留普里河规划的跳蹬水库坝后电站（利用跳蹬水库
生态放流和汛期余水发电），装机容量6.25MW。规划方案
总体上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与国家和重庆市相关
各项规划、政策法规基本符合，与相关区县各项规划基本相
协调，符合重庆市及相关区县“三线一单”要求，对已建在建
电站提出了下泄生态流量和监控监测等补救措施，对流域生
态环境改善起积极作用，规划新建的生态电站实施对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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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境影响的角度分析，优化调整后的重庆市小江流域
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是可行的。目前，重庆市水利局已
组织完成了《重庆市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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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规定，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征求意见稿纸质件查阅地
址为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规划影响和结论、公众意见表网
络链接为http://slj.cq.gov.cn。公众在公示期间可通过信
函、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方式进行意见反馈。

重庆市水利局 2020年9月25日

公 告
“尚城半岛”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

“尚城半岛”项目位于大足区棠香街道办事处清明桥路219号，由重庆市
大足区良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由于该小区幼儿园室外场地活动
较为异形，为了提高幼儿园品质，重庆市大足区良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
对小区主入口至4#楼之间的消防道路进行局部调整。现拟将调整情况进行
公示，公示时间为2020年9月27日至2020年10月3日，公示地点为“尚城半
岛”小区现场、售房部及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www.
dazu.gov.cn/qzfbm/qghzrzyj/）, 请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相互转告。

若各位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无重大异议，公示结束后我局
将依法按程序对该调整办理相关规划手续。特此公告

联 系 人：何老师 联系电话：43394705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9月25日

重庆市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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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汤溪河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范围
为汤溪河干流及其9条支流，涉及重庆市巫溪、云阳、开州三
区县部分乡镇，经优化调整后，除已建在建的65座电站外，
取消了本轮规划新建的6座电站，仅保留支流团滩河规划新
建的向阳水库生态电站（利用向阳水库生态基流和汛期余水
发电），装机容量4200kW，流域干流及支流均未规划新建其
它电站。规划方案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划要求，符合
重庆市及相关区县“三线一单”要求，对已建在建电站提出了
下泄生态流量和监控监测等补救措施，对流域生态环境改善
起积极作用，规划新建的向阳水库生态电站实施对环境的影
响能为环境所接受，不会造成区域环境质量发生重大变化，
从环境影响的角度分析，优化调整后的重庆市汤溪河流域水
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是可行的。目前，重庆市水利局已组
织完成了《重庆市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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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规定，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征求意见稿纸质件查阅地
址为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规划影响及结论网络链接为
http://slj.cq.gov.cn。公众在公示期间可通过信函、电子邮
件、传真、电话等方式进行意见反馈。

重庆市水利局 2020年9月25日

●遗失重钢产业公司商业贸易公司商务分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90295751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钢产业公司商业贸易公司餐饮部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90299608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钢产业公司商业贸易公司技术服务分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90298641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钢产业公司商业贸易公司钢铁村经营部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90296360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钢产业公司商业贸易公司交电分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001041996357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钢产业公司商业贸易公司服装部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90295876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武隆工业园区白马、长坝组团规划（修编）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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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现将重庆武隆工业园区白马、长坝组团规划（修
编）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予以第二次公示。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cqwl.gov.cn。2、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规划实施影响的所有公众，及对本规划实
施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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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链接http:
//cqwl.gov.cn）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规划编制单位或环评单位
联系人邮箱，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规划编制单位或环
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年9月23日-2020年10月12日。5、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
单位：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张工；电话：
18725795340；邮箱：1228720923@qq.com；传真：68645011

荣格公司渝BR9253营运证500110115167遗失作废
安格公司渝D76952营运证500110109351遗失作废
久木公司渝DP0819营运证500110111462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本公司不慎将以下防伪标识遗失：460398488492、598296835322 、
990872673430 、2535222870 、252816945058 、194208473149 、
621775326036 、380985325974 、467887717098 、721284669187 、
829314002034 、778174333551 、176473524177 、139344409346 、
265443617727 、943631859057 、260492085048 、602296288527 、
854023472890 、603385637532 、865120673535 、945789004970 、
424499579457 、228264564445 、379681162733 、132919540395 、
373751170711 、498708330374 、457459474684 ，特声明作废。

重庆新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9月24日

重 庆 惠 众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渝 G20152 营 运 证
500110062765遗失。东能长寿分公司渝A1H757营运
证500115064853遗失作废。重庆聚万物流有限公司渝
D07932营运证500110112191遗失作废。鸣通万盛分
公司渝D14101营运证 500110111974遗失。尊宏公司
渝BL1531营运证500110069161遗失。重庆芸晟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渝A65517许可证号500105011451营运
证号500105007122 遗失作废，重庆屯达储运有限公
司渝BQ2909运输证号500112009948 遗失作废。重
庆 贵 港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渝 B7A691 营 运 证
500110070776 遗失作废。弘观公司渝 D07248营运
证500110077991渝D6553挂500110078875营运证遗
失作废。万盛经开区文桃公司渝 BJ6290 营运证
500110006523遗失作废。重庆和弘物流有限公司 渝
D89838 营运证号：500110087267遗失作废。

遗失公告
重庆远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遗失业务报告防伪码36枚，编号如下：
789661162013、546334439810、679283949045、621954708327
582059700013、228503786968、103425307154、215602280367
450438070377、652279884389、228982917286、234237496535
107037653911、414728421910、865367880331、539415062641
186822514712、627728136490、735515630111、850063725674
400283495144、423262652796、147208451986、815096906631
460391687430、365551896147、190310873773、735737563380
767989318558、655831033588、459814739151、650999723799
735831325197、565907808798、939623225256、600004853956
特此公告 重庆远舰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20.9.23

寻亲启事：本辖区百里村3组蒋叶春，
1993年5月7日出生，女，于2019年
贺先勇在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召口村
人和铁矿务工带回百里村3组一起生
活，且一直无户口。现开州区雪宝山

派出所将该女子信息发布，如有走失亲属请速与开
州区雪宝山派出所联系，电话，023-52417298
●遗失重庆桂陈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为500382705631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桂陈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发票专用
章，税号为91500117MA60D2565C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逸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
税号为91500000MA5UPRB709声明作废●重庆库铂科技有限公司公章（5003817081015）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华 冰 酒 店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91500110MA609FNM43）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公 告
立普威陆（重庆）集团有限公司：本委已依法受理尹武松诉你
单位因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劳动争议一案（渝两江劳仲案
字〔2020〕第2175号）,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出庭通知书等，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
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本委应诉。本委定于2020年12月16
日下午14时在本委仲裁庭（重庆渝北区加工区一路7号金
泰.彩时代2号楼16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9月25日

重庆天值土地房地产估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重庆亿融资
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市资产评估协会防伪标
识，共计 46 枚：443625883841、640076354376 、969587164697 、
193892949457、161450002180、251937870630 、542337170536、
992226896177、498150415448 、153126409541 、402600326313、
888389897249、335637572445、426193950469 、598825659863、
279941855634、783938380671、578575381358、343759525348、
612448992470、536798138842、533049236272 、161913834294、
939606374322、283675842633、268394067183、538297930439、
757066704516、794730853596、437329222659 、270125551389 、
864959926123、682801785161、288690989630、157735659961、
774344006368、769556267850、228869182733、853607221281 、
250608042147、508341286066 、947492735236、490702525051、
739310758885、504214424861、833220890452 声明作废

重庆市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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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梅溪河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范围
为梅溪河干流及其9条支流，涉及重庆市巫溪、奉节、云阳三
区县部分乡镇，经优化调整后，除已建在建电站外，保留规划
新建的渡口坝水库生态电站（利用渡口坝水库生态基流和汛
期余水发电），装机容量900kW。规划方案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和相关规划要求，符合重庆市及相关区县“三线一单”要求，
对已建在建电站提出了下泄生态流量和监控监测等补救措
施，对流域生态环境改善起积极作用，规划新建的渡口坝水库
生态电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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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境影响的角度分析，优化调整后
的重庆市梅溪河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是可行的。目
前，重庆市水利局已组织完成了《重庆市梅溪河流域水能资源
开发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按《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征求意
见稿纸质件查阅地址为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规划影响及结
论网络链接为http://slj.cq.gov.cn。公众在公示期间可通
过信函、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方式进行意见反馈。

重庆市水利局 2020年9月25日

减资公告:重庆市石留溪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MA6064CG90）经股东决定，
拟将注册资本从50万元减少到10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债务人到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9月2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南健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080075795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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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公 告
查源丽尔科技（重庆）有限公司：本委已依法受理宋军、罗治
禄诉你单位因劳动报酬劳动争议一案（渝两江劳仲案字
〔2020〕第2029号、2030号）,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出庭通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请你单位
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本委应诉。本委定于2020年
12月16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庭（重庆渝北区加工区一路7
号金泰.彩时代2号楼16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9月25日

接 房 通知
重庆市合川区黄金桥社会福利院片区旧城改建项目选择产
权调换房屋的被征收人：

本项目1号楼产权调换房屋已达到交房条件，为维护被
征收人的合法权益，现就交接房事宜通知如下：

一、交接房屋时间及地点
定于2020年9月27日—2020年9月29日在涪滨9号

项目（黄金涪畔后侧大门进入）还房现场办公室集中办理产
权调换房屋交接相关手续。

二、接房需提供的资料
（一）《产权调换协议书》原件1份，复印件3份；
（二）产权人身份证复印件4份（验原件收复印件，正反

两面）；
（三）户口薄复印件2份（验原件收复印件，复印顺序：增

减页、户主页、现产权人页、家庭成员页）；
(四）配偶身份证复印件1份；

（五）婚姻证明复印件2份（验原件收复印件），如：结婚
证或离婚证或单身承诺；

（六）产权人属未成年人的，需提交监护人户口复印件、
身份证复印件、监护关系证明原件；

（七）死亡继承或赠与的产权人，需提供继承或赠与公
证书（原件）；

（八）产权人属港、澳、台及外籍人士，需出具国家安全
部门给出的证明（原件）。

三、联系人及电话 苟 强：02342755162
特此通知

重庆市合川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
2020年9月25日

公告
我司承建的丰都县南天湖镇小石院撤并村改建公路工程，于

2020年5月1日竣工并交付使用，现已与建设单位丰都县南天湖
政府结算完毕。请所涉及本工程的劳务班组和各位工友、原材料
供应商等以及相关本工程债权人，请在本公告之日（登报之日
2020年9月23日）起30天内到我司工程部进行对账结算、领取
各种应付款项。逾期后果自负并视为自动放弃，请相互转告！联
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洋河中路116号2单元13-2 联系人：冉先
生 王女士 联系电话：18580301999 13108904478

四川川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3日

遗失重庆宇来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 3100222209000019351）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永川大南门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6185103、机构信
用代码证G10500118046185109作废

公 告
重庆珂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已依法受理任琴、赵洪萍、
刘琴琴诉你单位因劳动报酬劳动争议一案（渝两江劳仲案字
〔2020〕第1886号、1887号、1888号）,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
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
出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请你单位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本委应诉。本委定于
2020年12月15日下午14时在本委仲裁庭（重庆渝北区加
工区一路7号金泰.彩时代2号楼16楼仲裁庭）开庭审理。
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9月25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华西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8681458008U）股东决定，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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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重庆市沙坪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金丰广告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 刘倩 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案号为渝沙劳
人仲案字〔2020〕第906号。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仲裁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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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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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决定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 上 午 9 时 30
分在沙坪坝区小龙坎新街42-1号人力社保局2楼，沙坪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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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此作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沙坪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遗失南岸区搏云彩钢棚厂营业执照，
注册号500108600247880，声明作废。●重庆达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5001051220336，声明作废。●重庆长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5001057032582，声明作废。●遗失2020.5.22发张清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JY15001120286992作废●遗失重庆铺宝宝互联网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公章一枚（编码500112704729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潼南区纵横科技经营部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潼南支
行大佛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775840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泓象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刻章证明声明作废●遗失罗梓维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132095作废●遗失2017.2.21颁发的重庆市渝北区威尔教育培训学校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证书(法人)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12MJP55119X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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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667600006980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圣凯东机械销售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
用章、发票专用章、陈转红法人私章，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潼南区瀚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布克兄弟(上海)商贸有限公司重庆第一分公司遗失发票
专用章一枚，编号91500105MA5UNRQLX0，声明作废。●重庆红虎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渝A36960
营运证500105015725遗失，声明作废
身份证遗失声明 : 本人肖晖2020年9月21日不慎
遗失身份证 510212197706023529，自遗失之日
起，非本人持证，任何以此证件作证明或抵押、签署
之具有法律效力之文件均非本人授意或签署，由此
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
员 刘明森）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大
渡口区八桥镇通过全员参与、全程把控、全
面落实举措，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升
群众人居环境。

据了解，八桥镇发挥1400余名党员示
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团员、群众参与，以
群众支持推进工作。同时，建立“周推进、
月协调、年考核”工作机制，总结经验与
得失。利用宣传栏、展板、小册子等积极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并借助学习强
国APP、德分宝、工作微信群、QQ群等
载体，打造“线上+线下”宣传教育模式，
引导群众认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意
义，培养居民垃圾分类意识，截至目前，
共推送学习信息200余条，组织宣传活动
62场，培训570人次，发放宣传品3万余
份。

八桥镇“三全”举措积极推进垃圾分类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
员 刘应香）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1周年，
激发广大家庭的家国情怀、爱国热情、民族
精神，日前，九龙坡区妇联开展了以“弘扬

抗疫精神 传承优良家风”为主题的亲子
活动，通过前期线上征集，共有40组家庭
参加。

据介绍，参加本次活动的亲子家庭来

到重庆巴人博物馆，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
观了九龙坡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题展。
讲解员为大家讲述了一个个坚守一线的抗
疫英雄的感人事迹，大家深受感染。在本
次活动中，九龙坡区妇联及该区民政局还
为孩子们送上了中秋、国庆节礼物。

九龙坡区妇联举办公益亲子活动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
员 万春）为实施脱贫攻坚“志智双扶”专
项行动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帮助困难家庭
子女健康成长，璧山区妇联近日在青杠街
道双路社区开展了帮扶困难家庭子女及监
护人家庭教育主题讲座和心理健康团辅活

动，青杠街道50余对建卡贫困户子女、困
境儿童及监护人参加活动。

在活动现场，重庆市级家庭教育讲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周守兵老师为孩子
们开展了“世界因我而美丽”的心理团
辅，从树大愿、认真学、懂感恩三个方面

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寻找正确的人生
目标，拥有积极阳光的心态，对未来生活
充满信心和希望。同时，他还为家长们
带去了“齐建幸福家庭 合力脱贫攻坚”
家庭教育讲座。活动最后，东方童民族
艺术教育负责人邓思羽为到场的每户贫
困家庭儿童捐赠了书包和牛奶，以爱心
善举助力脱贫攻坚，传承大爱。

璧山区妇联开展帮扶困难家庭团辅活动

重庆今明阴雨绵绵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

亨）据市气象台预计，昨天短暂的晴天后，从
今天开始，雨水又将席卷全市，明天降雨持
续，雨量普遍小到中雨，局部地区还可能遭遇
大雨。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9月25日：小雨到中雨，20℃～23℃。
9月26日：小雨到中雨，19℃～23℃。
9月27日：阴天，19℃～24℃。

清华学子的环保梦想
记者近日前往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低碳与生态环

保研究中心，专访了雷晓玲，和她的话题是从清华大学开
始的。

雷晓玲师从中国自己培养的首名环境工程博士、清
华大学环境系教授张晓健，在学习的过程中，她曾跟随导
师张晓健多次参与了水污染防治课题。硕士毕业之后，
她被深圳市水务局相中，成为了一名公务员。

“1986年我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父亲曾
叮嘱我‘环保是一个新的领域，希望你能
够有所作为’，所以我一直有学以致用，
保护青山绿水的梦想。在深圳的工作
朝九晚五很固定，收入也比现在高，但
是毕业后从事多年的专业管理让我
更加深刻和迫切地体会到了对专业
技术知识与技能的渴望，于是我决定
辞去公务员，继续从事专业研究。”

2002年，雷晓玲去了加拿大不列
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深造，完成学业
后，她在一家国际500强外企水务公司做
了一年部门副经理，接着毅然辞职选择了到重
庆工作。回忆起当时的决定，雷晓玲表示绝不是冲
动：“我之所以选择了重庆，是因为重庆处于长江上游，还
有三峡库区，到这里来可以大有作为！我是学水的，只有
到亲水、近水的地方工作，才能知水、治水！”

安全饮水工程获得成功
来到重庆后，雷晓玲通过对重庆的实地调查，发现重

庆不少山区地区的乡镇，都存在饮用水的安全问题。恰
好自己在加拿大学习的超滤膜净水技术可以解决这道难
题，于是她将自己的首个科研重点定在了村镇安全饮水
和山地水环境治理技术上。

为了得到更多的技术支持，雷晓玲联系了自己的恩
师张晓健，张晓健不仅提供了技术指导，还在2007年专
程从北京到重庆，进行实地调研。除了清华平台做技术

支撑外，雷晓玲还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大
力支持，2015年她圆满完成了系列研发与科技转化，为
以后在农村全面铺开的安全饮水工程铺平了道路。

技术研发成功后，雷晓玲开始全力进行成果推广。
经过她不断的技术改良，2015年在海拔1100米的綦江
区郭扶镇高庙坝，她带领团队成功打造了“超滤膜一体化
净水技术示范工程”，这也是她打造的首个村镇安全饮水
示范工程，该工程示范应用效果十分明显，有效保障了当

地2万人喝上安全优质的饮用水。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出色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

多年从事水环境治理的雷晓玲敏锐地感
觉到此事非同寻常：“当时大家的认识
还是新冠病毒是通过飞沫传染，没有提
到水污染的问题，但是我出于职业敏
感，在2月5日就开始联系行业及管理
部门，开始了相关的防控研究。”

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雷晓玲通过
关注外地城市的采样数据，针对性提出了

“因地制宜、分级（风险等级）分区（供/排水区
域）、远近兼顾”的水安全与水环境保护系统防控

理念。雷晓玲还带领团队牵头编制了全国农污行业首
份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疫期期间村镇排水系统运行
管理风险防控工作指南（试行）》，事后证明这些措施都是
明智的。

因为在本地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中成绩出色，
雷晓玲应邀对斯里兰卡、肯尼亚、伊朗等一带一路沿线及
发展中国家16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水行业和高校院所等
相关机构的30名学员进行了在线专题培训和指导，并主
编了一带一路疫情防控指南。

如今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雷晓玲的工作也
恢复了正常，在获得重庆市科协评选的“最美科技工作
者”后，她表示会继续努力：“我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努力让更多的村镇居民喝上安全优质的饮用水……”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受访者供图

提起今
年“最美科
技工作者”、
重庆市科学
技术研究院
低碳与生态
环保研究中
心负责人雷
晓玲，就不
得不说到她
的梦想——
学以致用。
为了实现这
个梦想，从
清华大学环
境工程系毕
业的雷晓玲
放弃了在深
圳待遇优厚
的工作。当
记者问她为
什么选择到
重庆来奋斗
时？她回答
说：“我是学
水的，只有
到亲水、近
水的地方工
作，才能知
水、治水！”

清华学子扎根重庆解决乡镇饮水问题

雷晓玲：亲水近水，知水治水
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人物

▲雷晓玲经常与实验室为伴

雷晓玲在实
地考察

▲雷晓玲和她的研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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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0219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0年9月24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021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6 4 8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021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6 4 8 3 8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003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
0 3 3 3 3 0 3 0 3 3 3 3 1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003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
0 3 3 3 3 0 3 0 3 3 3 3 1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003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0 1 0 3 2 3 1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31 29 17 27 10 15
蓝色球号码

08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20094期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0年9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