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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家企业入围参评资格，资产上亿元
的有34家，年度营业额超10亿元的有15
家，年度纳税额上1000万元的有24家……
记者获悉，经过近一个月的推荐、筛选，由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市总商会联合主
办，重报都市传媒集团承办，金科股份独家
冠名的“2020年度渝商”评选活动报名已经
截止。今日起，活动将进入网络点赞环节，
参评人名单将在上游新闻的活动官网进行
集中展示，并接受公众人气点赞。

渝商评选活动是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创立于2006年的一项大型财经类评选活
动，此前已会同重庆市总商会成功举办七
届，让“渝商”概念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
同。2020年6月，评选活动实现了良好的

成果运用，重庆市职称改革办公室发布的
《关于开展2020全市特殊人才职称申报评
定工作的通知》中显示，获得“年度渝商”、

“年度新锐渝商”、“十大渝商”、“十大新锐
渝商”等称号，可直接申报经济类的副高
级职称。

组委会表示，在持续开展了七届14年
渝商评选活动基础上，发起“2020年度渝
商”评选活动，是贯彻落实企业家座谈会精
神的具体举措。活动将进一步加强关心支
持爱护民营企业的舆论引导，推动营造重
庆良好投资营商环境。本次活动也将深度
挖掘在2020年疫情期间，坚守行业并积极
带动重庆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民营
企业标杆、领军人物，表彰其在工作中取得
的成就与亮点，充分展现民营企业迸发的
创造活力，助力重庆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
程，实现重庆民营经济助推重庆发挥好“三
个作用”的新作为。

记者了解到，本次渝商评选，接受单位

推荐及自荐报名，经各级主管单位、商会协
会积极推荐，126位民营企业家参与报名，
涵盖了高端制造业、电子信息、生物医疗、
新能源、新材料、物联网、金融等多个产业
的领军人物。经过组委会对参评人参评条
件的资格遴选后，最终有61位候选人进入
网络人气点赞环节。

“此次入围的，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
者。”组委会相关人员介绍，从候选人所在
企业来看，资产上亿元的有34家，2019年
度营业额超10亿元的有15家，2019年度
纳税额上1000万元的有24家。这些企业
总共解决了34387人就业。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企业也非常注重
创新。超一半企业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数
量最高的为291项。还有不少企业在自身
行业领域参与了国家或行业标准制定。

从参评人自身来看，他们也在各自的
领域创新创造，是真正的行业带头人。例
如，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先勇，通过将废旧沥青
路面材料回收再利用，将公司从
传统制造企业转变为科技型企
业，提出并实践了沥青拌和站的
连锁经营模式。公司于2016年
6月成功进入新三板，成为国内
第一家沥青混凝土行业的公众公
司。陈先勇带领企业获得高新技
术企业、重庆市沥青路面再生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市认定企
业技术中心、重庆市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重庆市著名商标、重庆市
名牌产品。

重庆顺多利机车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周继群，引领公司实现
了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制造再到智

能生产为主的转型升级，成为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现代企业。其长期专注的高端
铝合金精密铸造和高精机械加工，凭借超
低速压铸、超高速压铸、真空压铸、局部挤
压、液态模锻、精密加工制造及相关产品
的研发和生产，秉承“把简单做到极致”的
理念，跻身国内高端铝合金压铸技术生产
汽车空调压缩机研发和应用的前列。先
后获得世界知名汽车零部件企业翰昂、法
雷奥、耐世特的信赖并成为其重要的战略
合作伙伴。

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陶石
泉，在中国酒业的红海中开辟时尚小瓶的
蓝海，其创立的“江小白”成长为年轻消费
者公认的第一白酒品牌，产品远销29个国
家（地区）并获得98个国际顶级烈酒大赛奖
项。他还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白酒质量安
全追溯体系规范》。

角逐人员众多，到底哪些人有机会入
选2020年度渝商、2020年度新锐渝商？广
大市民也可以参与进来为你支持的渝商

“打call”。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更多社会大众了

解各位入围的参评人，也为了给参评企业
提供更多的展示平台，今日起，“2020年度
渝商评选”活动将进入公众点赞环节。在
今日早上9点到10月15日下午6点期间，
广大市民可以下载上游新闻APP，点击
APP右上方活动页面，进入2020年度渝商
评选活动专题，为自己心中的优秀渝商点
赞加油。

据悉，此次评选最终评审结果将按照
专家评审（70%）+公众点赞（30%）计算总
分，从而评选出获奖名单。点赞数排名前
三的参评人将自动进入获奖名单。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34家资产上亿 24家年度纳税超千万元

“2020年度渝商”评选活动报名收官 快来为他们点赞

还记得去年文博会上众人追捧的故宫
风吗？记者了解到，在即将于10月15日开
幕的2020重庆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
（以下简称“重庆文旅会”）上，婉约灵动的
江南风和南海三沙的碧海蓝天，将让你感
受到祖国大好河山孕育出的人杰地灵。

据重庆文旅会组委会介绍，不论是过
去的文博会，还是融合升级之后的文旅会，
一直都致力于将全国各地最具特色的文创
和旅游精品汇聚山城。

在本届重庆文旅会上，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篆刻艺术”
项目等传承代表组织西泠印社将首次来到
重庆，在杭州展区内一展中国金石篆刻的
绝妙技艺。同时，来自海南省三沙市的三
沙卫视，也将首次带着南海的绝美风景来
到重庆，免费的三沙游轮船票将让你有机
会零距离感受祖国南海的美。

婉约苏杭风情让你感受江
南之美

油纸伞中凝怨黛，丁香花下湿清眸
……想到杭州，人们脑海里除了那小桥流
水的风姿，一定还少不了丝绸、竹编、陶瓷、
油纸伞这些江南风景里不可缺少的元素。

在今年重庆文旅会的杭州馆内，浓浓
的江南风情将带着你跨越时空，在一步一
景的苏杭风情中，感受江南山水孕育出的
民俗风情。

据杭州馆的策展人——城市文博会联
盟轮值主席余建国介绍，在占地100平方
米的杭州馆内，专注于丝绸文化创意产业
的万事利丝绸公司，将带来他们从“面料”
到“材料”再到“载体”华丽转变的新丝绸作
品。而前身是余杭纸伞传承基地的纸伞之
家，将为观众们带来用传统工艺手法匠心
制造的现代油纸伞。

除此之外，杭州馆内最为重磅的，要数
首次来到重庆的西泠印社。据介绍，西泠印
社创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是我国
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人社团，也是海内外有
史以来第一个金石篆刻专业学术团体。

余建国说，西泠印社现为联合国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篆刻艺术”项目和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石篆刻（西泠
印社）”项目的传承代表组织。

在此次重庆文旅会上，西泠印社的传
承人们，将带着他们最新的作品来到杭州
馆内，现场为观众们展示这个在中华文明
历史长河里积淀而出的技艺。

三沙卫视将带来免费三沙
邮轮游

喜欢看电视的重庆观众们应该已经发
现，最近，自家的电视多了一个频道，那就
是诞生7年的三沙卫视。作为国内最为年
轻的卫视频道，三沙卫视已经在9月份覆
盖重庆，也就是说，重庆观众可以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祖国最南端的碧海蓝天。

为了让更多的重庆观众熟知三沙卫
视，此次三沙卫视也来到了重庆文旅会现
场。而在重庆文旅会期间，他们不仅将现
场为观众们展示三沙的风光、歌曲和人文
风情。还带来了一系列由三沙卫视亲自开

发的文创作品。
在我们常见的笔记本、充电宝、环保袋

上，我国知名的手绘大师却让它们拥有了
与众不同的元素——三沙特有的红脚鲣
鸟、绿海龟、灯塔、祖国最南端的小学和三
沙的特色建筑都将出现在这些独居三沙特
色的文创作品之上。

而最让人兴奋的，则是三沙卫视此次
专门带来了4张南海之梦号邮轮的票。据
三沙卫视活动部主管黄仍璇介绍，目前，乘
坐南海之梦号邮轮到西沙的游客只有两万
多人，到西沙群岛的游客一共也不足五万
人。游客们可以通过邮轮换乘快艇游览包
括银屿岛、鸭公岛、全富岛在内的三个南海
小岛。三个岛各有特色，风景怡人，将为游
客带来意犹未尽、流连忘返的旅游感受。

那么，如何才能得到这样珍贵的邮轮
船票呢？黄仍璇说，观众们只用来到三沙
卫视的展区内，参与展区举办的互动活动，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张邮轮船票，并在年
底之前，得到三沙卫视的邀请，和全国各地
的游客们一起，乘坐邮轮感受祖国南海刚
刚揭开神秘面纱的风光。

重庆工艺美术大师将再次
齐聚展新作

作为此前文博会上的重磅展区，中国（重
庆）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展，此
次依然会出现在融合升级后的重庆文旅会
上。同时，展会上还将同期举办第五届工艺美
术作品“工匠杯”设计创作大赛的评奖活动。

据悉，本届工艺美术作品“工匠杯”设
计创作大赛，设金、银、铜、优秀奖等各类奖
项。只要参加本届大师展的各品类工艺美
术作品都可以报名参赛。

同时，以重庆地标景点为元素的最新
原创文创作品，此次也将亮相在重庆文旅
会现场。在这些作品中，设计师选取了重
庆最具特色的11个地标景点，以“潮水”和

“山茶花”为元素，进行了原创插画的创作，
表达“重庆潮起”的美好寓意。

这些插画将出现在包括手机壳、环保
袋、T恤等等之上，让你的每一件物品都带
有火爆世界的重庆风情。 重庆晚报-
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组委会供图

西泠的篆刻、三沙的游轮……

全国文旅精粹齐聚重庆文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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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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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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废铁及有色金属回收处置服务将
进行自主非招标竞争性谈判，估算处置金额35万元，合同期2
年。请具有相应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20年10月12
日16:00前携营业执照、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等原件并提
供盖鲜章复印件，到我司316室拷取非招标文件。
联 系 人：方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
报名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重庆市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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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任河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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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

垫江县三溪镇箐口张家油房大顶坡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山技
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

重庆天诚鑫矿业有限公司委托重庆两江源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
司承担垫江县三溪镇箐口张家油房大顶坡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山技改
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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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OvBQ9Ne-3gkphYbTbc5u2w 提取码: 6x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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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jU3qN
VCY_2IVX78-ocOCg 提取码: 5tev进行下载。建设单位联系人：
童总；联系电话：17823071138；邮箱：812247213@qq.com；环评单
位联系人：周工；联系电话：18084016275；邮箱：45884253@qq.com；
本次公示征求公众意见的时间为2020年9月30日至2020年10月20
日，公示时间为10个工作日。真诚感谢你的参与！

重庆市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规划（2019~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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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
例》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对重庆市固体废物处
理处置规划（2019~2035年）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信息进行第二次
公示，内容如下：（一）规划概况 规划名称：重庆市固体废物处理处
置规划（2019~2035年）,规划范围：重庆市行政辖区的全部国土空
间,规划年限：目标年2035年，近期目标年2025年,规划对象：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包含医疗废物）、病死及病害动物、生活
垃圾（含餐厨垃圾）、建筑垃圾等五类固体废物。本规划限定于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集中处置场、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生活垃圾（含餐厨）处理设施、建筑垃圾处置厂（场）、病死及病害动
物处理设施（侧重于养殖畜禽部分）等五类设施空间布局。（二）征
求意见稿获取方式1.纸质版获取 公众可到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
新产业园云汉大道5号查询。2.电子版获取 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P7xznUKeSKkZWTa2q0Onjg 提 取 码 ：9myj。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重庆市内可能受到规划实施环境影响
的个人及团体。（四）公众意见表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F5BZLVViRbPXI1JMIOj4wA 提取码：3zo5 。（五）提
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后，通过信函、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环评单位名称：中科广化（重庆）新材料研
究院有限公司，联系人：陈工 电话：17395027193，地址：重庆市两
江新区水土高新产业园云汉大道5号，邮箱：lxkxmb@126.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年9月30日~2020年10月20日。

关于G5021石渝高速丰石段方斗山隧道养
护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公告

G5021石渝高速丰石段方斗山隧道石柱往重庆方向自
2020年9月25日至2021年1月15日封闭施工。石柱至重
庆方向车辆借方斗山隧道重庆至石柱方向单洞单向通行。
请经过该路段的驾驶人员按照交通标志提示信息行驶，并服
从现场管控人员的指挥和疏导，严禁擅自驶入控制区域。因
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四大队

路桥建设重庆丰石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9日

重庆市长江干流（丰都-万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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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长江干流（丰都-万

州）流域共计140座电站（其中已成128座，规划新建12座）。本
次规划环评在优化调整建议中要求所有规划新建电站暂缓实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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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优化调整后的重庆市长江干流（丰都-万
州）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划是可行的。

目前，重庆市水利局已组织编制完成了《重庆市长江干流（丰
都-万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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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重庆市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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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次水能资源规划修编方案：渠江流域已建电站共计26

座，无规划新建电站，退出类电站1座。本次规划较2016年规划
取消所有规划新建电站9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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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渠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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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渠江流域
水能资源开发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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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重庆市磨刀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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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刀溪流域已建电站共计

69座，规划新建电站1座。本次规划环评在优化调整建议中建议
取消规划新建电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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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优化调整后的磨刀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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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磨刀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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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登报声明：兹本人付勇在使用个人所得税系
统 时 ，发 现 个 人 信 息 ( 身 份 证 ：
42280219840904685X等)已被冒用，并注册
玉泉区付勇建材经销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该公司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和本人无关。

●遗失1997年4月29日核发个体工商户李若男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600053509声明作废●重庆綦丰齿轮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财务章一枚，该
财务章为华夏银行重庆中山支行预留印鉴，声明作废●遗失铜梁县巴川街道阳光水岸幼儿园在工商银行铜梁支行
龙城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84001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聚橙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编
号：5002341009094），向恒久私章一枚，申明作废●重庆名利物流有限公司2019年10月17日核发
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号500110010181遗失。●重庆圣图物流有限公司渝D53739营运证500110073103遗失作废

公告
重庆振北汽车经纪有限公司：周开国(申请述称：重庆振北汽车经纪有
限公司员工周开国，2019年9月4日被公司派遣至重庆伟领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工作，2019年10月10日10时10分左右周开国在重庆伟
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流水线生产线上打铆钉时，将左手中指打伤，
要求认定为工伤)向我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本局已于2020年7月23
日依法受理。因本局通过邮政EMS特快专递向你单位送达的渝北人
社伤险举字[2020]279号举证通知书被退回，现依法予以公告送达。
为保障你单位的合法权益，如你单位认为周开国所受伤害不是工伤，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请你在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机关提交证据材料，如不按期履行举证责任，本局将依
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你单位将承担举证
不能的责任。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0年10月9日

▲杭州馆
展区设计图

◀油纸伞 ▶榫卯积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