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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诗/ 绪/ 纷/ 飞

畅游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
庚子年难，冠疫肆虐。全球不幸，举步

维艰。唯有救生命第一，方能感天动地；呈
中华至善，必然崇道守德。百业渐舒缓，万
民方欣然。尚可采风两江新区，实为疫情
防控之幸。

故知齐心协力，方能共克时艰。时维
九月，序属三秋。黄公济人引领一路雅

兴，文友诸君畅怀两江情思。惊呼开放果园港，更喜协同
创新区。

协同创新区者，乃协力同心科技与人文交融，创新与智
慧交汇，而具全国影响力之科技创新中心也。其位于重庆
主城东部，槽谷龙盛。左拥春潮涌动之御临河，右襟碧波万
顷之明月湖。明月山西、铜锣山东，三十平方公里热土，产
业协同、人才协同、生活协同、生态协同交相辉映。

放眼以现代汽车为代表之智能汽车业，努力生机勃勃；
以北大医药为代表之生物医药业，探行生命科学；以东方红
低轨卫星为代表之高端设备业，铸就生意盎然；以重庆通航
集团为代表之航空航天业，破土生根发芽。机器人产业等
新一代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不断提升新兴技术原创能力。
科技金融中心如鱼得水、如日中天，构筑产业协同。

展望引领世界科技前沿和产业颠峰之国内外20多一流
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之新型高端研发机构，环明月湖星罗棋
布。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才、高水平创新团队，俊彩星
驰，践行人才协同。来到国际交流中心内，观摩正在举行之
智慧两江，创新智能，中国人工智能产学研创新论坛和科技
成果交流，分享全球顶级人工智能专家、学者汇聚于此的专
业化、高水平之科技盛宴，不亦乐乎！不远处以核心研发技
术，抢占产业至高点而打造之精密光谱国家实验室，让人心
动这科技自主的典范，心慰这“近者悦远者来”的创新之城、
智慧之城。

回响在两江足球赛事中心传来亚洲杯半决赛之雷动欢
声，回味在龙兴古镇里甜蜜的乡愁，回眸在龙兴天街上神奇
的锦绣，回放在两江国际影视城中民国的景象。在生活协
同中回忆与畅想还插上智慧城市的翅膀，与空中作业的机
器人并驾齐驱，俯瞰御临河面无人驾驶的清洁船来回奔波，
明月湖岸无人驾驶的清洁车穿梭自如。当乘坐绿色智能公
交，路面温度与湿度，演绎着天朗气新的风度。车路协同，
不愧5G智能交通示范应用与测试基地。

换乘水上巴士，巧遇湖心岛外皮划艇比赛，桥上、水面、
湖两岸欢声笑语，立体交响，响彻山清水秀、绿色智能、开放
共享、活力多元的生态协同宜居新城。海绵城市覆盖全区，
您听得见智能化后大地回收的清泉音响。徒步生态文化园
林，观光规划科技展厅，科技博物馆群如雨后春笋。科技、
人文、生态，淋漓尽致。五分钟科研生活圈，十分钟生态体
验圈总让人回味无穷，浮想联翩。

仰观一城首园虽小，俯察品类智慧之大，亮点纷呈，目
不暇接，走马观花，挂一漏万。但游目骋怀，岂止视听之娱，
实人生乐至之大观园。协力者共济，齐心者共同。不正是
我们齐头并进，汇聚协同创新资源、打造协同创新平台、构
建协同创新生态、健全协同创新机制、完善协同创新体系、
催生协同创新产业、建设生态宜居新城之至善创新？

（作者单位：两江新区税务局）

盛筱华

以诗歌的名义命名山水
第六届中国诗歌节正在成渝双城精彩举行。11月6日晚，作为本届

诗歌节专场活动之一，第二届缙云诗会之首届“巴山夜雨”诗歌奖颁奖典
礼暨主题朗诵会将在北碚举行。应活动主办方之约，特作此主题朗诵诗，
向诗歌致敬，向时代致敬。 ——题记

山，叫缙云
水，叫嘉陵
诗意的山水，天然押韵

其实，山，也是一道高耸的水
不信你看，山顶的白云或者雾气
那气象，那流韵
那一团团，一群群的奔马
那一挂挂，一簇簇的棉纱
从山尖倾泻而下，那无声的瀑布
那向高处流动的水呀
那咏叹的高度，那绘画的幽深
那是水写的诗，该有多美

这道水，这位从千里之外的秦岭深处
款款深情而来的女子
岂不明眸善睐，岂不为这位秀美的缙云公子而沉醉
一个美丽的拐弯，一次慵懒的躺下
这道水也是一座横着书写的山呀

不信你找找江边的鹅卵石
你会抚摸到叶脉，森林和鸟鸣
当你往江边一站，会看到清澈的碧波中
一匹天光云影的山峦
随便扔一块石子，就会击响山间寺庙的钟声
惊醒一群飞鸟衔来一片树叶或者彩云

山不在高，有诗则灵
水不在深，有诗则清
在北碚，你可以顺着水进山
也可以登着山入水
比如，在一个神清气爽的日子
顺着滋润的雾气进入一颗叫黛湖的绿宝石

你的心，你的眼睛，你的全身都被打湿
你会感念这至真至纯的山中岁月
而后发现
你已成为黛湖的一部分
一尾沉思默想的鱼 一行自由自在的诗句

去白云观绍龙观问道
去缙云寺问禅
去洛阳桥、八角井边问那位状元书生
去狮子峰问狮子，问星星，

问山为什么高，月为什么小
问云为谁蒸、霞为谁蔚
问风，问雨，问——我是谁？
千年的温泉已把相思洗尽
千年的唐诗早已替你作答——
君问归期未有期

那么，就背负缙云山，面朝嘉陵水
读一首春暖花开的诗吧
名词是山
动词是水
风吹来是歌
雨打来是戏

太阳出来是故事
月亮出来是插曲
山水之间 每一天都上演一部诗剧
它的题目叫——自在北碚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走/ 四/ 方 秋行额尔古纳河右岸 刘雷

额尔古纳河，中俄边境上的界河，下游黑龙江。额尔
古纳河右岸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我国最大的地级市，面
积25万多平方公里，以草原、森林、湿地、河流和湖泊扬
名于世，名取境内的呼伦湖和贝尔湖。

从阿尔山飞满洲里，驾车经黑山头过室韦到临江，再
由临江穿越莫尔道嘎到额尔古纳市，后经海拉尔离开，行
程五天四晚。预订当地人包车自助，林区长大的司机师
傅做旅游多年，十分熟悉当地。一路上带着我们奔草原、
冲山头、穿森林、下河谷，随心随性，自由行摄。

满洲里是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俄罗斯特产套娃，
在满洲里得到极致发挥，大有“无套娃、不城市”的气势，
套娃酒店、套娃广场、套娃灯，还有满带童趣的套娃垃圾
桶，扔垃圾的手半空中不由得下意识停止。

各式城堡建筑，装有行李架的俄罗斯牌照汽车，金发
蓝眼的俄罗斯人，一起上演这座城市边贸的繁荣。

汽车行驶在中俄边防公路上，草原漫无边际，仿佛天
有多大，草原就有多宽广。云彩飘荡在天际，牛羊徜徉在
草原，分不清是云朵跌落在山巅，还是羊群飞向了天空。
登上黑山头镇附近的山顶看日落，夕阳坠映额尔古纳河
面，如同金色彩带缠绕草原。黑山头有古城遗址，考证说
是成吉思汗大弟的封地。曾经的繁华可以想象，而今只
留下几座土堆供人凭吊。

晚宿室韦临江屯，一个位于额尔古纳河畔两山之间

的安静小村落。房前小院种满蔬菜和鲜花，平添满院盎
然生意。遇上晴天，爬上村子后山，看晨雾在河面升腾，
朝阳撒满村庄，一层金色薄纱，一派祥和静谧。雾散后，
从屋顶飘出的袅袅炊烟，似音符跳跃在村庄上空，奏响生
机勃勃的晨曲。

天公作美，接下来一路晴天。谙熟林区的司机兜兜
转转，串起周边小镇和景观，开启一段森林奇妙之旅。

穿越莫尔道嘎，泛黄的白桦林、渐红的落叶松连绵起
伏，层林尽染，蔚为壮观。登上一个又一个山头，俯瞰接
连不断的斑澜湿地，水映蓝天，牛羊其间，生机勃然。白
桦林中，头顶湛蓝，脚下松软，草木芬芳，幻想身处林中小
木屋，读书听歌采蘑菇。河边歇息野餐，流水曲觞，秀丽
美景，邀来松鼠小鸟共餐之。盛开的油菜花、向日葵花
田，星罗棋布的草垛，成为拍照凹造型的首选。辛勤劳作
的农技师，俨然艺术家，将草场、麦地收割成了美丽的巨
幅图案。白鹿岛温顺地偎依河湾，云彩飘过，光影浮动，
缓缓讲述苍狼白鹿的古老传说。停留恩和乡，阅读华俄
族群的历史和动人的列巴姻缘，和平安宁有此承传。

行驶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草原始黄，湿地多彩，森林
披金，四处皆景，情随景生。感叹草原的辽阔，辽阔到一
种穿透人心的孤独，苍茫无人语。惊艳森林的梦幻，梦幻
到一种日常存在的真实，神秘幽深人烟稀少，却又万物孕
育无限生机。 （作者单位：重庆市总工会）

郑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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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示燕子岩二期（硝房沟）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
项目拟征收房屋调查登记结果的公告

各拟被征收人：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第590号令）的

相关规定，我委组织菜园坝街道办事处对燕子岩二期（硝房沟）旧城区
改建房屋征收项目拟征收范围内房屋进行了入户调查登记，现将调查
结果（详见公示表）予以公示。如您对调查结果有异议，请您及时向征
收现场办公室申请复核认定。

一、公示时间
自2020年11月6日起至2020年11月8日止。
二、复核程序
1、申请人在前述公示期内向征收现场办公室提出房屋调查结果

复核申请，并提供相关依据、合法有效身份证明和相关资料。
2、渝中区房屋征收部门及时核实相关情况。
三、公示地点及联系方式
公示地址：渝中区硝右巷10号1-5（我爱江山小区内）
办公电话：19923109131 17782330516
监督电话：63328673
特此公告

环评公示
根据相关要求，现拟对“重庆市云阳县龙翔水电站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进行环评公示，可能受规划影响的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以及对规划环境影响关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登入
网站或现场查阅纸质文件参与本次规划环评公众参与调查。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YlYfKy1rVwcwN7LliCkomQ ；提取码: 7m56；查阅
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在公示期限内公众可携带有效身份证
至环评单位（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二路179号，中煤科工集团重庆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 号楼 404 办公室，联系电话：023-
68725210）。征求意见自即日起10个工作日。

长寿温氏新同养殖小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重庆长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承担长寿温氏新同养殖小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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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相关信息已在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如
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查询链接: https://pan.baidu.com/
s/1TX6kPKbJi6aS8eeYNqPD9Q 提取码: upu7。建设单位：重庆
长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邬老师 电话：13032337276。环评单位：
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谭工 023-62668337

重庆长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2020.10.29

长寿温氏新合养殖小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重庆长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承担长寿温氏新合养殖小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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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相关信息已在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如
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查询链接: https://pan.baidu.com/
s/1__P3myTULZCjtcFk54CQIA 提取码: am3s。建设单位：重庆
长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邬老师 电话：13032337276。环评单位：重
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谭工 023-62668337。

重庆长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2020.10.29

长寿温氏新合种猪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重庆长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承担长寿温氏新合种猪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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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相关信息已在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如需
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查询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EsBPguc7NheY72rXzeF3uA 提取码: 23p2 。建设单位：重庆
长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邬老师 电话：13032337276。环评单位：
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谭工 023-62668337

重庆长寿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2020.10.29

重庆永信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自备原料生产车间环评征求意见公示
1、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为：https://pan.
baidu.com/s/1suvb-Qdpv86d3-zEhDAtVw 提取码:ktfg；2、查
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建设单位“重庆永信宏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联系电话：17783033675）”均可查阅；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
目周边企业单位及群众；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https://pan.
baidu.com/s/1LiSA3Q1ajZ0Euihe1IV6fw提取码:tjx4；5、公众提
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填写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致电建设单
位、环评单位；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

重庆市双河丝绸有限公司二期新建2400绪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重庆市双河丝绸有限公司二期新建2400绪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将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一）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
链 接:https://pan.baidu.com/s/1MRHstsln2tutGtTcOk19BA 提
取码:q6pc（如需查询纸质本请至电索取）。（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
围：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或关心本项目的所有公众。（三）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由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意见，通过邮箱、电
话、信函等方式将意见反馈给建设单位。（四）公众意见表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KEX0Jp4jw_nwQ8_4f4NXtA 提 取
码:ylgu。（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10月30日至2020
年 11 月 12 日。建设单位联系人：范总 13452262195；邮箱：
2292302284@qq.com。地址：重庆市黔江区正阳工业园A区

2020年5月21日21时许，致歉人吴德洪在重
庆市江津区油溪镇华龙村璧南河观音滩水域
实施了电捕鱼行为，严重损害了渔业资源，破
坏了生态环境 现特向社会公众道歉。

公 告
四川省泸州志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重庆

融创綦江公园学府项目一期管网工程已于2020年
10月竣工，现告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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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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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黄强
机构编码：0000825000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131号51层、27层9-13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28号49层
成立时期：2016年09月29日
邮政编码：400010 联系电话：023-63312290
业务范围：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
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团体长期健康保险业务；个人长期健康保险
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团体人寿保险业务；养老保险资产管理
产品业务；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
外币资金；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05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遗失重庆市大足区三驱镇农业服务中心在重庆
农商行大足支行三驱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30014144407 编号 653001689250 账
号：220901012001000064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荣美医疗美容医院2019年11
月11日核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
本，全国唯一标识码：500028962 登记号：
414744510214081352 声明作费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以竞争性谈判方式增补工程

设计咨询服务单位1家（第二次），估算服务费30万元/年，合同
期24个月。请具有相应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20年11
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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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考取非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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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区八角街鞋店：本委受理何友会与你单位二倍工资差额、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失业保险待遇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
仲案字〔2020〕第3045号。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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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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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0日上午10时00分在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派驻龙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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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1月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梵喜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3556645195）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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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6

债权转让告知函
陈梅、陈霞、重庆香舍里家具部：

基于贵方于2015年1月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担保合同》等文件，民生银行
已依约履行放款义务，然而贵方并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民生银行已于2020年6月将上述合同
文件项下的所有权益转让给嘉兴湖岸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后嘉兴湖岸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又于2020年7月
将上述合同文件项下的剩余权益转让给唐琴。根据唐琴(“受让
方”)与嘉兴湖岸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方”)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已经将其对债务人陈霞享有的剩余债
权本息及其他合法权利于2020年7月依法转让给唐琴（“受让
方”）。担保人陈霞、重庆香舍里家具部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烦请债务人、担保人向唐琴（“受让方”）履行债务、担保义
务和其他义务。特此函告！

嘉兴湖岸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0年10月28日

债权转让告知函
叶林秋、林爱娜：

基于贵方于2019年1月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担保合同》等文件，民生银行
已依约履行放款义务，然而贵方并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民生银行已于2020年6月将上述合同
文件项下的所有权益转让给嘉兴湖岸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后嘉兴湖岸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又于2020年7月
将上述合同文件项下的剩余权益转让给唐琴。根据唐琴(“受让
方”)与嘉兴湖岸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方”)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已经将其对债务人叶林秋享有的剩余
债权本息及其他合法权利于2020年7月依法转让给唐琴（“受让
方”）。担保人彭丽娜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烦请债务
人、担保人向唐琴（“受让方”）履行债务、担保义务和其他义务。
特此函告！

嘉兴湖岸三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0年10月28日

重庆德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芭蕉滩电站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受重庆德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委托，重庆港力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承担芭蕉滩电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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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qkz.cn/。2、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可能受到项目影响的公众，及对项目实施有意见和建议的
公众。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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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年10月30日至2020年11月12日。5、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庆
德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雷老师：13635319388。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程工：023-68616888；753757855@qq.com

重庆德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天水电站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受重庆德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委托，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承担天水电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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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qkz.cn/。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
到项目影响的公众，及对项目实施有意见和建议的公众。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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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10月30
日至2020年11月12日。5、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庆德泉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雷老师：13635319388。环评单位：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曹工：023-68616888；93404117@qq.com

重庆清泉水务有限公司石河电站增效扩容改
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受重庆清泉水务有限公司委托，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承担石河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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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qkz.cn/。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
围：可能受到项目影响的公众，及对项目实施有意见和建议的公众。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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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
年10月30日至2020年11月12日。5、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庆清泉
水务有限公司，龙老师：15730517381。环评单位：重庆港力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曹工：023-68616888；93404117@qq.com

重庆清泉水务有限公司龙河二级电站增效扩
容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受重庆清泉水务有限公司委托，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承担龙河二级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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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qkz.cn/。2、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可能受到项目影响的公众，及对项目实施有意见和建议的公
众。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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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2020年10月30日至2020年11月12日。5、联系方式：建设单位：
重庆清泉水务有限公司，龙老师：15730517381。环评单位：重庆港力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曹工：023-68616888；93404117@qq.com

重庆德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红花电站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受重庆德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委托，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承担红花电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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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qkz.cn/。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
到项目影响的公众，及对项目实施有意见和建议的公众。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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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10月30
日至2020年11月12日。5、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庆德泉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雷老师：13635319388。环境影响评价单位：重庆港力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司工：023-68616888；ryan_s@foxmail.com

重庆市开州区天生桥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天生
桥电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受重庆市开州区天生桥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委托，重庆港力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承担重庆市开州区天生桥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天生
桥电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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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qkz.cn/。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项目影
响的公众，及对项目实施有意见和建议的公众。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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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 10月 30日至
2020年11月12日。5、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庆市开州区天生桥电
力有限责任公司，罗老师：13609446698。环境影响评价单位：重庆港
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白工：023-68616888；1758211414@qq.com

耀强公司渝BS0029营运证500222014691遗失作废。金贵
通公司渝C78692营运证500383010493遗失。重庆东美物
流有限公司渝D75898营运证500110092111渝D75838营
运证500110092112渝D75889营运证500110092200遗失
作废 。重庆捷可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S1119营运证
500110115866 遗失注销。富帅公司渝 BR6965 营运证
500222084455遗失作废。重庆兰帆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渝
D379K2营运证500104012443遗失作废。

光 银 公 司 渝 BJ5533 （500222072084） 渝 BQ0560
（500222038506）渝BJ2962（500222064412）营运证遗失作
废 。 森 勃 公 司 渝 BR0375（500222111322）渝 AN9353
（500222003898）营运证遗失作废。路源公司渝BH6573营
运证500110018871*0913066遗失作废。光银长寿分公司
渝BF2369营运证500222022955遗失作废。綦江区皓然运
输公司渝BJ1882渝BU2112渝BL1808营运证灭失注销。
尊上公司渝BY6325营运证500110053578遗失作废。

通 知
渝中区雷家坡7号402房屋使用权人李洁：

2020年10月16日，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
会下达了《关于山城巷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项目（二期）开展
调查登记工作的通知》，您的房屋在拟征收范围内，多次联系
您，您没有来办理登记手续，11月2日，石板坡社区在您房屋
门口贴了温馨提示。按照征收工作进度，请您三日内携带有
关资料（租约证、户口、身份证）到山城巷二期征收现场办公
室（地址：南区路人防洞 35 号；电话：18983140686、
18908327468、63261775）进行登记，如您不配合调查登记
工作，今后对您利益造成的损失，由您个人负责，请您给予支
持与配合。
重庆市渝中区山城巷（二期）房屋征收项目征收现场办公室

2020年11月6日

通 知
渝中区雷家坡6号101房屋使用权人赵福银：

2020年10月16日，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
会下达了《关于山城巷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项目（二期）开展
调查登记工作的通知》，您的房屋在拟征收范围内，多次联系
您，您没有来办理登记手续，11月2日，石板坡社区在您房屋
门口贴了温馨提示。按照征收工作进度，请您三日内携带有
关资料（租约证、户口、身份证）到山城巷二期征收现
场 办 公 室（地 址 ：南 区 路 人 防 洞 35 号 ；电 话 ：
18983140686、18908327468、63261775）进行登记，
如您不配合调查登记工作，今后对您利益造成的损
失，由您个人负责，请您给予支持与配合。
重庆市渝中区山城巷（二期）房屋征收项目征收现场办公室

2020年11月6日

●遗失重庆嘉廷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具履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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