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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各地

关于渝黔高速綦江段占道施工的公告
因我司承建的綦江区渝黔高速跨线桥改造项目施工需

要，经市交通局《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渝交管养许【2020】
812号批准，相关路段将于近期实施占道施工，现将占道措
施公告如下：一、施工路段：渝黔高速K1045+500至K1046+
000段（母家湾立交附近）二、占道时间及措施：（1）第一阶
段：临时封闭渝黔高速公路重庆至贵州方向车道，贵州至重
庆方向K1045+700--K1045+200（500M）单道双通进行桥
梁第一跨T梁吊装。占用周期5个有效工作日（2020年11
月30日-2020年12月4日)。（2）第二阶段：临时封闭高速公
路贵州至重庆方向，重庆至贵州方向 K1045 + 700--
K1045+200（500M）单道双通，进行桥梁第二跨T梁吊装。
占用周期5个有效工作日（2020年12月25日-2020年12月
29日）。三、本次占道如遇雨天或特殊情况，工期顺延，请广
大驾驶员出行前提前注意了解最新路况信息。给您带来的
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

綦江区南州水务集团
重庆市铜梁区接龙桥水电站增效扩容工程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电子文档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重庆市铜梁区接龙桥水电站增效扩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 》（ 征 求 意 见 稿 ）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op9VY8mUXsCE4beNO21g 提取码：ludt（二）公众意见表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g4vhHm0JC95IQkHPQKTA 提
取码：rsou。（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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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联系人：唐老师；邮箱：2770922127@qq.
com；（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行政处理决定书
渝中住建字【2020】第49号

杨俊刚（身份证号：510202195810025039）：
因您存在配偶名下有房屋登记信息情况，现您不再符合廉租住

房的保障条件。重庆市渝中区住房保障和租赁事务中心于2020年
9月 22日向您发出《调整廉租住房租金通知书》（渝中住保租赁
【2020】第50号），要求您在2020年10月13日前完善租赁合同及按
相应租金缴纳房租。由于您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上述事宜，根据
《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建设部〔2007年〕第162号令）第二十四条第
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等条款规定作出以下
行政决定。现责令您于2020年12月11日前将您所承租的南岸区学
府大道61号（府邸美郡）B-31-4房屋腾退给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
委员会。如您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
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渝中区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既不
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且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理决定书》所
载明内容的相关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2020年11月26日
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345
号5楼 联系人：王锐麟 联系电话：60331266 邮编：400010

重庆龙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长滩水电站增效扩容工程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电子文档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重庆龙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长滩水电站增效扩容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ObR3tR5YJGCKbng3x9HQ 提取码：rn7l（二）公众意见表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Yrz7Z1_OvIUoZUrJyBQ 提 取 码 ：
1bo1（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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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有效的联系方式。联系人：刘老师；邮箱：2770922127@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奉节县桃源河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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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县桃源河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位于大溪
河上游桃源河，改造后的装机规模3×500kW=1500kW，列
入了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类电站，符合国家的产业政
策及相关规划，本工程的实施不可避免产生一定的不利生态
环境影响，在采取相应的生态恢复措施及环境保护措施后，
工程建设所导致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不利影响可得到
一定程度的减缓或弥补，其环境影响可以承受。从环境保护
角度考虑，在建设方认真落实环评提出的生态恢复措施及环
境保护措施后，本工程建设是可行的。目前，《奉节县桃源河
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
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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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县桃源电站
办公室，网络链接为 http://www.eiabbs.net/thread -
376157-1-1.ht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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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节县桃源电站 2020年11月27日

织金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织金县城市管理局）遗失
重 庆 原 色 景 观 规 划 设 计 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5001087935206115）于2014年 3月7日开具
的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5张，发票总
金额494945元。发票代码150001320230，发票
号 码 00978927 金 额 98945 元 ，发 票 号 码
00978926金额99000元，发票号码00978924金
额99000元，发票号码00978923金额99000元，
发票号码00978922金额99000元，声明作废

陈军从业资格证500228198808237839 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龙渝物流有限公司渝 DN7101 营运证
500115067759声明作废。汇旭盛公司渝D10982营
运证500110118049遗失。豪帅公司渝BS6605营运
证 500110021243 遗失作废，龙园万盛分公司渝
BQ6220营运证500110114776遗失作废。佳平公司
渝BZ0898营运证500110058357渝BV7626营运证
500110114555遗失作废。为平公司渝D01835营运
证500110106153遗失作废。尊运公司渝BU5210营
运证500110066992遗失作废。重庆满贵物流有限
公司渝D04590营运证500110089345遗失作废。骏
豪万盛分公司渝B3906挂营运证500110002435灭
失注销。重庆九辉物流有限公司渝BZ8233营运证
500115045951遗失作废。重庆恒跃物流有限公司
BY2351营运证500110062061遗失作废。

声明：重庆市大足区远帆铁钉厂遗失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足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31119201，账号
2211010120440000771声明作废。

行政处理决定书
渝中住建字【2020】第55号

杨刚（身份证号：510202197603183818）：
因您存在配偶名下有车辆登记信息情况，现您不再符合廉租住房

的保障条件。重庆市渝中区住房保障和租赁事务中心于2020年9月
22日向您发出《调整廉租住房租金通知书》（渝中住保租赁【2020】第
49号），要求您在2020年10月13日前完善租赁合同及按相应租金缴
纳房租。由于您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上述事宜，根据《廉租住房保障
办法》（建设部〔2007年〕第162号令）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
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等条款规定作出以下行政决定。现责令您
于2020年12月11日前将您所承租的南岸区学府大道61号（府邸美
郡）A-25-5房屋腾退给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如您对本处
理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渝
中区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
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既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
起行政诉讼且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理决定书》所载明内容的相关义务
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2020年11月26日
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345
号5楼 联系人：王锐麟 联系电话：60331266 邮编：400010

行政处理决定书
渝中住建字【2020】第54号

朱强（身份证号：500103198603144716）：
因您存在名下有房屋登记信息情况，现您不再符合廉租住房的

保障条件。重庆市渝中区住房保障和租赁事务中心于2020年9月
22日向您发出《调整廉租住房租金通知书》（渝中住保租赁【2020】
第51号），要求您在2020年10月13日前完善租赁合同及按相应租
金缴纳房租。由于您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上述事宜，根据《廉租住
房保障办法》（建设部〔2007年〕第162号令）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第
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等条款规定作出以下行政决
定。现责令您于2020年12月11日前将您所承租的渝中区长江一路
52号（钱塘玫瑰湾）B1-6-13房屋腾退给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
会。如您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依法向渝中区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既不申请
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且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理决定书》所载明
内容的相关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2020年11月26日
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345
号5楼 联系人：王锐麟 联系电话：60331266 邮编：400010

发票名称《重庆市民办学校收费专用收
据》，发票号码（2016）000419956，（2017）
000252779，（2018）000339490，（2018）
000334213，（2018）000343751，声明遗失

行政处理决定书
渝中住建字【2020】第52号

张春生（身份证号：510202195802254712）：
因您存在配偶名下有房屋登记信息情况，现您不再符合廉租住

房的保障条件。重庆市渝中区住房保障和租赁事务中心于2020年
9月22日向您发出《调整廉租住房租金通知书》（渝中住保租赁【2020】
第54号），要求您在2020年10月13日前完善租赁合同及按相应租金
缴纳房租。由于您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上述事宜，根据《廉租住房保
障办法》（建设部〔2007年〕第162号令）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第二十五
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等条款规定作出以下行政决定。现责令
您于2020年12月11日前将您所承租的渝中区长江一路52号（钱塘
玫瑰湾）B2-28-13房屋腾退给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如您
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
法向渝中区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既不申请行政复议、
也不提起行政诉讼且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理决定书》所载明内容的相
关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2020年11月26日
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345
号5楼 联系人：王锐麟 联系电话：60331266 邮编：400010

行政处理决定书
渝中住建字【2020】第53号

张静（身份证号：510202197103214120）：
因您存在配偶名下有房屋登记信息情况，现您不再符合廉租住房

的保障条件。重庆市渝中区住房保障和租赁事务中心于2020年9月
22日向您发出《调整廉租住房租金通知书》（渝中住保租赁【2020】第
52号），要求您在2020年10月13日前完善租赁合同及按相应租金缴
纳房租。由于您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上述事宜，根据《廉租住房保障
办法》（建设部〔2007年〕第162号令）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
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等条款规定作出以下行政决定。现责令您
于2020年12月11日前将您所承租的渝中区金石巷3号（宝香居)A-
11-2房屋腾退给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如您对本处理决定
不服，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渝中区人
民政府或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
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既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
诉讼且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理决定书》所载明内容的相关义务的，本机
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2020年11月26日
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345
号5楼 联系人：王锐麟 联系电话：60331266 邮编：400010

重庆舜盛畜牧有限公司拟建养殖场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规定，现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的有关信息公示如下：一、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链接：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cvJ1YQF6pY6Qr4c_H9ctQg；提取码：v43d；二、联系方
式建设单位：重庆舜盛畜牧有限公司联系人：易总，联系电
话：15215280588环评单位：重庆晨之光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联 系 人 ：李 工 ，联 系 电 话 ：15902861218 邮 箱 ：
1721311436@qq.com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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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意
见 表 链 接:https://pan.baidu.com/s/1alqL5w1pRxAa
ZIaKG84TvA；提取码：s061。填写后发送至联系人邮箱。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招租公告
重庆缙云山索道有限公司所属需要招租的门店如下:
1.胜利街21-12号(使用面积约为30平方米，位于北碚电影
院后边)，有意租赁者面议。
2,胜利街21-10号(使用面积约为30平方米，位于北碚电影
院后边)，有意租赁者面议。
3,上站三楼房屋及平台(使用面积约为300平方米，位于缙云
山风景区大门对面)，有意租赁者面议。
4，下站楼顶平台[使用面积10平方米，位于缙云山索道下站
房楼顶(仅限于移动机站使用)]，有意租赁者面议。
联系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北温泉镇金岗碑团山堡缙云山索道
联系人:李先生【办公电话:(023)68219547】

重庆誉颜A型肉毒素中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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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重庆誉颜A型肉毒素中试建设项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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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誉颜A
型肉毒素中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
网络链接：http://claruvis.com/filedownload/53668 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重庆誉颜制药有限公司办事处（重庆市两江
新区水土高新园大地企业公园【A1、A2】单元（工程楼号：4号楼1
层厂房区）。）（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重庆誉颜A型肉毒素中试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的公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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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laruvis.
com/filedownload/536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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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工
电话：176-2788-5312 Email：ning.yigang@claruvis.com（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11月16日~2020年11月27日。

重庆誉颜制药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7日

招租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现有以下房屋对外公开招租，具
体信息如下：古南镇交通街5号3楼部分，面积293.42m2；綦
江区古南镇交通街5号附9号及3楼部分，面积327.1m2；綦
江区古南镇交通街5号3楼部分2间，面积44.49m2。租赁期
限 3 年。渝北区万年路 166 号 1 单元 3-2 房屋，面积
102.62m2。租赁期限5年。以上房屋租金价格面议，从第二
年起租金单价在上一年的基础上逐年递增2%，履约保证金
为3个月租金，采取预付方式，每3个月为一次支付期。
联系人：梁老师、肖老师；联系电话：62940495，62923675
重庆市荣昌区九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改扩建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重庆市荣昌区九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改扩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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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GNUF7Ccgfi[金山文档] 九井煤矿 征求意见稿.
doc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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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4、公众可通
过来电、发送信函（地址：重庆市荣昌区双河街道许家沟村重庆市荣昌区九
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电子邮件（595480441@qq.com）等方式提出意
见。建设单位联系人：刘主任，联系电话153205205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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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荣昌区九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减资公告:经重庆弘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2MA6185C29M）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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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

行政处理决定书
渝中住建字【2020】第50号

袁锐（身份证号：500103198505180617）：
因您存在配偶名下有房屋登记信息情况，现您不再符合廉租住

房的保障条件。重庆市渝中区住房保障和租赁事务中心于2020年
9月 22日向您发出《调整廉租住房租金通知书》（渝中住保租赁
【2020】第47号），要求您在2020年10月13日前完善租赁合同及按相
应租金缴纳房租。由于您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上述事宜，根据《廉租
住房保障办法》（建设部〔2007年〕第162号令）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第
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等条款规定作出以下行政决定。
现责令您于2020年12月11日前将您所承租的渝北区服装城大道48
号（国际家纺城）C区C2号楼,28-2 房屋腾退给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
设委员会。如您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
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渝中区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
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既
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且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理决定书》
所载明内容的相关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2020年11月26日
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345
号5楼 联系人：王锐麟 联系电话：60331266 邮编：400010

行政处理决定书
渝中住建字【2020】第51号

张昌永（身份证号：513523196710132721）：
因您存在配偶名下有房屋登记信息情况，现您不再符合廉租住

房的保障条件。重庆市渝中区住房保障和租赁事务中心于2020年
9月 22日向您发出《调整廉租住房租金通知书》（渝中住保租赁
【2020】第48号），要求您在2020年10月13日前完善租赁合同及按
相应租金缴纳房租。由于您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上述事宜，根据
《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建设部〔2007年〕第162号令）第二十四条第三
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等条款规定作出以下行政
决定。现责令您于2020年12月11日前将您所承租的渝中区长江一
路52号（钱塘玫瑰湾）B3-3-1房屋腾退给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
员会。如您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
六十日内依法向渝中区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申
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既不申
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且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理决定书》所载
明内容的相关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2020年11月26日
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345
号5楼 联系人：王锐麟 联系电话：60331266 邮编：400010

致歉信
韩俊先生：您好！我司于2019年6月至12月未经您本
人同意而使用您的身份信息，虚构工资收入向国家税务
局重庆市江津区税务所申报，给您带来一定损失及精神
困扰，因此我司深表歉意，特向您道歉，请见谅！

道歉人：重庆皇星钢管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7日

重庆市中天电子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重庆中天电
子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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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部令 第4号）的相关规定，现将“吉美电镀生产项目”的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重庆中天电子生产线技术改造；建设地点：双桥经济技术开
发区（重庆市中天电子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现有厂房内）；工程内容及
规模：保持整体拆解规模200万台/a不变，对各类型拆解线内部处理
规模进行调整，将废旧CRT电视机及电脑显示器拆解规模由80万
台/a降低至45万台/a，将废旧电冰箱拆解规模由30万台/a提高至40
万台/a，废旧洗衣机拆解规模由30万台/a提高至35万台/a，废旧电
脑拆解规模由20万台/a降低至10万台/a，废旧液晶电视机拆解规模
由20万台/a提高至35万台/a，废旧空调拆解规模由20万台/a提高
至35万台/a；对现有废旧空调拆解线前端增加一台抽氟机，提高抽氟
效率；对现有废旧冰箱拆解线进行技术改造，将现有卧式破碎设备更
换为立式破碎设备，提升拆解效率；对现有破碎线进行优化，在原有破
碎间顶部加盖二层，将分选工序调整至二层进行，增加塑料自动分选
机替代人工分选。
二、建设单位及其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庆中天电子废弃物处理有限
公司，联系人：杨老师，联系电话：17338667209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及其联系方式评价机构：重庆润
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评单位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冉家坝扬子江商
务中心1314室，联系人：崔工 15523592768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y
Zl7FdxVGhyCdqz1uXJug 提取码: ngmj
五、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FrIPhOBjIoOx1nlzYsV4XQ提取码:fr61
六、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为了解和听取各界人士和项目周边
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将公众意愿反映到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措施
中，同时完善环评工作，您可通过第四条提供的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
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的方式将公众意见表提交给建设单位或环评单
位。亦可来电或预约上门交谈（不接受与环境保护无关的问题）。

●聚佳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綦江分公司，渝A98021，渝
A9982G营运证遗失，申请作废并注销其营运资格。●重庆市荣昌区再生资源行业协会遗失重
庆农村商业银行荣昌支行基本户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30041310802作废

律师专业法律服务
15735648468

合同纠纷、法律顾问
人身损害赔偿、刑事辩护
●声明:李旭霞遗失重庆荣盛锦绣南山A区3号楼
503购房票据2张，票据编号9645，金额296966，
票据编号4929,金额22281.23,声明作废。●渝北区煮妇厨房餐饮店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
（许可证编号：JY25001120025115）遗失，声明作废。●遗失2016.8.4核发的重庆赛顺中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4MA5U76UL0B 副本号2-1)营业执照副本1个，声明作废●重庆华牛食品有限公司遗失工行重庆建新东路支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3100022209200077458核准号J65300916116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自由太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JY15001180100743作废●遗失李文斌警官证，警号111417声明作废●张敏遗失警官证，编号：00718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旭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刻章证明声明作废●遗失父亲赵文建，母亲刘小凤之女赵潇宇在2005年
8月10日出生医学证明，编号E500049936声明作废●宋维渝BY6855许可证500115006167遗失作废●遗失传小凤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0380020171104829作废

●九龙坡区福禄喜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070291974,声明作废●重庆渝北许锦培中医诊所遗失财务专
用章（5001127204419）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宏辉食品有限公司5001097041547公章作废●彭水奥克建材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编号：500243003628，声明作废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受冷空气
影响，各地又有一次明显阴雨天气，气温会
略有下滑。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11月27日：阴天，10℃～12℃
11月28日：阴天有间断小雨，10℃～12℃
11月29日：阴天转多云，9℃～16℃

重庆今明气温略有下滑

千年走马古镇大隐于市

作为离重庆城区最近的古镇之一，走
马古镇曾为古驿站，可追溯至汉代。走马
镇的历史资料介绍，走马古镇发源于唐宋，
依托成渝古道，明代中叶走马古镇才迎来
了繁华的时刻，走马场就是成渝古驿道上
的交通要冲。因其西邻璧山、南接江津，
有“一脚踏三县”之称，是重庆通往成都的
必经之地，是成渝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
在走马古镇，从圆拱门望过去，绵延800
米的石板老街，过去古街巷上，进出场镇
的城门、过街楼、禹王庙，广东会馆南华宫、
山西会馆万寿宫，客栈茶馆、酒楼戏台一应
俱全。

走马古镇的迷人之处，其中之一就是保
存着原有的生活风貌，闲适而悠远的生活。
古镇至今还延续着“赶场”的传统，逢二、五、
八是走马镇的赶场天。古场镇熙熙攘攘，鞋
匠的叮当声、小贩的吆喝声，老店小吃及各
种传统建筑和工艺店铺，还原了一个鲜活
的古镇。在飘渺的薄雾与炊烟里，似一卷
展开的竹简，载满了古镇的往事。

成渝古道诉不尽百年沧桑

500年前，要想从重庆到成都，清晨得走
通远门，途经佛图关、石桥铺、车歇铺（上桥）、二
郎关、龙洞关、白市驿，在“东大路”上行走80余
里，一天下来刚好到走马。走马古镇至今仍保
存有成渝古道的精华，走马古镇里，5块青石板
宽约3米，往下场口走去，不少青石板已被来往
马帮磨得锃亮，岁月侵蚀下，青石板已经弯曲。

沿着走马古镇一直走，驿道的旧址还清
晰可见，马蹄留下来的印子，先人走过的痕
迹，尽管经历了岁月的沧桑，但依然留存给后
人以怀念。在走马镇慈云村古驿道边立着三块
石碑，当地人叫三道碑，始建于清道光年间。曾
任走马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的钟守维介绍：“成
渝古驿道沿途共三街五驿四镇七十二堂口，一
个堂口为15里路，成渝之间1080里，一般人要
走半个月，官方快递消息每跑15里路就换一
匹马，最快只要8个小时。”钟守维说。很多古
驿道在解放后被毁，为了弄清古驿道保留状
况，钟守维多次穿行在山林中，最后勘察结
果，成渝古驿道一共穿过走马8个村，目前走
马境内保存完好的，总共有1000米。

到老茶馆喝茶听走马故事

黄昏，来往商贾到走马已人困马乏，天擦黑
入山，客货都不安全，行人客商多选择在此歇
宿。古镇里一到傍晚茶馆、戏台、酒楼就热闹起
来，来往商贾将走南闯北听到的故事传说相互
交流，经过口耳相传，渐渐成为了走马独特的民
间故事。

走入一家老茶馆，抚摩着油光锃亮的八仙
桌，一定要用最正宗的盖碗，沏上一泡盖碗茶，
听着走马故事，再眯着眼睛呷一口茶，仿佛耳边
回响着当年店小二的吆喝声。走马的民间故
事、戏曲以巴渝文化、宗教文化为底色，同时杂
糅着浓厚的驿道文化及与驿道有关的移民文
化，从而具有了自己的底蕴。据统计，如今，全
镇故事家累计有310余人，提供了故事目录1.3
万余条，由相关文化部门收录故事1.2万余个、
民间歌谣3000余首、谚语4000余条。“走马故
事以神话和仙话为主，夹杂着地方风物传说，同
时有着借仙警世、借古喻今、寓教于乐的特点，
听起来神而不诞，淡而有味。”钟守维说。

如今，到走马古镇走成渝古道，体验古镇原
始古风，春季三月份再到千亩桃林走马“观花”，
每个季节，呈现不一样的走马，等待着人们去探
索它的千年情怀。

小学生个个会讲传承有希望

朱伟是走马小学的老师，负责走马故事在小
学里的普及，他更注重对孩子们文化的培养。“以
前老一辈讲故事的人，大多是听多少讲多少，故
事源于市井，也源于口口相传。”朱伟说，随着国
家对文化的高度重视，加上高考改革有加重语文
占比的趋势，他除了鼓励孩子们多上台讲故事
外，更多希望他们把四书五经都背下来。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
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
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
人。这就是未嫁女孩的模样，如果没有文化积
淀，故事想要传承下去，是很难的。”朱伟说，走
马小学民间特色文化实践中，走马故事已经成
为一门重要课程，影响着这里的孩子们。无论
来自历史、地理、坊间，每一个故事都会从它不
同的方向，影响着孩子们的进步。如今，这里的
小学生几乎个个都会讲故事，走马文化的传承
也有了接班人。

走马小学从2000年开始举办
走马民间故事小小传承人的讲述活
动，通过多人演绎的方式，让原本单
一的故事情节，在孩子们的表演下，
显得栩栩如生。如今，20年的时间
过去了，走马故事，连同这座古镇一
起，因为九龙坡“九龙九景”的推出
而再次走红。

一座古镇何以突然变成网红，
当地人说，有文化、有建筑、有内涵
的走马古镇红起来是必然的。事实
上，兴盛于明代中叶的走马古镇依
旧保持着原始古朴的风貌，古镇里
太多的传奇故事，也等待着更多人
去探索。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
渝凤 通讯员 陈林 摄影报道

▲城门外是繁华，城门内是原汁原味
的走马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翔 陈竹）由农业农村部和重庆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8届中国国际农产品
交易会暨第20届中国西部（重庆）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农交会”），于11月
27日至30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本届展会展览规模首次突破20万平方米，

报名参展商超过12000家，展品80000余
种，将成为农交会历史上规模最大、参展商
和采购商最多、展品品类最全的一届展会。

本届农交会分为公益性展区和市场化
展区。公益性展区包括产业扶贫、人居环
境、地理标志、农垦、海峡两岸农业合作等
展区；市场化展区包括粮油、果蔬、水产、
畜禽、茶叶、糖酒、特大型企业农产品、仓
储保鲜设施、数字农业农村、重庆特色农
产品等展区。农交会期间，将举办开幕式
暨“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论坛、

全国农业企业品牌推介专场活动、农业投
资风险与社会资本支持“三农”发展论坛、
2020年中国农垦品牌推介、数字乡村发展
论坛、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推介会、
重庆市乡村振兴重大项目招商签约仪式、
重庆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运营推广发
布会、首届中国酱腌菜产业联盟高峰论
坛、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创新发展研讨会
暨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会员大会、总结大
会等重大活动。

在智慧办展方面，本届农交会规模大，

展馆分布广，为提高展会管理水平，提升各
方的参展体验，展会采用室内导航信息系
统，观众可在展会公众号根据观展和采购
需求智能规划路径，通过手机快速查找展
位、展商和展品，提高观展效率。

据悉，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展会
实行线上注册报名（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官
方微信号“渝农汇”），一人一码，凭手机扫
码入场参观，还可以预约停车位。现场还
需要扫行程码，实现参展参会人员信息可
追溯。

备年货的时间到了 这个周末去农交会逛逛吧

到走马古镇听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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