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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刘芊芊（身份证号52020320011104112X、学籍
号:2017020031)遗失铜梁一中重庆市普通高中
毕业证书，毕业证号：1717020278，声明作废

城口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市智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申请人王玲、李清芳、吴志涵、潘风霖分别诉你公司劳动
报酬争议、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争议、未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的二倍工资差额赔偿金争议一案，本委已依法受理，案号
分别为渝城劳人仲案字﹝2020﹞62号、63号、64号、65号，因
采用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方式均无法向你公司送达申请书副
本、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出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定于2021年2月22
日上午9时零分在城口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请准
时出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特此公告。

城口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1月30日

认尸启事
涪陵区教助管理站于2020年10月

13日，接收到由焦石派出所送来我站自
称王小明的男性一名，大约80岁左右，
通过派出所户籍查询查无此人，送来我
站后发现该人身体状况不佳，通知120

送往人民医院医治。该人无法提供准确身份信息，经公安机
关人险识别和DNA采集，均未比对成功。该男性于2020年
11月4日经医治无效死亡。

如有知情者，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与涪陵区
救助站联系认领，逾期无人认领，救助站将按相关程序处理。

联系电话72270839 72270777
重庆市涪陵区救助管理站 2020年12月1日

重庆市开州区水库管理中心
渔北水库水质提升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重庆市开州区水库管理中心渔北水库水质提升工程现

向重庆市开州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公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网上公示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QOS8x459Gf84_6asWm6C_Q（提取
码：9c15）；查阅纸质版可到重庆市开州区水库管理中心，公
众可于2020年11月20日~2020年12月5日通过现场递
交、发送邮件、邮寄等方式向建设单位联系人提交公众意见
表（联系人：刘主任 13896332199）。

重庆冀融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渝D536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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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您好！我是重庆宏峰汽车运输有限有限公司 ，您的渝BM2162
的车保险已于2019年5月6日已脱保并脱审 ；本公司已多次与您进
行电话、微信、短信告知并沟通未果，在脱审、脱保期间严禁挪动及移
动该车辆，以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法规等责任由车主任远强
自行负责、与挂靠的重庆宏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无关。以此为证。
2020年11月30日【重庆宏峰汽车运输有限有限公司安全科多次提醒】

公 告
本人奉鑫（身份证号码：510824196010237653），于2014年12
月18日向晋愉峰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缴纳了房屋认购金，认
购了其开发的晋愉V时代项目5-3-4号房屋，因本人所持有的
认购书原件、收据原件两张遗失，特登报声明如下：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如没有其他人持有效证明文件对晋愉V时代
项5-3-4号房屋提出权力主张，本人将以该套房屋实际认购人
的身份，向晋愉峰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张权利。

声明人：奉鑫 2020年11月30日

清算公示
重庆市江北区博尔顿课程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因

变更举办者原因，将按规定对本单位资产进行清算，现对
外公示，接受社会监督。请我单位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日内申报债权，如各债权人逾期未申报，产生
不利法律后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联系人：沈老师 联系
电话：023-67855953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路
1号23-11 特此公告！ 2020年12月1日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将进行

2021-2022年会员家访慰问品采购（第二次）自主非招标
竞争性谈判，估算总投资156万元，合同期2年。请具有
相应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20年12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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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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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本人邹建容(身份证号码510122198106237920身份
证期限:2018年06月25日到2038年06月25日) 于2020年11
月28日早上7点钟在重庆北站候车厅不慎遗失身份证原件。
自遗失之日起，上述证件作身份证明或抵押等，签署的具有法律
效力之文件等均非本人授意或签署，若非本人持证使用，由此引
起的一切法律责任，本人一概不予承担负责，特此声明
重庆加悦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渝 D0438 挂营运证 500110084043 渝
D6067挂营运证500110084225以上车辆长期脱离公司监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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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车主在登报五日之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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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照、行驶证、营运证、未收回。

老师您好！我是重庆宏峰汽车运输有限有限公司 ，您的渝BF1159的
车保险已于2019年5月4日已脱保并脱审 ；本公司已多次与您进行
电话、微信、短信告知并沟通未果，在脱审、脱保期间严禁挪动及移动
该车辆，以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法规等责任由车主吴以军自
行负责、与挂靠的重庆宏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无关。以此为证。2020
年 11月30日【重庆宏峰汽车运输有限有限公司安全科多次提醒】

●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大西门社区居民委员会
公章（5003815016538）声明作废●重庆海思捷机械有限公司公章5003817067226
财务章5003817067227声明作废
●重庆市念里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MA5U8NAJ9K）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羲慧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
5002325006543声明作废

2020年1至3月份，刘涛、李刚、李勇数次
在重庆市巴南区天明村长江水域驾乘动力
橡皮艇实施电捕鱼，数次生态环境和渔业
资源造成损失，特诚挚向社会公众道歉。

寻亲启事
兹有北碚区北

温泉街道金华路
399 号竹云山水 2
栋三单元7-5邓涛
元 （ 身 份 证
51021519720506

3011）于2016年6月12日傍晚在
北碚区大田村田地里发现一名男
婴，（取名邓博，4岁），当时其身边
无任何纸条说明，收养至今，现如
有亲生父母看到此信息，请尽快到
邓涛元处认领。

文星派出所2020年11月30日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及双方达成的债权转让
安排，成都工投珑心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
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所享有的主
债权及相应的担保权、
追索权等附属权利全部
转让给重庆民振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下称“受让
方”），转让交割日为
2020年11月16日。现
债权转让双方特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相
关债权转让事实，并请
各借款人及担保人向债
权受让方依法履行未尽
债务清偿责任。
特此公告。

借款人姓名
田洪进
张文丰
李琴
曹洪周
李永久
任本川
黄健
陈卫东
鲍大兰
李春秋
龚红波
田景宇
王见
付泽均
刘波
胡素芳
黄仕波
吴茂清
刘海洋
曾庆科
敖永红
李松
童治春
黄义全
冉井发
何福康
杨林波

保证人名称
金银芳
石燕

廖秋兰、曹洪忠
张小洁、李东福、谢晓林
庞海燕
龚节波、重庆市黔江区沃能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刘晓芳 、姚琼莉
刘升福、彭水县岚福索旺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刘江志、李长进

李保桂
孙红波
冯勤
吴小华
秦敏
陈秋 、黄正友
吴祥伟 、邬江、龚秀英
曾小燕、刘代普
雷艳君
张美华 、曾书全
杨秋平
童春芳
刘桂芳
潘金华、田红燕、秀山县华通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
马小骞
毛永江 、陈梦

借款合同编号
富登渝资服（2012）字第000016328号
富登渝资服（2012）字第000017695号
富登渝资服（2012）字第000019801号
富登渝资服（2012）字第000020330号
富登渝资服（2013）字第000021230号
富登渝资服（2013）字第000021458号
富登渝资服（2013）字第000022476号
富登渝资服（2014）字第000031099号
富登渝资服（2013）字第000021519号
富登渝资服（2013）字第000022870号
富登渝资服（2013）字第000023071号
富登渝资服（2013）字第000024375号
富登渝资服（2013）字第000026256号
富登渝资服（2013）字第000021604号
富登渝资服（2013）字第000026241号
富登渝资服（2014）字第000035547号
富登渝资服（2013）字第000026080号
富登渝资服（2014）字第000031877号
富登渝资服（2014）字第000032536号
富登渝资服（2014）字第000033430号
富登渝资服（2014）字第000030716号
富登渝资服（2013）字第000022479号
富登渝资服（2013）字第000026227号
富登渝资服（2014）字第000030838号
富登渝资服（2014）字第000031526号
富登渝资服（2013）字第000026254号
富登渝资服（2013）字第000026266号

债权转让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中御合欣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冉华东、黄平、冉军、陈军、林纲、冉承宇与你单位因计
时计件工资劳动争议一案，案号为渝沙劳人仲案字（2020）第1006—
1011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
出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1年2月8日上午9时30分在重庆
市沙坪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一号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重
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新街42号附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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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2月1日

重庆江津李市110kV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项目概况：项目名称：重庆江津李市110kV输变电工程；建设
单位：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供电分公司；建设性质：新建；建
设地点：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建设内容：①新建1座110kV户外
GIS型变电站，本期主变容量为2×50MVA，远期主变容量为
3×50MVA；②新建孔目-李市 110kV单回架空线路，形成
110kV 孔李 1 线，新建段长度约 6.8km，其中单回 6.2km，与
110kV 孔海北线同塔架设 0.6km；③ 110kV 孔宝线 π 接入
110kV李市站，形成110kV宝李线和110kV孔李2线，新建段线
路路径长度约1.9km，其中110kV宝李线路径长度约1.1km，
110kV孔李 2线新建段长度约 0.8km，调整原线路弧垂长度
0.61km。另在220kV孔目站110kV侧扩建1回110kV GIS出
线间隔。二、全文获取连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Mdy5N_T08bVJXn1gGfN3uw（提取码bxpo），纸质版查阅
可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取。三、征求意见范围本次评价范围
内线路两侧30m范围内以及变电站围墙外30m范围内保护目标。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公众意见表详见：https://pan.baidu.
com/s/1kyZc57SUt5Bs9VBn8_wG_A（提取码0nec），也可直
接联系建设单位无条件索取。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
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信函或者到项目所在地，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
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和建议。六、提出意见期限和公示时间即日起，共10个工作日。

赵如秀遗失重庆市永川区星光大道789号35幢3-2-1的定
金收据编号0005933金额20000元整、编号0005991金额
30000元整、房款收据编号0005992金额191125元整、大修
基金收据编号0005993金额9694.5元整，声明作废

遗失宋太琼车牌号渝F11752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万州区浩升出租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车
牌号渝F81A00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雄财公司渝DE361挂营运证500110099685渝D53511营运证
500110099701 遗失作废。重庆利生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渝BJ7709 营运证 500110098551 渝
BJ7801营运证500110113273渝BN9773营运证500110027122遗失注销。重庆捷能达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渝 AB706 挂营运证 500110057277 遗失注销。重庆龙胜物流有限公司渝 D08059 营运证
500110110301遗失。遗失唐成龙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500107610633特此申明。长盈公司渝
D69377营运证500106038395遗失作废。景天国际万盛分公司渝D58139营运证500110107680遗失作
废。尊运公司渝BU6838营运证500110072432遗失作废。伟联公司渝D36013营运证500110077041
遗失。路港公司渝BS0923营运证500110032730渝BQ6580营运证500110078212渝BQ6790营运证
500110020586渝BS1021营运证500110018380渝B7952挂营运证500110017865渝BQ5299营运证
500110059931渝BQ5261营运证500110121198遗失作废。嘉峰公司营运证渝D02013作废，耀飞公司
营运证渝D89212作废，悦运公司营运证渝D86347作废，福哲实业公司营运证渝D18180作废，嘉峰中涪
公司营运证渝DZ225挂作废，耀飞公司营运证渝G26593作废，涪陵区鑫汇公司营运证渝G13998作废，
百胜公司渝G23922营运证作废，嘉特公司营运证渝DK3107作废，心行同步公司营运证渝GG7757作废。

国启公司渝 DZ7639 营运证 500113024657 遗失作废。
久合公司渝D78949 营运证号 500110082985 遗失作废。
轩泰公司渝BN6083营运证号 500110002330 遗失作废。
巨东公司渝 BS0293 营运证 500110018364 遗失作废。
豪迈公司渝D75639 营运证号 500110113100 遗失作废。
籍力公司渝D88040 营运证号 500110101096 遗失作废。
重庆超越公司渝BG2653渝BG8519渝BH0326渝BH1088
渝 BH6987 渝 BH9785 渝 BJ1290 渝 BJ3010 渝 BJ7735 渝
BL6277 渝 BL7672 渝 BQ2672 渝 BQ3850 渝 BQ6158 渝
BQ6159 渝 BQ6138 渝 BQ6906 渝 BQ7678 渝 BQ7711 渝
BQ6071 渝 BQ9082 渝 BR2526 渝 BR3110 渝 BR3032 渝
BR6600渝BS2505营运证予以注销。
减资公告：经森美莱生物科技重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MA60W6A45C）合伙协议，全体合
伙人一致同意，拟将出资额从500万元减少为10万元。请债
权债务人见报后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自本日起45日内
到本合伙企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12.1

公告清单：

成都工投珑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民振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城乡规划公告
项目名称 申请修改单位 修改事宜 公示地点 公示时间 联系方式

建设工程
设计方案
修改

永川区
科园北
路1号

重庆和玉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申请调整在5号楼和6号楼之间增加
一个生化池，局部调整三期范围内消
防车道。调整后项目总建筑面积、总
计容建筑面积不变，其余审批内容不
变，具体调整情况详见附图。详情见
区规划局公示栏、网站及项目现场。

永川区行政
服务中心电
子公示栏、项
目现场、网站

2020年 12
月 1 日 至
2020年 12
月7日

61131087
池先生

项目位置

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永川区人民北路6号
详情请见:重庆市永川区政府门户网http://www. cqyc. gov. cn

13368336681 023-86622662
登报 遗失公告 信息发布 ●綦江区皓然公司渝BN2792，渝BJ3816渝BU1118，锦吉

物流公司渝D86520，锦添公司渝BF1568营运证灭失注销●长往物流公司渝 DZ021挂营运证500110114767遗失作废。●遗失重庆智捷鑫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作废。●遗失周晋博文,余露之女周泽瑜在重庆市九龙坡区
人民医院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243684作废●遗失唐小兰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680120171103289作废●周燕生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110108197304156332，特此声明。●声明：余科遗失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门诊收费票据，编
号：（2020）：200110312338金额610.44元，声明作废● 重庆岭峰木业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华福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5811401)声明作废●遗失：梁丹警官证，警号007047声明作废●遗失2020.10.9发王和升营业执照正本92500106MA615YM41N作废●遗失重庆术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2351006605声明作废●遗失声明：北京今日世纪图文制作中心重庆分部作废
公章、财务专用章、人名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和玉
世 纪
新 城
三 期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
员 任二田）日前，九龙坡区社区教育管理
干部培训暨社区家庭教育推进会在社区教
育学院召开。据介绍，近年来，九龙坡区社
区家庭教育工作在该区教委、区妇联、社区
教育学院三方合作下，积极推进家庭教育、

社区教育相融相生、互动发展的有效渠道
和方式，培育了一批家庭教育特色品牌，形
成了“社区教育搭台，家庭教育唱戏”家庭
教育九龙坡模式。社区教育学院作为“九
龙坡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2020年被评
为全国“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

九龙坡区三方联动推进社区家庭教育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
员 何彦羲）日前，大渡口凤阳村工作人
员接到村民来电，称村里4社水管出现
问题，导致村民无法正常用水，影响日常
生活。在无法确定责任单位的情况下，
村委会主动出资缓解了群众用水困难。

“经过检查后，发现是水管水压不
够，所以村民家中的自来水无法正常供

应。”凤阳村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村内
设施建设于多年前，现无法归责到具体
相关单位，由谁负责成了“难题”。为了
不给群众增加负担，经村委会商讨后决
定，出资8000余元修理水管，尽快恢复
村民正常用水。凤阳村接下来还会对辖
区内老旧水管进行排查，及时发现并解
决隐患。

水管故障导致供水异常 凤阳村村委会为民解忧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石亨）据市气象台的预计，重庆未来几
天阴雨绵绵，周四，重庆高海拔地区将再度

降雪，阳光仍旧不见踪迹。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12月1日：阴天，10℃～13℃
12月2日：阴天转间断小雨，10℃～

12℃
12月3日：间断小雨，9℃～11℃

未来几天山城阴雨绵绵

11 月下旬，各地
纷纷启动冬季旅游市
场，对于热爱旅游的你
来说，哪些目的地人气
和性价比高，更值得在
此时前往呢？记者通
过了解在线旅游预订
平台发布的冬季旅游
榜单和采访多家在渝
旅行社，为你带来重庆
冬季旅游热门景区和
线路，如果不想凑热
闹，还有一些“小众”旅
游地可选。

冬季出游自由行
这些城市是热门

记者从携程发布的“冬季旅游度假人气榜（11
月）”发现，11月下旬到12月份是传统的出行淡季，旅
游网站的各类产品“大放价”，一些国内人气目的地和
城市，包括机票、酒店在内的自由行产品，最低只需要
五六百元。

“国内自由行人气榜（11月）”显示，从携程自由行
产品的近期预订人气看，三亚、成都、重庆、西安、北京、
厦门、广州、长白山、张家口、哈尔滨，是人气领先的目
的地。旅游者主要选择2~5天的自由行产品，包括机
票酒店最低只需几百元。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地天
气降温，海南三亚位居自由行人气榜首，四晚入住豪华
酒店、包含往返机票的三亚五日自由行，只需要1500
多元，性价比相当高。

“国内私家团人气排行榜（11月）”显示，丽江、三
亚、成都、贵阳、九寨沟、呼和浩特、西宁、桂林、张家界、
兰州，是最近私家团旅游的热门目的地，选择云南、海
南、四川等省份的人数更多。云南成为跟团游第一大
人气目的地，热销产品有“丽江+大理+泸沽湖六日私
家团”等。

滑雪产品性价比高
温泉景区热度上升

随着雪场的开放，滑雪旅游线路的人气在11月下
旬越来越热，人气增幅超过300%。从人气来看，黑龙
江、吉林、河北等是大热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最近处于启动期，当前推出的滑雪产品性价比很高，建
议有时间的游客在年底前出行，选择打包线路性价比
更高。以自驾的方式玩冰雪，在冬季也受到旅游者青
睐。“国内租车自驾游人气榜（11月）”显示，三亚、成
都、海口、上海、昆明、重庆、西安、广州、大理、北京，是
人气最高的租车城市。

“国内景区门票人气榜（11月）”综合了该平台门

票预订数据，数据显示，最近热门的主要是主题乐园、
温泉、滑雪景区门票。人气领先的是上海迪士尼度假
区、灵山大佛、重庆欢乐谷、瘦西湖、深圳野生动物园、
北京野生动物园、珠海长隆海洋王国、长隆野生动物世
界、普陀山风景区、长沙生态动物园等。温泉景区门票
预订量大幅上升，人气领先的有珠海御温泉、溧阳天目
湖御水温泉、中山泉眼温泉、宜春明月山天沐温泉度假
村、沈阳清河半岛温泉、惠州南昆山云顶温泉、北京大
东方温泉、重庆融汇温泉城、北京西山温泉、深圳茵特
拉根养生温泉等。

巫山红叶旅游产品热卖
这些小众旅游地可选

如果不出远门，想周边游或者近郊游，哪些景区又
是热门呢？记者查询多家在渝旅行社官网了解到，目
前，武隆仙女山、天生三桥，永川乐和乐都，彭水阿依
河，南川金佛山，巫山红叶等都是热门，尤其是巫山红
叶，近日进入最佳观赏期，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往。一
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证实，目前，“巫山+云
阳龙缸+云端廊桥二日游”这一产品正在热卖。而除
了看红叶，冬季去南川金佛山耍雪、滑雪等，也是热门
线路。

如果想避开这些热门线路，也可以选择一些小众
地方，比如旅游达人和摄影达人钟爱的南川山王坪喀
斯特森林公园，除了生态石林，还有造型奇特的各种树
木、藤蔓。自驾的朋友，也可以选择冷水服务区生态旅
游自驾营地，这里设施齐全，风景独特，天气晴好时可
以在夜晚看到星空，气温低时也有可能下雪。另外，旅
行社客服表示，眼下，三峡游也是不错选择，现在乘坐
三峡游游轮，三天两晚只需1000多元，性价比较高，沿
途可饱览三峡以及周边美景。

温泉产品方面，记者综合多个在线预订平台来看，
融汇温泉城、重庆天赐温泉度假酒店、贝迪颐园温泉旅
游度假区、统景温泉风景区都是热门，价格方面，如果
不住宿，泡温泉价格在100~200元左右，如果加上住
宿和餐费，价格多在200元以上。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冬季旅游去哪儿？
除了热门榜单，还有小众旅游地可选

阿坝邀你感受阿坝邀你感受
““冰与火冰与火””的魅力的魅力

为了邀请重庆市民深
度了解阿坝州的文化，体验
当地的旅游风情，昨天上
午，阿坝州全域旅游重庆推
介会暨重庆·阿坝文化旅游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重庆
正式签署。

冬日的四川阿坝太过
惊艳，这次阿坝为大家准备
了三条旅游线路。线路 1：
冰雪温泉之旅。重庆—成
都—汶川（萝卜寨）—理县
（甘堡藏寨、古尔沟温泉、鹧
鸪山滑雪场）—黑水（达古
冰川、色尔古藏寨）—茂县
（中国古羌城、九鼎山滑雪
场）—成都—重庆；线路 2：
阳光康养之旅。重庆—成
都—汶川（无忧谷、水磨羌
城）— 卧 龙（中 华 大 熊 猫
苑）—小金（四姑娘山、沃日
土司官寨）—丹巴—金川（中
国碉王）—马尔康（松岗天
街、卓克基土司官寨）—黑水
—茂县—成都—重庆；线路
3：遗产体验之旅。重庆—
成都—汶川（萝卜寨）—茂
县—松潘（牟尼沟、松洲古
城、奇峡沟滑雪场）—九寨
沟（九寨沟、嫩恩桑措）—成
都—重庆。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王渝凤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2012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9 17 27 28 35 03 08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028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5 1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028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5 1 7 9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007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
0 3 1 1 3 1 0 0 0 1 3 3 0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007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
0 3 1 1 3 1 0 0 0 1 3 3 0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007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1 1 2 0 1 0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0年11月30日

5 1 1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0282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0年11月30日

基本号码
10 02 17 18 29 04 21

特别号码
03

中奖号码：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20122期

18 44 57 48 65 63 51 68 24 04
01 30 61 32 35 42 74 08 26 73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0034期

重庆人又中千万元级大乐透头奖啦！
昨晚结束的大乐透第20121期开奖中传来
好消息，来自我市渝北区08654号体彩销售
网点的购彩市民喜中一注追加头奖，斩获
1059万元追加头奖奖金。

据了解，当期体彩大乐透开奖号码为前
区“09、17、27、28、35”，后区“03、08”。全
国共中出了 12注一等奖，单注奖金高达
588万元；值得一提的是，其中4注头奖为追
加投注所中，每注多收获追加奖金471万
元。统计数据显示，这12注大乐透头奖分
落5个省市，其中1注千万级追加头奖中奖
地为位于我市渝北区龙溪街道松牌路523
号金龙商厦2栋的08654号体彩销售网点，
中奖彩票为一张“8+3”小复式投注彩票。

体彩大乐透作为重庆人经常中得千万
元大奖的彩票游戏，究竟怎么玩？简单来
说，大乐透就是从“01-35”35个号码中选5
个号码，再从“01-12”12个号码中选出2
个号码，组合成一注号码进行投注。而现
在买体彩大乐透，不仅有机会 2 元命中
1000万元，3元追加冲击1800万元大奖，
更有惊喜免费好礼在等你：“幸运大乐透嗨
翻天”活动正在全市火热开展中，根据活动
规则，市民在我市任意一家体彩店购买大
乐透彩票，单票金额满30元，即有机会免费
获得最高价值1512元大乐透“10+3”彩票
一张，让你不花一分钱即有更大机会冲击大
乐透千万头奖。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渝北市民喜中体彩大乐透1059万元追加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