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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重庆市七十九中学开具给文炎
的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
算票据发票，发票代码201110118，
发票号码：000365156，金额 274
元，特此声明第一联遗失作废。

重庆市奉节县滟春生猪定点屠宰场“奉节县滟春生猪定点屠
宰场”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

1、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为：https://
www.fengjie.org/s/?34983；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VPZeALfdowZp9Ia3UMYj-w；提取码：1234。2、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建设单位“重庆市奉节县滟春生猪定点屠宰场（联
系电话：18512308383）”均可查阅；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组织，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
https://www.fengjie.org/s/?34983；链接 ：https://pan.baidu.
com/s/1VPZeALfdowZp9Ia3UMYj-w；提取码：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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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之牧业养殖场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冲之牧业养殖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该项目环评
相关信息公示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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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纸质报告书，或
通过网络http://www.eiabbs.net/thread-389631-1-1.ht-
ml查阅报告书和公众意见表下载；3、公众可通过信函（重庆市
万州区玉龙路239号），电子邮件（418625306@qq.cm）等方
式，提交公众意见至建设单位。建设单位联系人：何总
13320302988；环评单位联系人：刘老师17323712851。4、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12月18日～2020年12月31日

减资公告：重庆华蓥矿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72036455976)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
5000万元减至225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
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余家镇全睿德生态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余家镇全睿德生态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该项目环评相
关信息公示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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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纸质报告书，或通
过网络：http://www.eiabbs.net/thread-389290-1-1.html 查
阅报告书和公众意见表下载；3、公众可通过信函（重庆市万州
区玉龙路 239 号），电子邮件（278595197@qq.com）等方式，提
交公众意见至建设单位，建设单位联系人：徐总 177 4999
4666；环评单位联系人：周老师 17783890825。4、公众提出意见
的起止时间：2020年12月17日 —2020年12月30日

重庆三峡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重庆三峡恒合旅
游度假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报纸第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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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重庆三峡恒合旅游度假区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事宜公告如下：建设内容：规划名称：重庆三峡恒合旅游度
假区规划;规划规模、范围：北至X553县道河谷坡岸；东至鹰嘴岩及枫木村；
南面以恒合乡行政边界为界，西至恒合乡行政边界西侧道路。规划面积：
52.8平方公里。规划期限:本总体规划年限为10年，自2020—2029年，分三
期实施：近期：2020-2022年；中期：2023-2025年；远期：2026-2029年。
总体定位：以3小时交通圈为核心客群，面向全国市场；以生态山水原乡、避
暑康养、土家民俗、历史人文等资源为基底；以“鹿沉浸式主题游憩”+“中国
面积最大的古枫香树群落”为特色，以度假为核心驱动，以“和、乐”旅居为价
值主张，集生态观光、主题游憩、避暑康养、文化体验、科普研学、户外运动、
乡村休闲等功能于一体，构建大三峡康养旅居黄金圈，打造中西部极具影响
力的国家级山地旅游度假目的地。空间布局：规划总体空间结构为“一廊两
区一镇”。一廊：游龙戏凤•龙凤溪谷景观廊；两区：鹿鸣之喜 • 森林度假
区、心归云霞• 乡村休闲区；一镇：有凤来仪• 高山康养旅居小镇。2.公众
意见表及意见征求稿下载链接：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
1vJ9rgNecKg5EsujKLQ9L7g 提取码：e1p6，下载地址：https://pan.bai-
du.com/s/1lERL_kluZTCX61lfRnlcVA 提取码：joo4。3.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包括受建设单位影响或者关心工程建设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个体。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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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邮箱，或者电话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
实名反馈相关意见。建设单位：重庆三峡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
系人：孙老师；联系电话：13983525668；578964356@qq.com。环评单位：重
庆绿之豪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尹德林18102338609 1835475436@qq.com。

公 告
重庆胜泽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机关认定的牟一成受伤性质属于工伤的工伤
认定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认定工伤决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60日内可向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或重
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
内向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遗失重庆市远霆商贸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编号公章
50038120140925010财务章50038120200409018作废●遗失云阳县残疾人联合会公章壹枚，编号：
5002351015634声明作废

公 告
北碚区澄江镇澄江路143号、145号及附属号住
户，因该栋房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为确保辖区
老街公共安全，急需拆除，请涉及该栋房屋的产
权人从登报之日起至2021年1月4日止到澄江
镇澄江路社区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联系人:黄大春，电话177235314981。

北碚区澄江镇人民政府

石柱县马家坝水电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
意见稿公众参与信息公示（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要求，石柱县马家
坝水电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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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RGAgpKg-1tJyI196pg-wNw,提取码: ya51，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到建设单位办公场所查阅环评报告。 联系人：谭老
师 电话：13896300018 ，地址：重庆市石柱县金铃乡马家坝电站。（二）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三）公众
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
径；电子邮件：546863373@qq.com，联系人：谭老师 电话：13896300018，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 2020年12月22日至2021年1月5日（10个工作日）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前锋水电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市实力公路开发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修建国、何书能
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一案，现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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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委渝北劳人仲案字〔2020〕第344、345号
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
书（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208室），逾期视为送达。如对本裁决不服，
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
执行，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12月24日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天星水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第4号令)相关规
定，现将万盛经开区天星水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予以
公示。（一）项目基本情况天星水库位于孝子河支流清溪河左岸支
流大垭槽上，是一座以城市生活和工业供水为主的综合利用功能
的水利工程。天星水库总库容 1118 万 m3。正常蓄水位
376.8m，兴利库容 962万m3，多年平均供水量为967万m3。（二）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重庆市万盛经开区
天星水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rmaYvHBMxWzbf3YbVw2Fg
提取码: dm6t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
围内的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 众 意 见 表 的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zW2oQR16P0cGEJpmuEEyFg 提取码: f6vb，（五）公众提出
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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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水务开发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系人：代总，电话：13372616099，邮箱：
249594180@qq.com，评价机构：重庆宝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工，电话：18580865316，邮箱：550335070@qq.com

遗失重庆市会世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公章（编码5001122017185）财务章
（编码500112201718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会世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 印 章 备 案 回 执 ，编 码 为
50011220150508011声明作废

车与公司渝D49579营运证500110093019遗失作废。
久合公司渝D08233营运证500110108348遗失作废。
澳成公司渝D02461营运证500110074243遗失作废。
乐亿公司渝D2V18挂营运证500110110790遗失作废。
龙科公司渝D78226营运证500110081872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耀森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22304929759N）经股东会研究决
定，将注册资金由200万元减少为20万元。根据《公
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通 知
渝中区山城巷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

项目拟被征收人渝中区雷家坡6号赵福
银、祁季华；雷家坡7号李洁；雷家坡26
号官毅、梁莉以及雷家坡 5 号胡祖碧
（故）、雷家坡6号钱应鸿（故）的相关权
利人。请于2021年1月5日前到房屋征
收现场办公室（地址：渝中区南区路人防
洞34号、35号；电话：63261775）配合办
理涉及的相关房屋征收工作事宜。
渝中区山城巷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项目

（二期）现场办公室
2020年12月24日

重庆市酉阳县冷水河一级电站、冷水河四级电站、落底洞电
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及冷水河三级电站等四个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一、项目概况重庆市酉阳县冷水河一级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装机
1580kW，径流引水式电站，在原址加深引水明渠、重建发电厂房、更
换设备并新增下放生态流量设施。重庆市酉阳县落底洞电站增效扩
容改造工程：装机600kW，坝后式电站，在原址加宽取水口、扩宽加
深引水渠道、进水前室、扩建发电厂房、更换设备。重庆市酉阳县冷
水河四级电站增效扩容生态改造工程：装机9000kW，径流引水式电
站，在原址扩建引水渠及引水隧洞、加高前池、更换压力管道、改造主
厂房、更换设备。重庆市酉阳县冷水河三级电站：装机3200kW，径
流引水式电站，在原址加高引水渠、加高压力前池、改造修缮主副厂
房、更换设备。二、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及查阅
纸质件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http://www.eiafans.
com/thread-1340578-1-1.html,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纸质版查阅联系人及联系方式：重庆市
酉阳县钟多镇桃花源南路457号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酉阳县供电分
公司办公室，黄老师 15736235411，邮箱512023988@qq.com。三、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评价范围内涂市乡胜利村，涂市乡桃鱼村、老麦
土，麻旺镇，龙潭镇川主村及项目所在地的个人或社会团体。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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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后发送至上述联系人邮箱，或电话实名反馈相关意见。五、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公示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1月6日。

润安公司渝D38992营运证500383029686遗失。重庆
云 河 汽 车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渝 BJ2233 营 运 证
500222069776 渝 BJ2227 营 运 证 500222069716 遗
失。丰凯物流公司渝DR3780营运证500113030994遗
失作废。重庆鑫奥物流有限公司渝BF5273 营运证遗失
作废。重庆广康运输有限公司渝 BU3233 营运证
500222032380遗失作废。重庆三冠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渝B8337挂渝BN3861渝BL5388渝BL2812渝BJ3875
渝BH9973渝BH6523营运证注销。重庆市伟瑞物流有
限公司綦江分公司渝BR7131渝BR7066渝BR1013渝
BR1126渝BQ5851渝AN7070营运证注销。

公告
重庆百子禧后母婴护理有限公司：

本委依法受理的杨永芬、单静与你司劳动争议案（渝綦劳人仲
案字〔2020〕第496、497号）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
向你司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杨永芬2020年1月至3月工资共计3600元，驳回申请人杨永芬的
其他仲裁请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单静2020年1月至4月工资共
计10,710元，驳回申请人单静的其他仲裁请求；上述款项应于裁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完毕。自公告之起60日内到本委领取仲
裁裁决书（地址：重庆市区綦江区通惠街道通惠大道市民服务中心
A栋406），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
发生法律效力。你司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
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自本裁决
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
决。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綦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12月24日

●宏铠运输有限公司 渝 D31372 营运证遗失●遗失重庆绿优优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编号5001127029326.声明作废●重庆海外旅业(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加州路门市遗
失以下合同：CJN0259191.CJN0259205.CJN0259206.
CJN0263479.CJN0264401.CJN0264403.CJN0264404.
CJN0265940.CJN0269299.CJN0269300.CJN0269301.
CJN0269302.CJN0270574.CJN0270575.CJN0270576.
CJN0270577.CJN0270578.CJN0270579.CJN0270580.
CJN0270581.CJN0270582.CJN0270583.CJN0270584.
CJN0270586.DX1000592.DX1001142.DX1001143.
DX1001144.DX1001145.DX1001146.DX1001148.
DX1001149.DX1002029.JNN0682323.JNN0682324.
JNN0683710.JNN0683711.JNN0683712.JNN0683713.
TWN10056768.TWN10057112.TWN10057113.
TWN10057114.TWN10057115声明作废

广州贝希娅皮革制品有限公司遗失重庆万达
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号码
00006136，物管费保证金 5450.14 元；号码
00005243，质 量 保 证 金 10000 元 ，号 码
00005190，POS机押金5000元，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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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6530031119202，账号
2211010120440000771声明作废。

重庆中广慧通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代账合同 7 份(编号：
20200957、20201012、20200951、20200925、20200928、
20201119、20201130)、社保合同2份(编号：910、930)、收据
2份(编号：124269、72222832)，以上合同及收据已遗失，由
此造成的经济纠纷及损失，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特此证明

13368336681 023-86622662
登报 遗失公告 信息发布 ●重庆百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观音桥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50001063600050236808核准号J6530043299801声明作废●遗失父亲任大伟，母亲熊尚梅之子任俊宇在2015
年1月28号出生证明，编号P50001803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渝北区王家街道大屋村村民委员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
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代码54500112565634836C），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艳阳劳务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57150257）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普通发
票68张，发票代码：150001540078号码：06275203—
06275250；06275707—06275726声明作废●重庆渤曦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公章遗失作废●遗失谷雨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116297作废●遗失铜梁区华云便民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JY15001510098662作废●遗失重庆市春田花花网吧 财务专用
章，编号5001038021824，声明作废●重庆市涪陵区清溪中心卫生院工会委员会遗
失2017年10月11日核发的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证号：81500102MC1016163X，特此申明作废。●遗失重庆泽茂机械有限公司2016年07月28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671032660P，声明作废●重庆鑫移多科技有限公司丢失公章
一枚编号5001087121023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区欣羽冷食品店天星桥店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市 璧 山 区 六 汇 物 流 有 限 公 司（公 章 编 号
5002278038037；财务专用章编号5002278038038；发票专用章
编号5002278038039和彭晓彬私章)的印章备案回执 ，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静观镇秀禾园艺场公章
壹枚（编号5001092005881）声明作废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石亨）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部分
地区有间断小雨或零星小雨，海拔1200米
以上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大部分地区气
温在 4~12℃之间，中心城区气温在 7~
10℃之间。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12月24日：阴天，7℃～10℃
12 月 25 日：零星小雨转阴天，7℃～

10℃
12月26日：阴天，8℃～11℃

重庆未来几日阴雨相间

记者昨天从市公安局获悉，为确
保2021年新年夜等重要节点期间社
会治安秩序平稳，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重庆警
方依法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25
日、31日对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
沙坪坝区、九龙坡区的部分区域实施
交通安全管控。目前，新冠肺炎疫情
尚未结束，警方呼吁市民做好防疫措
施，不凑热闹、不扎堆，防止拥挤踩踏
等引发安全事故。

这五个区实行道路交通管控

据重庆警方介绍，道路交通管控时间为12月24日、25
日、31日18:00至次日凌晨2:00。具体管控措施如下：

停车场和货运车辆也进行管控

据了解，除了上述道路交通管控措施外，警方
还将对停车场（库）和货运车辆进行管控，具体管
控措施如下：

12月24日、25日、31日10:00至次日凌晨2:
00，禁止车辆在渝中区临江门—通远门—较场口
—储奇门—长滨路—东水门大桥—朝天门—千厮
门大桥—嘉滨路—临江门（含）以内所有道路（含
所有路内停车位）沿线占道停车；禁止车辆在江北
区观音桥环道，北城天街，九街及江北嘴中央商圈
以及建北五、七、九支路沿线和未来国际、大融城
区域道路（含所有路内停车位）停放；禁止车辆在
沙坪坝区三峡广场环道（含）以内所有道路（含路
内停车位）停放；禁止车辆在南岸区南坪东路—南
坪西路—万寿路—南城大道—响水路环线以及南
坪广场、贝迪环道沿线（含路内停车位）停放；禁止
车辆在九龙坡区杨家坪环道以及珠江路沿线（含
路内停车位）停放。同时，12月24日、25日、31日
12:00至次日凌晨2:00，解放碑商圈、观音桥商
圈、南坪环道商圈、杨家坪环道商圈、三峡广场商
圈及其周边所有商业配建停车场，禁止临停车辆
停放（月租、产权车位除外）。

12月24日、25日、31日期间，所有持通行证
的载货汽车16:00至次日凌晨2:00、无通行证的
载货汽车7:00至次日凌晨2:00禁止通行以下管
制道路：渝中区所有道路，江北区建新南路、建新
北路、建新东路、建新西路、北滨路、渝鲁大道，九
龙坡区谢家湾正街、长江二路、杨家坪商圈、杨九
路、直港大道、石杨路（杨家坪环道至石坪桥立
交），南岸区南滨路、南坪东路、海棠溪新街、涂山
路、弹子石新街。

渝中区
临江门—通远门—较场口—储奇门—长滨路—东

水门大桥—朝天门—千厮门大桥—嘉滨路—临江门
（含）以内所有道路，中山二路两路口往通远门方向，北
区路一号桥往临江门方向，中兴路石板坡往较场口方向
将实施流量限制。20点起，上述所有管控点位禁止除
特种车辆、公共交通车辆（空车）外的其他车辆往解放碑
方向行驶；千厮门大桥北桥头往渝中区方向以及东水门
大桥南桥头往渝中区方向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同时，
视情况在两路口环道、菜园坝转盘、上清寺转盘、大溪沟
路口、菜园坝大桥北桥头、长江大桥北桥头、黄花园大桥
南桥头、嘉华大桥南桥头、牛滴路滴水岩路口等外围区
域实施交通管制，进一步控制往渝中区方向的交通流
量。往来江北区、南岸区的车辆建议经内环快速路绕行
通过。前往渝中区管控区域内的公交车，将分别在两路
口环道、大溪沟路口、石板坡立交（经菜园坝转盘）掉头
返回，不再载客驶入渝中区管控区域以内。渝中区本地
住户经出示身份证、驾驶证或业主证等有效证件，可经
嘉滨路—棉花街—沧白路或者长滨路—储奇门—解放
东路—道门口—打铜街—小什字进入管控区域。

江北区
新村小学路口、建新北路观音桥环道入口、浪漫金

街入口、412公交车站、建北四支路路口、红旗河沟立交
实施交通管制，控制车辆进入观音桥环道。视情况在建
新南路、红旗河沟立交、洋河立交、建新东路鲤鱼池路
口、李家坪立交等周边区域实施交通管制，进一步控制
往观音桥方向的交通流量。受限车辆建议经北滨路、鸿
恩寺隧道、渝澳大道、洋河东路、兴盛大道等周边道路绕
行通过。因该区域过境交通需求突出，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根据实时路况或将于当日下午提前采取管控措
施。12月31日视情况在黄花园大桥接西大街路口、江
州立交接永平门街匝道下口、五简路接金沙门路路口、
江北城隧道一分二等实施管控措施，控制车辆进去江北
嘴。前往江北区管控区域的公交车将不在观音桥环道
内的任何站点停靠。其中，经建新南北路通行的公交车
辆将直接经观音桥下穿道通行；经建新东西路通行的公
交车辆经观音桥环道通行但不停靠。

沙坪坝区
三峡广场金城停车库路口、双巷子立海停车库路

口、陈家湾三峡广场入口、天陈路丽苑酒店路路口、小
龙坎永安天桥路口、汉渝路药剂校路口、陈家湾南开下
穿道出口、杨公桥立交桥、站东路路口实施交通管制，
禁止除公交车、出租车、特种车辆以外的车辆往三峡广
场方向行驶。受限车辆建议参考龙泉路—沙中路—沙
杨路—杨梨路—站西路—清溪路—天梨路—天马路—
石小路—龙泉路线路绕行。

南岸区
南坪商圈环道贝迪入口、南坪商圈珊瑚村路口入口、

南坪商圈万寿路入口、南坪广场艾美酒店入口、南坪广场
南坪东路入口实施交通管制，控制车辆往贝迪环道和南
坪广场方向行驶。视情况在宏声路下口、晓月路下口、长
江大桥南桥头、烟雨公园路口实施交通管制，控制车辆往
南滨路方向行驶。视情况在腾滨路下口、卫国路上口、武
夷滨江路口、龙门路下口实施交通管制，控制车辆往南滨
路长嘉汇方向行驶。

九龙坡区
杨家坪环道石杨路口、西郊路口、杨九路口、团结路

口、长江路口将实施交通管制，控制进入杨家坪环道的
车辆。受限车辆建议参考石坪桥转盘—大公馆转盘—
谢家湾立交—鹅公岩立交—黄杨路—菜九路—黄桷坪
—锦龙路—毛线沟—水碾立交—袁茄路—石坪桥转盘
线路绕行。

24日、25日、31日重庆五个区将实行交通管控

警方呼吁市民不凑热闹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彭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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