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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首日重庆迎来温暖阳光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今天是春运首日，据市气象台预计，重

庆除了西南部间断小雨，其余大部分地区都是阴天与多云天气相间，暖阳有望回归，大
部分地区气温也将小幅回升，全市最高温在15℃左右。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1月28日：阴天间多云，8℃～13℃
1月29日：阴天，9℃～12℃
1月30日：阴天，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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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的老婆打算把家里
的门锁换成智能锁，没想到
却惹得婆子妈不高兴。原
来，婆子妈来主城生活这大
半年来，面临了一场智能
化遭遇战——智能电视不
会调，智能窗帘不能手动
拉，拖把是电动的用不来
……秦妈妈还抱怨：
“门锁也搞成智能，我

以后回个屋都难了。”

媳妇想换智能门锁 婆子妈却接受不了

怎样帮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希望老妈颐养天年”
秦岭今年30岁，在沙坪坝一家青少年

教育培训机构工作，家住渝北区安泰佳苑
小区。2020年5月份，秦岭将妈妈从巫溪
农村老家接过来一起住，“我爸去世得早，
我买这套房子时，我妈拿出积蓄给我们出

了不少首付，现在新家装好了，就接她
过来颐养天年。”秦岭说。

秦岭的妈妈今年58岁，性格比
较内敛，搬来主城这大半年，在自己
的调和下，与老婆相处得还不错。但
秦岭没想到，因为一把智能门锁，秦
妈妈的情绪竟然崩了，随之还吐露了
她这段时间的困扰。

“我以后回个屋都难了”
上周末在吃饭时，秦岭的老婆葛

小姐说打算给家里换一把智能锁，已
经在网络平台上下单了，再过几天就
能到货安装。“妈，这样你以后出门都
不用带钥匙了。”谁知，秦妈妈闻言后
脸色就变了，饭也不吃直接回卧室
了。秦岭赶紧前去询问，秦妈妈不开
心地说：“还要换智能锁，我根本就用
不来。”

秦岭立马耐心解释：“智能锁用
指纹、密码都可以解开，就像我的手
机解指纹一样简单。”说罢，秦岭还用

自己手机演示了一遍指纹解锁过程。但秦
妈妈看了以后依然直摇头，“啥子都智能，
我以后回个屋都难了，我都想回老家了。”

“经常感觉自己没啥用”
秦妈妈说，其实自己搬来这半年多

来，很多时候都觉得无所适从，首先就是
智能电视，遥控器和自己以前用的完全
不同，上面没得几个按钮，还怎么调都不
对，每次想看什么节目，必须等儿子、媳妇
下班回来才行。

再比如家里的智能窗帘，不允许用手
去拉开关上，自己经常就会忘记，被说过
不止一次还是会忘。还有家里的拖把
居然是电动的，要拖地要按一个开关，
要洗拖把又要按一个开关，自己根本用
不来，想去买一个普通拖把，却被说那
样占地方。

此外，秦妈妈还提到，家里的蒸烤箱，
智能电饭煲自己也完全不会用，“我本来身
体挺好，想给你们多做点家务，但现在经常
感觉自己像没啥用。”

“但智能化是发展趋势啊”
对此，秦岭告诉记者，老妈的这番心声

让他震惊又心酸：“我以前没有想到，我们
年轻人觉得方便的东西，对于老人来说可
能很复杂。”

葛小姐说，秦岭让她把智能锁先退
掉，但自己也觉得有些委屈，首先智能
锁已经买了，等收到货后再邮寄回去非
常麻烦。其次，智能化是现在的发展趋
势，总不能因为婆婆不适应，就取消追
求科技生活的脚步，“我觉得肯定有什
么更好的解决方法。”

话题调查
你身边有老人有“智能化障碍”吗？

通过微信群、QQ群、电话等方式，
记者就这一话题询问了 100 多位市民，
其中有7成市民选择了“有”。

姜先生（23岁 男 大学生）：我奶
奶快80岁了，有天急着出门去看生病的
老伙伴，但在路边招车，明明是空车却被
告知“已接受网络预约”，奶奶根本不明
白是怎么回事。

胡倩（33岁 女 后勤）：真的不是
每位老人都能玩转智能手机，像我爸妈
生活在农村，他们根本就学不会智能
手机，所以到现在我都是给他们买的
老年按键机，没有必要强迫他们接受

“智能化”。
孙阿姨（65岁 女 退休教师）：我

属于学东西比较快的老人，掌握了智能
机的一些运用，带来了很多方便，但我有
些老朋友本身记性不好，今天学会一点，
可能明天就忘了，真的需要子女多耐心
多理解。

赵叔叔（68岁 男 退休工人）：其
实哪里是老年人不愿意学嘛，现在很多
年轻人性子急，多问两句就不耐烦了，老
年人学得慢，本身又不愿意麻烦人，那又
怎么学得会高科技嘛？

专家点评
多关照身边老人的慢速度

重庆市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谭刚
强认为，对于智能化，有的老人正享受着
其便利，有的老人则将其视若鸿沟。这
样的“双重现象”，不应该拿学生的“好
学”“上进”“勤奋”等判别标准去评断，而
是应该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教育背
景、年龄差异等。因此，作为年轻人，在
追求高科技生活、智能化设备的同时，也
应该多关照一下身边老人的慢速度，照
样可以带领老人享受智能化的便利。

比如，在购买一台新智能设备前，提
前告知老人，并详细介绍其相关功能，设
备到了以后，耐心地向老人演示和解释；
比如，对于记性特别不好的老人，可以学
习网友的贴心做法，手绘一份说明书让
老人慢慢学；此外，可以在某些智能设备
旁贴一些温馨提示，像电动窗帘按键在
此等；当你购买电动拖把时，也不要直接
丢弃传统拖把，给老人留一份传统备用
品，让其慢慢适应再慢慢替换。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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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027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1年1月27日

基本号码
23 26 11 05 10 16 13

特别号码
30

中奖号码：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21012期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2101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6 12 20 23 33+01 09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02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2 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02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2 3 6 5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1月27日

45 28 08 77 13 62 80 61 59 31
07 54 51 53 19 35 63 29 14 26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027期

刊登
热线15023163856
遗失·声明·公告·信息广告登报

上海兆妩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合同方名称）遗失华
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华
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万象城 3层
L380（店铺号）商铺WOO（品牌名）收据1张，收
据编号1798408，记载装修押金，金额￥6420元，
特此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法律后果
由我司承担，与华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重庆分公司/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无关。

上海兆妩贸易有限公司（合同方名称）遗失华润
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华润
置地（重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万象城3层L380
（店铺号）商铺WOO（品牌名）收据1张，收据编
号0123231，记载装修押金，金额￥6420元，特此
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法律后果由
我司承担，与华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分公司/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无关。●石竺遗失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0880002020004213作废

●铜梁区志富水产养殖家庭农场5002247098607公章作废
●重庆洪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
（编号：5002391030458）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兴精典商贸有限公司5002247089354公章作废
●重庆祥有发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5001047038540，声明作废。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一次性医用
口罩竞争性谈判采购，估算总投资10万元，合
同期3个月。请具有一类医疗器械及以上销售
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21年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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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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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航运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港万州港区
新田作业区二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的公告
各位公众：重庆航运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拟在
万州区新田镇建设重庆港万州港区新田作业区二期
工程。该工程拟建设4个5000吨级散货泊位以及
相应的陆域和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1400万吨，
占用岸线645m，主要转运货物包括金属矿石、煤炭
和矿建材料。目前，已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对重庆港
万州港区新田作业区二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第
二次公示，有效期为即日起10个工作日，公众可登
录以下网址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
见表，就您关心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网址：http:
//www.jpwzwz.com/ 联系人：孙老师 联系电话：
88734299 重庆航运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契税票遗失声明：胡宗维遗失位于
重庆恒大林溪郡项目，5栋3-7契
税发票一张，票据编号:0239844
票据金额:21044.22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红森创世体育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
5U534H38，拟将注册资本由60万元减少为5万
元。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21年1月28日

本人朱永华遗失金碧物业有限公司重
庆分公司恒大城项目开具的A3-201
朱永华收据号0040109金额5000元
的收据一张，特此声明挂失作废

重庆煜斛物流有限公司以下车辆的营运证遗失：
渝BN6322营运证500230009556；渝D7753挂营运证
500230008481；渝BP1010营运证500230004730；渝
G18031 营运证 500230005501；渝 BM9729 营运证
500230009761；渝 D2371 挂营运证 500230009944；
渝DC868挂营运证500230008858；渝DC898挂营运
证500230008857；渝D3703挂营运证500230008272；
渝DB300挂营运证500230008276；渝G20266，营运
证500230005582，声明作废

重庆江津温氏畜牧有限公司燕坝
种猪场项目（二期）环境影响二次公示

《重庆江津温氏畜牧有限公司燕坝种猪场项目（二
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已编制完成征求意见稿，根
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公开基本信
息。具体如下：一、项目概况：项目名称：重庆江津
温氏畜牧有限公司燕坝种猪场项目（二期）建设地
点：重庆市江津区龙华镇燕坝村 建设单位：重庆江
津温氏畜牧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扩建 建设内容及
规模：项目占地面积约为 428600m2，总建面约
24000m2，扩建2条扩繁线（包括配怀舍、分娩舍、
保育舍、育成舍、隔离舍）以及配套用房，其余设施
依托一期，年出栏仔猪6.25万头，总投资4000万
元。二、联系方式：公众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得报告
全文，提交意见。建设单位联系人：肖老师
15228269946 评 价 机 构 联 系 人 ：袁 老 师
13452031846 邮箱：497546757@qq.com 三、报
告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址：https://
pan.baidu.com/s/1SiiB0Ngfctn_uIEMeTjeXw
（提取码1234）四、公示时间2021/1/26~2021/2/8

减资公告：经重庆飞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6143XM9T）股东会决
定，现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整减至50万元整。
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琅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26MA613R6A94）股东会决定，
现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整减至100万元整。根
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重庆市江津区金康无损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公
章5003817014757财务章5003815001018发
票章5003817058255合同章5003817014759
无损检测章5003817079955防腐蚀工程检测
章500381707375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万仁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25MA5YN48M4W）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少到8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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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28日

公告:重庆雄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GB3756、
渝GB3659、渝GB3887、渝GB3596车辆注销
公告:重庆越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车辆:渝GB3360
渝GB2580从即日起灭失注销作废。特此公告！

利生万盛分公司渝 BJ8723 营运证 500110032866 遗失注销，利晟公司渝
BS6620营运证500110068415遗失注销，重庆吉润物流有限公司渝D91212营运证
500110104861遗失作废，富进公司渝B76691营运证500115064783遗失作废，慧
鸿公司渝D15951营运证500222093518遗失，重庆牛德亨物流有限公司渝DK9155
营运证500222108357遗失注销，忠源公司渝BS1578营运证遗失，重庆名流物流有
限公司渝AA567挂营运证500110054380遗失作废，展富公司渝DN5268营运证
500222109594遗失作废，重庆胜轩物流有限公司渝DS1160营运证500222105902
遗失，登科公司渝 BF7606 营运证 500115063772 遗失作废。泰金公司渝
DY0601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市綦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C7888渝BL9189渝
BN3017渝BN3626渝BN6836渝BN6935渝BN6937渝BQ3817灭失注销，重庆安
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C5177渝BH9380渝BN1033渝BN3611灭失注销。

重庆市奉节正邦大树镇年出栏14.4万头生猪
养殖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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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奉节正邦养殖有限公
司重庆市奉节正邦大树镇年出栏14.4万头生猪
养殖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进行第二
次公示，公示内容如下：一、征求意见稿全文、公
众意见表下载链接网络链接：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5lU-pMBsxAgkjMDmr7Ybgg
提取码:rdyn。如需报告纸质文件请联系建设单
位或环评机构；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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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电子邮件、信函、传真或其他方式，向以下机构提
交公众意见表，提出有关意见和建议；1、建设单
位：重庆市奉节正邦养殖有限公司；联系人：谢老
师；联系电话：189810655302、环评机构：重庆开
达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联系人：黄工；联系电话：
15178749631；邮箱：544419878@qq.com。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10个工作日内。

学友公司渝DR9376营运证500110117220遗失作废。
顺遂公司渝BZ7885营运证500110063529遗失作废。
朗鸿公司渝BQ9271营运证500222047880遗失作废。
德聚缘公司渝D38868营运证500109015980遗失作废。
澳成公司渝D6699挂营运证500110079695遗失作废。

公告：重庆诗仙创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委
已依法受理宋志东、邓敏、曾斯斯、邓宏、尹秀梅、何
永波诉你单位因劳动报酬、二倍工资差额、年休假
工资、经济补偿、加班费劳动争议一案（渝两江劳仲
案字〔2021〕第394号-399号）,因无法与你单位取
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申
请书副本及出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60日视为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
日内到本委应诉。本委定于2021年4月16日上午
9时在本委仲裁庭（重庆渝北加工区一路7号金泰·
彩时代 2号楼 16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
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1月28日

公 告
重庆铁峻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依法受理
牟莲利、罗元露诉你单位因劳动报酬劳动争议
一案（渝两江劳仲案字〔2021〕第 224号、225
号）,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出庭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请你单位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本
委应诉。本委定于2021年4月19日上午9时
在本委仲裁庭（重庆渝北加工区一路7号金泰·
彩时代2号楼16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
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1月28日

公 告
两江新区渝冒香餐饮店（经营者：杨健）：本委已
依法受理陈梦艺、周焬钇诉你单位因劳动报酬劳
动争议一案（渝两江劳仲案字〔2021〕第340号、
341号）,因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出庭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请你单位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本委
应诉。本委定于2021年4月19日下午14时在
本委仲裁庭（重庆渝北加工区一路7号金泰·彩
时代2号楼16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
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1月28日

●重庆市江津区顺林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公章5003817063733
财务章5003817063734发票章500381706373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江津区齐心桥竹笋加工厂公
章壹枚，编号50038170228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遗失刘国彬、吴开琼之子刘
伽泽于2017年8月1日10时25分在
铜梁区人民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R500161170，声明作废

登报声明
由新越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石柱县六个污水
处理厂》项目已竣工验收、决算审计，（六个污水
处理厂：大歇镇、双会村、龙沙镇、王场镇、金铃
乡、鱼池镇）材料款、民工工资已全部付清，特此
登报声明。六个污水处理厂班组长：龚中学、蒋
大光、陈学渊、唐天成、秦伟 2021年1月27日

●遗失王永洪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380020161101678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