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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
河道两旁“鸟语花香”

前日，记者来到九龙坡区华玉家园社区，被附近
跳磴河的生态所吸引。河道两旁是生态步道，步道与
河水之间，栽种着各种景观花草。在这个季节，一片
片的芦苇为河道两旁增添了不少韵味。

除了河道边的美景，河流两旁也充满了朝气。河
流一旁有个老杨群工点2号驿站，这儿树木繁盛高
大，树上成群鸟儿叽叽喳喳，树下满是叔叔阿姨们的
歌声。踏过旁边的长清桥来到河流的另一边，到处都
有孩子嬉戏的欢笑声，有打球的，也有遛狗的，好不热
闹。旁边的一个新楼盘正在火热售卖中，买房的看房
的络绎不绝。

下午5点，眼前这个由长清桥串联着的河道两
旁，充满着朝气，散发着幸福的味道。

除了这般热闹，芦苇里的小鸟、天空中翱翔的白
鹭也让我为之惊喜，这一幕让我忽然想到了杜甫的
《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疑惑
石墩上的粮食哪来的？

正是被这一片生态美景所吸引，记者便跟着散
步人群，沿着由两座桥形成的近一公里的环形步道
走去。

刚一到步道，便被围栏上间隔两米左右的石墩所
吸引——几乎每个石墩上，都摆放着一小堆食物，有
玉米、大米、小米、豆子等五谷杂粮，也有面包、饼干碎
等食物。

这些食物是谁放的？用来干什么？来到步道上
的人们，纷纷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大家猜想，是用来
喂鸟儿的？谁喂的？记者询问了十余人都未解。

快到下午6点准备返程时，步道上出现一位大约
50岁的阿姨。她手上正提着用食品袋装着的小米，
正在挨个填补未放粮食的石墩。

“我一般一次会提一斤左右，你看嘛，河两边都有
步道，带少了不够放。”杨阿姨介绍，步道旁，毛草多的
地方鸟儿就比较多，这些地方就会重点补食。

杨阿姨说，放置食物的人基本都是周边居民，在
散步的同时自发带着粮食而来。她也是在这样的情
境下，备受打动，大概半年前加入进来。

“我基本上每天都要来。记得有一次，我在喂食
物时，七八只鸟儿飞过来吃，看着这一幕，我好开心。”
杨阿姨说，“鸽子、画眉、白鹤……这里都有。”

提醒
市民尽量不要自行投食

杨阿姨喂鸟的另一个出发点，是为了帮助9岁的
外孙女学着写日记。

“日记来源于生活，孙女在如此好的生态中，去
感受人与自然，相信对她的日记写作也有很大的帮

助。”杨阿姨说，平日她基本天天都要来喂鸟，当孩
子周末放假，就会带着她一起来，让孩子来放置食
物，感受自然。

杨阿姨说，带着娃娃融入大自然，疼爱小动物，也
是一种言传身教。“特别是鸟儿们开心地吃着东西，9
岁的外孙女看着这一幕就特别开心。”

看着市民们自发前来喂鸟，负责这一带清洁的兰
阿姨也很有感触：“我是去年11月份来这里上班，在
我来之前，就有很多人自发前来喂鸟。在被他们的行
为打动后，我在做清洁时，要是碰到丢弃的馒头面包，
也会捡来放在石墩上。”

“市民们爱护生态的行为值得肯定。不过，也希
望市民们尽量不要自行放置食物。”负责跳磴河的大
石塔社区河长刘梅告诉记者。作为中梁山街道宣传
委员的魏庆收也告诉记者，考虑到每种鸟喂养食物不
同，以及野生鸟的一些喂养注意事项，建议市民在没
有专业人士指导下尽量不要喂养。街道也将加强这
方面的宣传，做一些提示牌加强规范等。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月 摄影报道

未来两天 阴雨相间
本报讯（重庆晚报-上游

新闻记者 石亨）周日，重庆各地
以阴天为主。截至15点，包括
中心城区在内的重庆大部地区
气温都超过了10℃，最暖的潼
南14.3℃。

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两
天各地阴天，部分地区有雨。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今天：间断小雨转多云，气

温9～13℃。明天：阴天有零星
小雨，气温8～12℃。后天：阴
天，气温9～13℃。

多地开城际公交化班车
春运坐大巴可直达你家

记者从交运集团了解到，多条城际快客在本月开通，以方便广大
市民的出行需要。

1“重庆主城-万州”线路。票价128元，重庆主城多点约客上
车，万州城区指定范围内免费接送，其具体线路班次如下：
重庆主城→万州方向

上车点：
①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
②重庆北站北广场汽车站
班次：
北广场：9:00、10:30、16:00
南广场：9:30、11:00、16:30

万州→重庆主城方向
上车点：
①国本路车站
②五桥(南站)
③双河口
④分水
班次：
五桥：10:00、14:00
国本路：15:30
★注意：班次可能会根据客流量适当调整，请以购票时实时的查

询结果为准。

2“重庆主城-云阳”线路。票价148元，主城多点约客上车，云
阳客运中心上下客，其具体线路班次如下：
重庆主城→云阳方向

上车点：
①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
②重庆北站北广场汽车站
班次：
北广场：7:20
南广场：7:50

云阳→重庆主城方向
上车点：
云阳客运中心
班次：
15:50

3“重庆主城(龙头寺)—铜梁”线路。实行班车公交化试点运
行,线路票价为25元。

途经站点：
铜梁汽车南站—龙都大道(明月广场)—白龙大道(原乡中央公

园)—铜梁东互通—重庆北站北广场车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
发班时间：
铜梁：05:40-19:00
重庆北站南(北)广场汽车站：7:00-21:00，每天班次不低于72班。

4城际快客“重庆—大足”新增“大坪医院—大足龙水”方向线
路。重庆主城多点约客，大足龙水城区内免费上门接送。此外，还开
通“大足-红旗河沟”、“大足-陈家坪”方向线路，具体线路信息可通
过渝客行平台查询或购买。
大坪医院→大足龙水

乘车点：
①陈家坪汽车站(站前广场)
②时代天街A馆
③重医一院(南2门天桥下)
④大坪医院
班次：
08:50、10:00、11:30、17:00、18:10、19:00

大足龙水→大坪医院
乘车点：
大足龙水城区指定范围内免费接
班次：
06:20、07:30、08:30、14:30、15:30、16:30

1.以上班次可能会根据客流量适当调整，请以购票时实时查询
结果为准。

2.出于疫情防控需要，请市民携带好本人有效身份证出行，全程
佩戴口罩，主动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主动出示渝康码。

3.途中如有身体不适，请主动及时告知司机。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渝凤 实习生 张力

说到重庆的大奖福地，大家首先会想到
江北，因为那里不仅诞生了大量的千万级巨
奖，更将大乐透史上首个亿元巨奖——1.77
亿揽入怀中。当人们仍记“亿”犹新时，江北
又在2021年拿下了大奖开门红：在刚刚结
束的大乐透第21013期开奖中，来自我市江
北区02083号体彩销售网点的购彩市民喜
中一注头奖，奖金高达1000万元。

当期体彩大乐透开奖号码为前区“21、

27、28、30、34”，后区“08、11”。全国一共
中出了4注一等奖，单注中奖奖金1000万
元，这4注头奖分落于重庆、广东、四川三
地。我市中出的大乐透一等奖中奖地为位
于江北区五里店灯饰广场亭的02083号体

彩销售网点。开奖数据显示，中奖彩票为
一张单式票，中奖者对两注号码进行投注，
其中一注号码命中第21013期大乐透头
奖，奖金高达1000万元。遗憾的是，因该
中奖者并未每注多花1元进行追加投注，

与单注封顶1800万追加头奖擦肩而过，白
白丢了到手的800万追加奖金。

体彩大乐透为重庆人送上超值大奖，
那体彩大乐透究竟是怎样一个彩票游戏
呢？体彩大乐透简单说就是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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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投注最高可中1000万元，3
元追加投注最高可中1800万元。

1000万！
1月30日晚体彩大乐透头奖花落巨奖福地江北

跳磴河数百个石墩上

为何洒满五谷杂粮？
“好奇怪哦，这些石墩上为何全都放上五谷杂粮呢？”只要来到位于九龙坡

区大石塔社区跳磴河段散步的居民，都会为沿线步道围栏上数百个石墩上的五
谷杂粮感到疑惑。

为何会放置这些粮食？又是谁人所放？前日，记者沿着步道询问十余人都未解，
直到一位大姐的出现，才终于解答了心中疑惑——这是一则“人与自然”的故事。

杨阿姨在喂食

▲市民放置的食
物，吸引了小动物
们前来觅食。

河道两边，绿意盎然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2101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7 7 1 7 6 2 + 11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03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7 1 4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03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7 1 4 2 8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101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1 1 0 1 2 0 2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1月31日

0 1 9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031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1年1月31日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27 06 09 31 12 16
蓝色球号码

06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21013期

39 32 19 23 57 66 06 58 53 67
12 10 34 43 01 50 25 20 22 62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0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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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颜德安俊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228704声明作废●遗失励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刻制、查
询、缴销证明50011420161124001作废●重庆嘉威物流公司渝BN3578营运证500110100361遗失作废●遗失金正宇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500068358作废●遗失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执法证：陈谊书，证号00032271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绿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304994139，税务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忠县林珍副食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15002330036026声明作废●重庆嘉志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公章5003817085719
财务章5003817085720发票章5003817085721声明作废●遗失江津区华冠副食品经营部公章壹枚（编号500381706
1725）、发票专用章壹枚（编号5003817060886）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众享车服（重庆）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陆灵骏
与你（单位）计时、计件工资、二倍工资差额、其他劳动
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第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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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上午9时
00分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206室（二号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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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1日

遗失重庆天运达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给重
庆交通运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汽车站的重庆市国
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代码150001320130，
发票号码：10100295，金额：2817元，发票号码：10
100306，金额：1112元，特此声明第三联遗失作废。
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客车生产基地搬迁技改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受重庆恒
通客车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公
司承担了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客车生产基地
搬迁技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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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
版全文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r7ThznpuRI3PpD1F_ONqAQ，提 取 码 ：
m5kv。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qG5Hkh4u4qxnH3M0yoox_Q，
提取码：gh7u。2.公众可通过电话、电子邮箱等
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取纸质报告书和
提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建设单位：重庆恒通客
车有限公司 龙工 联系电话：17352735907。环
评单位：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吴工 联系
电话：188833063813.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1年1月19日至2021年2月1日。

重庆市江津区清成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江津
区回龙庙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征求意见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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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FbJ3mQA
WpC0VEEjPh8G9w；提取码：nbo7。2.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建设单位“重庆市江津区清成水力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办公室（联系电话：冯先生：181823692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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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FbJ3mQAWpC0VEEjPh8G9w；提取码：nb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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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6日起10个工作日内。

重庆市江津区阳石电力有限公司“江津区石龙峡电站
增效扩容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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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U7v62HXLw
bcW6xUrs4vtg；提取码：a1ai。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建设单位“江津区李市镇两岔村石龙峡水
电站办公室。（联系电话：刘先生135094991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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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U7v62HXLwbcW6xUrs4vtg；提 取 码 ：
a1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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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6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广东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不慎遗失恒大地产
集团江津有限公司于2011年5月12日开具的恒
大金碧天下会议中心中央空调安装工程中标的履
约保证金收据原件，收据编号:B0015674,金额
（大写）：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小写：100000元）。
如日后有任何第三方持上述文件向贵司提出任何
权利主张的，则由我司承担因此而可能给贵司造
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办事处桂花
村七佛村民小组（1811010120010002239）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永川支行石竹分理处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2105303作废

公告
四川省泸州志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列宁公

园五一村维修项目，已于2020年9月25日竣工，现告请
以上项目所有与该工程项目有相关经济活动的单位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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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14日前与我公司杨先
生联系，申报相关债权债务（须提供原件及相关资料复印
件）。按照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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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1日

重庆楚如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 5002222062960，财务
章一枚 5002222062961，发票专用
章一枚500222206296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南岸壹心壹教育培训学校（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5001083587076330）拟将注
销，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45日内
到本单位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永康公司渝G29636营运证500110059803遗失作废，
渝A92107营运证500110051922遗失作废，
渝C76080营运证500110054942遗失作废，
渝BZ9166营运证500110115469遗失作废，
渝BZ1019营运证500110103888遗失作废，
渝BU9857营运证500110033752遗失作废，
渝BU6923营运证500110090684遗失作废。
康元公司渝DS3303营运证500222105811遗失作废
慧鸿公司渝D44660营运证500222076242渝B9A733营运证500222080302遗失，重庆美成
物流有限公司渝D92055营运证500110074580遗失作废 ，重庆嘉祥运输有限公司道路运输
证渝BL8558渝BL0010渝BN3113渝BL6250渝BN1058渝BN3191渝BQ7380渝BN1081
渝 BN3625 遗失作废，庆吉公司渝 D89250 营运证 500227015102 渝 D83877 营运证
500227014019遗失作废，重庆市永川区仁泰运输有限公司渝C1162挂营运证500383013780
遗失作废，重庆丰耀物流有限公司渝DW9125 营运证 500110116996 遗失，智源公司渝
A96568营运证500110051387遗失，重庆韵特物流有限公司营运证渝BJ6081遗失作废，旺友
万盛分公司渝 BS0036 营运证 500110017397 渝 B3711 挂营运证号 500110043910 渝
BQ5711营运证500110095089渝BQ2852营运证500110100736遗失补办，重庆市路峰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营运证渝BJ6155渝 BJ8563 渝 BL0077渝 BL3169渝 BL3329渝 BL3851渝
BL6750 渝 BL7398 渝 BL9208 渝 BL9326 渝 BN0081 渝 BN0575 渝 BN6268 渝 BN9210 渝
BQ8353渝BR0317渝BS7337注销，重庆雄富物流有限公司：渝D56654，营运证遗失。

●遗失陈珏于2008年11月22日在重庆市江津妇幼保健院出
生之子袁稼程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I50017620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德菲农副产品有限公司银行印鉴公章声明作废●遗失蒋林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236230作废

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