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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北危险废物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渝东北危险废物处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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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电子版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J-Mxj6VOpNkxFUjt_307tA提取码：gtlw；
https://pan.baidu.com/s/1udn_SmWvaWycptyf
nDfZTwg 提取码：dje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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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
通过网络链接下载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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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德利环境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王总15086675003
811031202@qq.com；环评单位：重庆绿之豪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尹老师 18102338609 1835475436@qq.
com。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10个工作日内。

●2021.2.24胡尚玲遗失身份证512925196908173928作废● 张小淋遗失平安保险执业证，证号:
02000150010380020180200612声明作废●遗失父亲朱兴国，母亲郭晓芬之女朱幼诗在2010
年2月15日出生证明，编号J500300824声明作废●李小燕遗失富力湾2-1-4-4装修押金收据0038674特此声明●公告:重庆越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车辆:渝
GB3590从即日起灭失注销作废。特此公告！●重庆有来有往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50022810146
98）；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078286907）各一枚，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我公司承建的重庆市合川区龙凤镇白河路、大宴路通
畅工程已于2020年 5月 30日竣工，本项目部即将撤
销，为做好工程的收尾清欠工作，请与本工程有业务
往来的客户和民工在本公告之日起15日内与项目部
或公司取得联系，结清所有工程项目款项，逾期不办
理本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项目部联
系人：刘文春.电话：13883709963.公司联系人：陈锐.
电话：13908385383.公司监督电话：023-42823568
重庆易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21年2月26日

减资公告：重庆瑞丰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87748888087)经股东会决议，将注
册资本由10000万元减少为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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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坟公告
为实施轨道十八号线建设，大渡口区人

民政府于2020年12月28日发布征地公告（渡
府征公〔2020〕11号），征收建胜镇四民村4、6、
7、8、9社（部分）集体土地。现因工程建设需
要，该征地范围内的坟墓正在清理，请于本公
告之日起，10日内到坟墓所在地的合作社联
系相关事宜，并于2021年5月31日前将坟自
行迁出，逾期未迁将作为无主坟处理。

联系人：杜老师 联系电话：68152530
大渡口区征地服务中心（2）2021年2月26日

迁坟公告
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伏牛溪污水处理

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于2020年12月28日
发布征地公告（渡府征公〔2020〕10号），征收
建胜镇民胜村3社（部分）集体土地。现因工程
建设需要，该征地范围内的坟墓正在清理，请
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到坟墓所在地的合作
社联系相关事宜，并于2021年3月31日前将
坟自行迁出，逾期未迁将作为无主坟处理。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68152530
大渡口区征地服务中心（2）2021年2月26日

公 告
“海棠国际·万古里”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

“海棠国际·万古里”项目位于万古镇万兴社区2、3组，由重庆宜晟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为了提高小区品质，重庆宜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对该
项目二期方案（6#楼至14#楼及二期地下建筑）进行优化调整。现拟将调整情况进
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21年3月1日至2021年3月7日，公示地点为“海棠国际·万
古里”项目售房部、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楼公示栏及网站（http://www.
dazu.gov.cn/qzfbm/qghzrzyj/）, 请该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相互转告。

若各位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无重大异议，公示结束后我局将依
法按程序对该调整办理相关规划手续。

特此通告
联系人：何老师 联系电话：43394705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2月26日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D711两佛复线翠云片区段
输气管道迁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现按《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征求公众意见。一、报告书及意
见表链接：www.ljxq023.com/thread-37093-1-1.
html。二、征求意见范围：受到项目影响的周边群
众。三、单位信息：建设单位：四川省中油天然气管道
有限公司，黄工，028-85622877；评价单位名称：重庆
重大环境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蒋工，023-67985573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玺晨电梯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洪炳刚、聂庆兵与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第
826、8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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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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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上午9
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仲裁四庭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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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500105MA5UB6BMXQ的重庆艾
尔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
内到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艾尔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中钧聚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0564549092）股
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
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国富公司渝BS8279营运证500110009879遗失作废。
豪迈公司渝BY2565营运证500110057457遗失作废。
凯富公司渝B9A908 营运证500110069607遗失作废。
宝捷公司渝BV6096营运证500110097741遗失作废，
渝BV7725营运证500110040340遗失作废。重庆力力
运输公司渝BD8910营运证500115033334遗失注销。
籍力公司渝D72739营运证500110117576遗失作废，
渝D56297营运证500110117577遗失作废。

汇旭盛公司渝D06910营运证5001101095
24遗失，路港公司渝BS0890营运证500110
122606遗失，重庆市科盛物流有限公司渝
D30526营运证500222080522遗失，重庆云
河汽车物流有限公司营运证渝D1T37挂遗失

减资公告：经重庆梯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8MA5YPKR939）股东决定，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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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

遗失声明：丰都县三合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慎遗
失 医 疗 机 构 执 业 许 可 证 副 本 ，登 记 证 号 ：
45202717550023011B1001，发证日期：2019年04月
12日。发证机关：丰都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有效期：
2019年04月12日至2024年12月31日，声明作废。

寻亲启事
彭子华于2016年2月2日7点左右赶

集在重庆市巴南区姜家镇水源村大坝子公
路边捡拾一女弃婴，衣包内一纸条“女儿出
生于2016年1月1日，请好心人收养”。如
有亲生父母或亲戚看到后与本人联系。

联系电话18584514623

●重庆瑞明物流公司渝D55292营运证500222074616遗失补办●重庆千奇百物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50010782272
59）；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078269738）各一枚，声明作废●遗失唐源昕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221448作废●顺心顺意物流公司渝D97536营运证500222093423遗失作废●杰狮物流公司渝DJ1969营运证500222108661遗失作废●江波遗失2017.7.17核发的渝北区周欣沐妍日用品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5UPXP76B作废●遗失南岸区俞家火锅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25001080034598，声明作废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去年12月到今年1月，重庆市冬季
运动管理中心（简称：市冬运中心）组织的
第七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暨重庆市第三届冰
雪运动季系列活动大获成功：赛事覆盖了
九龙坡、沙坪坝、南岸、丰都、石柱等10余
个区县，吸引了近10万人次参赛、观赛，还
引发了央视的关注和点赞。如今新春佳节
即将结束，重庆又有了新的冰雪活动——
记者昨天从市冬运中心获悉：从今天开始，
市冬运中心将举行2021红红火火过牛年
重庆冰雪系列线上活动。

据市冬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次活动主要采取线上H5定制页等多种
形式，与线下多个冰雪运动场馆联动，旨
在新的一年万象更新之际，为市民送上
来自重庆冰雪的一份祝福，同时积极推
广冰雪运动，传播冰雪知识。记者关注
了市冬运中心推广冰雪专用的“重庆冰
雪”微信公众号，点击“红火牛年”就看到
了本次活动的H5定制页，发现里面除了
北京冬奥会的倒计时、重庆冰雪运动的
介绍外，还包含了直播专区、线下专区、
灯谜专区、游戏专区这四大活动专区。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本次的直播专区
可以观看重庆冰雪运动的相关直播，不

仅可了解到“冰雪运动趣味知识”和“冰
雪运动装备的奥秘”，同时还能够在直播
期间参与现场抽奖，赢取冰场雪场免费
券、运动装备、冬奥周边的等奖品。

今天下午1点的首期直播，将邀请市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柯萍，以及冰球小
将潘思言与重庆的冰迷们直播互动。线下
专区则是针对有需求的冰迷，冰迷们不仅
可以在这个专区查看重庆各大冰场、雪场
的开放信息及活动信息，还可以“一键预
定”，让冰雪爱好者们可以错峰到相关场馆
体验冰雪运动带来的快乐。

灯谜专区则是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烘托节日氛围，冰迷们可以通过传统
灯谜问答活动，赢取相关的礼品。游戏
专区则可以参与“玩游戏抢好运现金”活
动，重庆冰迷可以在游戏之余，赢取新年
好运红包。值得一提的是，在心愿墙的
板块，不仅所有重庆冰迷的心愿、祝福将
滚动展示，活动结束时部分冰迷的心愿
还将实现。

市冬运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在
元宵节推出2021重庆冰雪红红火火过牛
年活动，就是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延续重庆
冰雪运动季的良好势头，为重庆冰雪运动
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今明重庆再遇降温

红红火火过牛年
市冬运中心将推出线上冰雪活动

◀乘客送
来一包糖
表示感谢

一颗糖的温暖
一包糖的感恩

一颗糖，甜蜜蜜；一包糖，暖洋洋！这样甜蜜的糖
果，在全国青年文明号沙坪坝站里居然串起了一个故
事，故事比糖还甜蜜，还要温暖。到底，这是一个怎样

的故事呢？2月底，记者专程来到全国青年文明号沙坪坝站了
解了这个“投桃报李”的故事。

一颗糖
回报一丝丝温暖

“事情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但在我心
中仍然记忆深刻。”沙坪坝站工作人员何惠
妮告诉记者，1月10日上午，她巡查站台
时，发现有一名女性乘客蜷缩着坐在候车
凳上表情难受，她立即上前了解情况。“乘
客告诉我，她坐了一天的火车，刚下地铁头
晕眼花。”何惠妮说，“乘客提到自己可能是
低血糖，当时，我的包里正好有颗糖，便第
一时间拿给了她。待她乘客脸色好转后，
再将她搀扶其离站。”

何慧妮说：“乘客走后两三个小时，我
刚好轮岗，突然同事告知有人找，我很好奇
是谁找我，但当我出来一看到是她，惊呆
了。”找她的人，正是早上那位低血糖的女
士，乘客专程再次回到车站前来感谢，并送
给何慧妮两大包同款糖果，上演了一段“投
桃报李”的佳话。“此刻，我的心全被融化，
我好感动。”何慧妮说，很快，“投桃报李”的
故事在整个沙坪坝站传开了，同事们纷纷

被感动，有的甚至拍照发朋友圈，在她
们心中，这也是一种对工作的认可。

2年多
兜里始终放着一颗糖

送给乘客一颗糖，却意外收到乘
客回谢的一堆糖，这一幕让25岁的何
慧妮激动了好久，或许对于其他同事来
说，这一幕是感动，但在何慧妮心中，更多
的却是“认可”。

“何慧妮性格很乖巧，说话温温柔柔
的，她和糖一样，无论性格还是长相都很
甜。”全国青年文明号沙坪坝站号长严维告
诉记者，“她是2018年来轨道集团上的班，
一直以来，她都有放颗糖在身上的习惯。”

为何会在身上放糖呢？何慧妮说，
作为站务安全员的她，经常会在早高峰
上班。工作的两年多时间，见到不少乘
客，为了多睡一会儿，饿着肚子乘车，一
不小心就会造成低血糖，“要是真的遇上
低血糖的乘客，往往这颗糖会起到很大
的帮助。”

“糖在包里
放 一 两
天，我就
会吃掉，
再放新买
的 糖 ，不
管是巧克
力味还是牛

奶味，换着放
在兜里。这么

久来，就只有这次
用了。”何慧妮告诉记者，

“兜里的糖帮了乘客，心里肯定很开心，但
另一方面，我也很不想自己的糖被用上，我
也希望所有的乘客都健健康康，特别是上
班族，一定要吃了早饭出门哟。”

沙坪坝站
一直与乘客温暖同行

记者了解到，作为青字品牌集体，沙坪
坝站的小哥哥小姐姐随时都在传递正能

量，暖人心田，为你端来温水、为你寻找失
物、帮你提重物……在站里，总是少不了他
们这样的身影。无论是一杯温水、一颗糖
果还是一句问候，都是一个个温暖的小片
段，这些片段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在沙坪
坝站里照耀着。

一个夜晚，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年乘
客踉踉跄跄，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经
了解，老人因心情不佳饮酒过度，独自在
站内徘徊。工作人员立即搬来座椅并送
上热水，同时联系其家人来站接应。次
日，老人酒醒后自觉行为不妥，联系车站
表示感谢。

有一次，沙坪坝站的车站保安看到
一位盲人乘客行动不便，上前询问后得
知他需要换乘环线，便一路搀扶他去往
环线乘车。这样的事在这位保安的工作
中经常会发生，有时候他还会和盲人乘
客打趣地说：“你不要着急不要慌，我等
着你的。”

“这样的故事，时常在沙坪坝站上演。”
严维这样说到，“不管天气多冷、路途多长，
我们希望一直与乘客温暖同行。”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月 受
访者供图

左一为何慧妮，多才
多艺的她经常会参加
集团的歌舞表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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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046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1年2月25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04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4 7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04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4 7 7 8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12 29 17 24 16 28
蓝色球号码

08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21019期

42 71 27 25 52 79 51 21 14 62
16 03 33 34 75 80 36 74 58 05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046期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2月25日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据市气象台预计，本周五、周
六，重庆将有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雨量小雨到中雨，局地大雨，全市最高温
将重返“1”字头，局部地区最低气温将跌至2℃。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2月26日：阵雨转阴天，12℃～15℃、2月27日：阴天间多云，12℃～18℃、2
月28日：阴天，1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