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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康峰瑞于2021年6月26日遗失身份证5001081999
10200817，有效期:2017.02.07-2027.02.0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机关工会委员会公
章一枚（印章编号5003831000653），声明作废。●陶韵涵出生证编号I500129382遗失。●遗失万家佳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225818作废●遗失重庆中钓创易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合
同专用章壹枚，编号500382704370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二郎红星美凯龙美标卫浴法人张胜商品质量保
证金收据，编号ZY2010310047889金额71000元，声明作废●重庆鸿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公章、财务
专用章的印章备案证明原件遗失，声明作废●遗失刘羿辰这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381780声明作废●吴文勋遗失一级建造师职业资格证书，编号0225690声明作废●圣金物流公司渝D33803营运证500110093353遗失作废。●杰狮物流公司渝DH9939营运证遗失作废。●远开物流公司渝D92368营运证遗失作废。●李涛遗失医师执业证书证书，编号:210500235
000623，签发日期2018年12月19日声明作废●遗失母亲祁佳、父亲邓荣久之子邓浩文在2010年7月
10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001727声明作废●张燕二代身份证号510228197903183901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市奉节县天赐湖水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纸第
一次公示：重庆市奉节县天赐湖水库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书意见征求稿已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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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内容：本工程主要由水库枢纽工程和灌区供水
工程二部分组成。枢纽工程主要由大坝挡水建筑
物、泄水建筑物、取水建筑物、放空兼生态放水建筑
物、排洪渠、上坝公路、电站和管理房等组成。大坝
采用堆石混凝土重力坝，水库总库容为1744万m3，
正常蓄水位为1725m，最大坝高30.50m。2.意见征
求稿及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nsoAzYJNI-GWvIJX1MKQaA
提取码：1234）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本项目直
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关注项目建
设的单位和个人。4.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
途径：可通过网络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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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重庆奉节县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黄涛 15723575985，15723575985@qq.com。环
评单位：重庆清峡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王林 182238
35333,363540002@qq.com。5.公众提出意见的
起止时间：2021年6月29日-2021年7月05日。

东方希望长岭育肥场现代化生猪养殖基地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报纸公示：项目位于梁平区聚奎镇长岭村，总投
资8亿元，项目总占地约334.81亩，建成后年出栏育肥
猪12.5万头。现根据国家法规及规定，征求周边居民
和单位对建设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详
细信息见梁平区政府网:http://www.cqlp.gov.cn/
nyncw/zwxx_28997/tzggs/202106/t20210625_
9426382.html。联系人：宋老师，电话：13946789790，
建设单位：重庆市梁平区东方希望畜牧有限公司。

重庆天兆畜牧科技有限公司荣昌猪核心区建设基地项
目(重庆天兆优质种猪繁殖场建设）环境影响报告书公
众参与第二次公示：重庆天兆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委托
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重庆天兆畜牧
科技有限公司荣昌猪核心区建设基地项目(重庆天兆
优质种猪繁殖场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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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已在本网站上发布，
如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查询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jYyjn- 8TqY7SbzhY1IROEg 提
取码:gdkk。建设单位：重庆天兆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项老师，电话：13691699129。环评单位：重庆
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谭工023-62668337

卡乐公司渝 BN8971 号 500110028897，渝 BN9189 号 500110116022，渝 BQ9166 号 500110034553，渝 BQ9530 号
500110098382，渝BR0997号500110024489，渝BR0587号500110031634，渝BR0197号500110099159，渝BR1279号
500110012535，渝BR1267号500110012537，渝BU1722号500110024795，渝BU0670号500110097700，渝BU0736号
500110025332，渝BU0935号500110124271，渝BU0897号500110097936，渝BU5167号500110094373，渝BU0570号
500110025243，渝BU7518号500110032135，渝BU7079号500110105738，渝BU1657号500110078715，渝BU1680号
500110092840，渝BU5977号500110034255，渝BU7270号500110081091，渝BU7555号500110103520，渝B2869G号
500110036675，渝BV5287号500110097701，渝BV3109号500110037506，渝BV5667号500110094056，渝BV3396
号500110121672，渝BV3329号500110096537，渝BU7083号500110034347，渝BV1899号500110103881，渝BU7058
号 500110116038，渝 A95309 号 500110047779，渝 A97809 号 500110094119 遗失作废。胜丰公司渝 BU1327 号
500110098105，渝BU2550号500110078266，渝BU5797号500110095419，渝BU5331号500110069155，渝BU7227号
500110027911，渝BU7108号500110045436，渝BU5370号500110028531，渝BU2587号500110127121，渝BU7579号
500110028831，渝BU7087号500110048459，渝BU5706号500110093944，渝BU5757号500110081303，渝BU5657号
500110105014，渝BU5393号500110077915，渝BU5331号500110069155，渝BU7035号500110043452，渝BU7013号
500110027327，渝BU5310号500110103964，渝BU2558号500110096133，渝BU7086号200110079338，渝BU7203号
500110120625，渝BU7626号500110079925，渝BU7187号500110103385，渝BU7628号500110056827，渝BU7556号
500110098387，渝BU7031号500110095990，渝BX5910号500110105349，渝BX0513号500110127062，渝A93775号
500110099782 遗失作废。君睿达公司渝 BZ2581 号 500110103396，渝 AD510 挂号 500110063392，渝 BZ7073 号
500110106639，渝BZ7355号500110106635，渝BZ6911号500110106636，渝BZ7803号500110106637，渝BZ9663号
500110064410，渝BZ7132号500110110915，渝BZ8913号500110095493，渝BZ8091号500110095885，渝BZ8363号
500110110954，渝 BZ9560 号 500110065411 遗失作废。强帮公司渝 BA852 挂号 500110048179，渝 A91039 号
500110108449，渝BA856G号500110048322，渝A92985号500110110400，渝BA857挂号500110048321，渝A93619
号 500110048409，渝 BA851 挂号 500110048182 遗失作废。 炬盟公司渝 BZ0603 号 500110061583，渝 BZ9255 号
500110063972，渝BZ8587号500110064847，渝BZ9527号500110065619遗失作废。

久福公司渝BA179挂营运证500110044792,渝
BV7955 营运证 500110054777,渝 A96888 营运证
500110047420，渝 A96958 营运证 500110047808 遗
失作废。尊福公司渝BU9806营运证500110119646，
渝BS3761营运证500110021400，渝B8263挂营运证
500110049729，渝BU0593营运证500110024363，渝
BV1297 营运证 500110033225，渝 BV2020 营运证
500110045328，渝 BA090 挂营运证 500110044387，
渝BA193挂营运证500110044832，渝BX3082营运证
500110045236，渝A96282营运证500110048199遗失
作废。恒科公司渝D10031营运证500222088595遗失
作废。重庆东路公司渝D37835营运证遗失作废。国
凯公司渝AE999挂营运证500110061480，渝AF686
挂 营 运 证 500110063468，渝 B2902 挂 营 运 证
500110037136遗失作废。澳成公司渝D62069营运证
500115062273遗失作废。万祥汇公司渝D79256营运
证 500110094293，渝 BY3086 营运证 500110056364
遗失作废。聚熙公司渝D10379营运证500110089754，
渝BZ9319营运证500110065958遗失作废。凯富公司
渝D25268营运证500110090037遗失作废。祥运公司
渝D9501挂营运证500402039835遗失作废。久福公
司渝AB050挂营运证500110057556，渝BZ2625营运
证500110107059，渝BZ7000营运证500110062431，
渝BZ7096营运证500110062866遗失作废。肖福剑许可
证号500107610461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作废。

合川区医疗废物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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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合
川区医疗废物处理项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已编制完成，已在合川区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
hc.gov.cn/xxgk/gggs/202106/t20210623_9419939.
html）上进行了公示，如需要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
站查询。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
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
位，反映与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联系人文
科胜，电话18183123291，邮箱282711142@qq.com。

资产重组公告：经重庆宏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9709372581P）股东会决议，公司拟以2021年5月
31日为重组基准日进行资产重组，拟将公司所拥有坐落于北碚
区童家溪镇同兴园区一路8号的土地使用权以及于其相关的债
权债务和劳动力一并予以剥离，注入成立全资子公司，特此公告。

重庆二朗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涪陵区年产70万吨
铁合金项目配套长江取水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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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区年产70万吨铁
合金项目配套长江取水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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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征求意见稿网络连接：https://pan.baidu.
com/s/1G-mJSJXPK_iThZJfOThiqw；提取码：
121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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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电
话：136094767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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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连接：https://pan.baidu.com/s/1HX
cNNKDd03z769yJ-lFh8g；提取码：8qri。（三）公
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电子邮件：916857394@
qq.com 传真：023-88520456。公众提交意见时，
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
止时间：2021年6月24日~2020年7月7日。

通知
彭伟（身份证号51022219721220****）：因
你无故离岗，请你在2021年7月3日之前速
回公司渝AT1505车上班，逾期未到岗，公司
将按旷工处理，解除你与公司的劳动关系。
重庆市威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2021年6月28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安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吴思琪
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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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告送达渝北劳
人仲案字〔2021〕第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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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8室），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到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
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6月29日

遗失母亲刘思彤、父亲陈杰之女陈玥岍在2016年2日
19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328053声明作废
遗失母亲刘思彤、父亲陈杰之女陈玥伊在2018年9日1
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130522声明作废

姚黎明从业资格证500228198605245572遗失作
废，重庆美天智慧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渝AT0340道
路运输证遗失作废，綦江区渝綦公司渝D8L33挂
营运证500222007195遗失作废，重庆政彤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渝B5A208营运证500110068769遗
失作废，重庆捷可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S8872
营 运 证 500110110826 渝 BU6611 营 运 证
500110027287 遗失注销，泰途物流有限公司渝
D03730营运证500224013124遗失，鼎富公司渝
BR6792营运证500110015435遗失，金轮綦江分
公司渝BL7705渝BN7079营运证遗失作废，路悦
公司渝 BS2337 营运证遗失作废，罡泰公司渝
BT3966营运证500115028873遗失作废

重庆太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L9650.渝BL9671.
渝 BR9573. 渝 BR9702. 渝 BS0832. 渝 BU5236. 渝
BT0025.渝BT0881.渝BU5195营运证遗失作废
重庆跃汛物流有限公司渝D09195营运证遗失补办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公告：本院于2021年5月
26日作出（2021）渝05清申83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受理申请人重庆市市级机关公房管理处对被申请
人重庆广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于
2021年6月24日作出（2021）渝05强清78号《决定
书》，指定重庆华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组成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提交有关证明材
料向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清算组地址：重庆
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前进路38号西郊大厦17-6；联系
电话：13140207228；联系人：田老师），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清算财产分配完毕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重庆广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定于2021年8月17日下午2时30分在重庆
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前进路38号西郊大厦8楼召开。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当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特此公告！ 2021年6月29日

爱和同事一起吃“临期”

27岁的裴小姐在渝北区光电园的一家
新媒体公司上班，她告诉记者，自己和同事
经常买临期食品来吃，因为有很大优惠。
比如原价20元的果汁现价9.9元；50元一
盒的蛋糕现价12元；19元的香辣鸡爪现价
5元等等。

裴小姐说，临期食品价格便宜，但需要
快点吃完，拿到办公室吃再合适不过了，

“大家人多、战斗力强，一堆临期食品只要
一下午就能解决。”裴小姐的同事乐乐说，
办公室的临期食品都是大家轮流从超市买
来的，“来源靠谱，吃得才放心撒。唯一‘踩

坑’的地方就是涉及的牌子有点多，有的牌
子的东西不那么好吃。”

临期食品价格实惠受青睐

广大市民对临期食品的反映如何呢？
记者先后走访了我市渝北区、江北区的多
家超市。这些超市基本都设有临期食品专
区，货架上挂着醒目的“临期食品”标识及

“建议尽快食用”的提醒。这些商品有米
酒、火锅底料、饼干、蛋糕、果汁等，价格低
至2折。其中，最“临期”的食品，还剩下一
周的保质期。店员表示：“如果到期了还没
人买，就会进行统一的销毁处理。”

在江北区盘溪路的一家超市，26岁的吴
小姐购买了一盒饼干和一袋薯片。她表示，
下午追剧时就可以把这些零食消灭，根本不
担心过期。而价格上，只花了正价的1/3。

在渝北区洪湖路的一家超市里，彭女
士带着7岁的女儿正在看临期食品。最终，
她购买了果汁和一箱米酒，享受到了4折的
优惠，“都是买给大人吃的，娃儿还是不能
吃临期的。”

临期“盲盒”“福袋”热销

在电商平台，临期食品的种类更加齐
全。自热火锅、代餐粉、麦片、巧克力等应
有尽有。记者发现，一些网店推出的临期

“福袋”“盲盒”的形式，非常流行和火爆。
一家店小二说，临期“福袋”“盲盒”就是临

期食品随机发货，消费者收到的可能是某
个单品零食，也可能是组合零食，充满未知
与惊喜。店小二还透露，买家主要以年轻
人为主。

记者看到，这些“福袋”“盲盒”的价格
从9.9元到39.9元不等。评论区里不少人
带图评价称“很超值”，但也有少数人觉得
亏了或是商品不符合预期。

一座石桥，静静地横跨在两江新区鱼
嘴的一条小溪上，当地人习惯称它为卷洞
桥。如今仍屹立桥头的一棵黄葛树见证了
卷洞桥200余年的岁月变迁，也见证了鱼
嘴镇的发展。而鱼嘴镇不只有这座历史悠
久的桥，更有多个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周
末，不少市民带着家人约上好友纷纷去卷
洞桥打卡游玩。

这里有座200余年的桥
过去承载赶场人来往

位于两江新区鱼嘴镇文化路与东风路
的交汇处，有一条通往镇边小溪的石板
路。沿着这条有些荒芜的石板路前行不
远，就到了卷洞桥。

当地老人还记得一个传说，很早的时
候，小溪上有一座木桥。一位姓黄的书生
赴考路过此桥，将木桥踩断，深感不吉。送
行的妻子机智地说：“踩断木桥换石桥，脱
去兰衫换紫袍。”书生听后，转忧为喜，后来
中举，便出资修建了一座单孔石桥。

资料显示，卷洞桥始建于清嘉庆二十
二年（1817年），上世纪六十年代已有些破
旧。考虑到这里是通往附近龙胆与石萍乡
的要道，当时的江北县于1966年拨款4664
元，进行了重新整修，更名为东风桥，但当地
居民至今仍习惯称卷洞桥。记者注意到，卷

洞桥为单孔石拱桥，跨径6米，长20.3米，宽
4.03米，高7.5米。其桥东端左右石柱分别
镌刻“长江岸上建设多，横溪重建东风桥”。

当地一位姓刘的村民告诉记者，他的
奶奶辈曾经告诉他，这座石桥矗立在这里
很久了。“以前当地赶场，村民们都从这座
石桥上经过，对于这座石桥有很深的感情，
你看桥上的那个印记，基本上我们都记得
清清楚楚。”

有多个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曾是商贾云集繁华之地

鱼嘴原是长江边上的一个水码头，因
当地一沱湾形如大鱼之嘴而得名。清代乾
隆二十五年（1760年）鱼嘴沱设场，道光二

十四年（1844年）升场为镇。过往木船，入
夜多在此停靠，天明起航。同时，附近乡镇
客商货物也在此转口出入长江。资料显
示，鱼嘴老街由一主三岔组成，主街由新市
场至卷洞桥，街宽约7米；三条岔街即石板
街、半边街和场后背街。

被列为江北区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家大
院，虽然房屋已破烂不堪，但文物牌旁边的石
朝门依旧挺立着。穿过石朝门是一条大路，
上方是一坡长长的石梯坎，下方通往文化路
与东风路的街口。文化路是一条斜街，两边
的老房子大多已无人居住，但当年临街的店
铺却得以保留，一间不大的老茶馆里，还有几
个茶客在喝茶聊天。而被列为了江北区文物
保护点的禹王庙也在此。禹王庙内有铜钟、
锡匾、黄荆梁、峡石栏栅，号称镇殿四宝，尤以

粗壮的黄荆梁灌木作屋梁为奇。
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三线建设项目

长航川江港机厂在鱼嘴动工兴建。1979
年，港机厂投产，生产的起重船、驳船、趸
船、浮吊、塔吊等，对鱼嘴当地的经济发展，
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周末打卡市民多
来这里吃豆花享宁静

值得一提的还有鱼嘴黄豆花，白白嫩
嫩受人追捧至今。

鱼嘴人还有早上吃豆花的习惯，一碗
豆花一碗饭，是早餐的标配，也是祖祖辈辈
留下来的生活习惯。白花花的豆花细嫩绵
扎、入口即化，配上青红海椒，便是人间至
味。带着温度的传统手工食物，慰藉着肠
胃，温暖着记忆，寄托着乡愁。

而鱼嘴河街上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商业也日益繁荣，新市场、河街的饭馆、旅
社、茶园、小食摊店林立，著名的有开阳栈、
荣华栈、兴盛园、三园居、福不归等。尤以
黄豆花、陶二嫂栈房、蒋大嫂凉粉、夏二嫂
水果、马金安面食、三仙斋蜜枣、裕和斋杂
糖、裕泰斋饼子等闻名。

最近半年，每逢周末，到鱼嘴河街打卡
成为很多市民周末休闲旅游的新玩法。专
程从大溪沟开车前往鱼嘴去打卡的市民林
先生，从抖音上看到一条关于早上吃豆花
的消息就迫不及待地去解馋：“我喜欢吃豆
花饭，我也想去感受一下那种质朴与美
好。”记者在现场看到，吃豆花饭的人是一
部分，但还有很多人来鱼嘴玩耍，把这里当
做周末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这里文物比较多，原生态，能近距离
接触，挺好的。”带着女儿来写生的市民杜
女士已经连续好几次来鱼嘴了，“这里的宁
静让我感到惬意。”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渝凤
两江新区供图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钱也）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明
两天重庆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来袭，
大雨到暴雨或持续在偏南局部地区
肆虐。不过随着降雨范围逐日缩小，
东北部地区将率先迎来阳光。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6月29日：小雨，26℃～29℃
6 月 30 日：阴天有阵雨，25℃～

30℃
7 月 1 日 ：阴 天 有 分 散 阵 雨 ，

25℃～30℃

今明重庆仍有强降雨来袭

长期吃临期食品，真的有害健康吗？
最近，“长期吃临期食品有损健

康吗”的话题冲上热搜，阅读量高达
3.5亿。从话题的讨论显示，如今，
不少年轻人成了临期食品的购买主
力。连日来，记者也走访了我市的
一些超市的临期食品专柜，发现因
其低价、实惠，受到不少市民青睐。

临期食品是指食品临近于保质期，但
并没有过期的食品，它属于安全食品范
畴，只要储存得当，食品的品质是有保障
的。那买临期食品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国家高级营养师、原重庆市人民医院（三
院院区）临床营养科主任刘莉建议，购买
的时候，除了看清楚到期时间以外，还要
检查外包装袋，是否有破损、漏气、受挤压
等情况。食用之前，也要先看一下食物的
品相，是否存在变质、受潮等情况。比如

奶粉是否有结块，坚果是否有一股怪味
等。一旦发现存在质变，就绝对不能吃。
另外，由于存放时间过长，部分临期食品
还是会存在营养价值流失的问题。

此外，刘莉还建议市民在享受临期食
品的实惠价格时，也要考虑食用人数、效率
等问题，千万不要过量购买和囤货。比如只
有自己食用，却买来一大堆，很可能直到食
品到期也没吃完；另一种情况是胡吃海塞地
将它们吃完了，却影响了自身的健康水平。

200岁的石拱桥、细嫩绵扎的黄豆花……

周末到鱼嘴卷洞桥游玩去

买临期食品要注意这些细节专家建议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薇

▲鱼嘴的拱桥——卷洞桥

◀鱼嘴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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