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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号

●遗失重庆市大足区冰洁饮料厂食品生产许可证正
本，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650022507562声明作废。●巴南区玉麒麟足浴洗浴中心遗失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
营业前消防安检查合格证，巴公消安检字［2015］第0065号●重庆领驭者科技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5001078119307）作废，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江津就业服务供销经营部（统一信用代码/注册

号：91500116MA61KU771K）因未依法参加年检，已
于2000年8月4日被重庆市江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准吊销营业执照；江津县劳动保护用品专供商店
（统一信用代码/注册号：91500116MA61KMP159）
因未依法参加年检，已于2001年8月19日被重庆
市江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吊销营业执照。

根据《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
推进区属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工作有关事项的通
知》（江津府办发[2021]37号）精神，对上述两个企
业，本局拟向重庆市江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
销；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及企业法人公章，因遗失
现声明作废。请企业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局申报相关权益。逾期未有申报者
视为无债权债务关系或债权债务清理完结。联系
人：刘斌；电话：023-47271153；地址：重庆市江津区
几江街道小西门临江路244号。邮政编码：402260。
重庆市江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7月12日

遗失重庆轴承工业公司专用机械设备厂（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61E67T3K）2003年7
月2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轴承工业公司贸易服务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MA61E5BP30）2006年2月
2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声明作废

重庆隆越运输公司渝B7A727营运证遗失作废。
鼎辉公司渝DS9060营运证500110109655遗失
作废。重庆联川物流公司渝BW0617营运证5001
15064659遗失作废。重庆玉囤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110009802遗失作废。

遗失1997年11月11日核发的重庆市沙
坪坝区青木关食品站经营部副食门市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9896097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青木关食品站经
营部副食门市公章，声明作废

●郑治伟因遗失惠隆公司保证金收据，
单号为0019969金额900元,声明作废
●遗失杨雨凡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116288作废
●遗失2005.7.3核发的重庆市沙坪坝区青木关食品经营
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18025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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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重庆
各地多阵雨，东北部部分地区大雨到
暴雨。明后天各地多云为主，气温会
有所上升。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7月12日：阵雨，26℃～31℃
7 月 13 日：分散阵雨转多云，

26℃～35℃
7月14日：多云，27℃～35℃

雨水开启新的一周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景
区供图）重庆7月11日起正式入伏，入伏之后，天气
逐渐炎热。那么，在这个夏天，重庆的夜晚又有哪些
消夏活动和耍事呢？记者昨天进行了打探，搜罗了重
庆部分景区推出的消夏新玩法。

记者从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欢乐谷景区获悉，景
区开启的HVE电音节将一直延续到8月29日。相
比往届，本次电音节明星阵容更豪华，有唱跳俱佳歌
手姚琛、说唱代表GAI周延、全能偶像黄明昊等，他
们将用音乐，带给游客全新体验。同时，舞美方面，今
年也进行了升级，景区打造了赛博风电音舞台，还设
置了很多适合拍照打卡的赛博霓虹装置。另外，为了
让游客能够有更多时间畅游，景区入园时间提前至
16:30，这样一来，游玩时间长达5.5小时，摩天轮、飞

翼过山车、木质过山车、大摆锤等大型游乐项目全部
开放，还有大型水幕光影秀《欢乐之光》、水上飞人等
精彩的演艺节目。景区面对中高考考生还有优惠。

针对暑期消费旺季，位于涪陵的美心红酒小镇景
区水上乐园，也推出了一系列清凉新玩法：近200米
长的懒河开放，游客可坐船游览，饱览沿途风光；泳池
中设置了专门的休闲娱乐区，游客可以在清凉的水中
喝茶聊天、玩麻将、扑克、象棋；还可以打卡儿时纳凉
场景，找到儿时纳凉的怀旧记忆，如蒲扇、凉板、棒冰
等。景区相关人士介绍，为了让游客夏夜有耍事，水
上乐园晚上10点才闭园，大人休闲、小孩耍水两不
误。同时，水上乐园也推出优惠活动，即日起至7月
16日，初、高中生可享受半价优惠，7月17日至7月
23日，大学生可享受半价优惠。

30位老人体验爱心助餐

昨天午餐时间，养老服务站食堂迎来
了第一批客人，他们是报名参加爱心助餐
体验活动的30余位老人。社区居民程焕
芹表示，和外面重油重辣的餐馆不一样，

“老年食堂”午餐软硬合适、餐具干净，分量
刚刚好，很适合老年人。

社区微信群里，居民兰娘娘也忍不住
为“老年食堂”点赞：“今天在社区体验午
餐，真的不错！两荤一素一汤！用餐环境
好！”

群众需求呼唤社区食堂

此前，社区老人经常为吃饭发愁。有
的老人饭菜做少了太单调，做多了就得吃
剩菜；有的老人行动不方便，买菜很困难，
吃饭不方便。社区里，想要拥有老年人专
属食堂的呼声越来越高。

为解决社区老年人“就餐难”问题，金
安社区养老服务站聚焦“党建引领、社区助
力、企业运营、群众参与”的工作思路，通过
召开意见征集会、线上线下问卷调查、面对
面交流等方式，充分了解社区老年人的需
求及喜好。“老年人都爱吃绵软的食物，我
们炒菜的时候就专门炒得软烂一点，还注
重少油少盐低糖，让老人吃得健康又放

心。”工作人员说道。
据悉，“老年食堂”采取堂食、打包、有

偿配送、志愿者送餐等方式开展服务，根据
不同类别条件，提供不同价位套餐。

老人吃的是饭聊的是情

为保证食品安全，“老年食堂”每个饭
菜采样保存48个小时，做到安全可追溯，
为老人提供安全健康、方便快捷、价格实惠
的餐食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金安社区养老服务站

目前正在推出“敬老爱老爱心助餐公益计
划”，60周岁以上老年人或者低保、优抚对
象等困难人员出示身份证，用餐还有优
惠。在“老年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吃到
营养丰富的饭菜，而且还可以聊天解闷、疏
解情绪，一边吃饭一边唠家常，缓解孤独感
和焦虑感，增加幸福指数。

接下来，金安社区将继续了解居民的
意见和需求，进一步优化订餐、配餐、结算
等环节，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需
求，扩大覆盖面和受益面，持续提升养老服
务质量。

家门口的“老年食堂”开张啦

社区老人赞不绝口

我市社区食堂会越来越多
今年 4 月，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养老服

务中心的社区食堂试营业，一荤一素一汤
只需要 10 元就可以吃到。作为巴南区首
个社区食堂，辖区内的特殊人群前来就餐
还可以享受优惠。

5月，渝中区双钢路社区的社区食堂也
开业了，14元一份的烧白，一份素菜只要5
元，吃上一顿午饭只花了20多元钱。很多
老年人都觉得，社区食堂吃饭很舒服。

渝中区大坪街道浮图关社区的社区食
堂最便宜的两素只需 7 元，一荤一素 10
元，一荤两素12元，“豪华”版两荤两素15
元；若还想升级，有 12 元的干烧鲫鱼或 16
元的烧白单卖，这里还有免费的米饭、汤和
咸菜。

随着社区养老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社
区食堂应运而生，如果你家附近有这样的
社区食堂，赶紧带老年人去尝尝吧！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渝凤
通讯员 冯恋 摄影报道

“年龄大了，不方便做饭，现
在社区有了这个老年人食堂，饭
菜也很符合胃口。”“我家离得近，
下楼几分钟就到了，以后再也不
用为做饭发愁啦。”……日前，两
江新区人和街道金安社区养老服
务站食堂在居民们翘首以盼中开
始试运营，老人们赞不绝口。

重庆的夜晚去哪里消夏？
这些景区等你来打卡这些景区等你来打卡

▲游客在玛雅海滩水公园玩水

▲重庆欢
乐谷电音
节现场

▲美心红酒小镇水上乐园，游客耍水、水中打麻将，体验清凉。

▲游客坐船游懒河

▲老人们对社区食堂赞不绝口

▲社区食堂让老人吃饭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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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182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1年7月11日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2107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2 5 0 8 + 11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18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2 9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18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2 9 9 1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107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0 3 3 3 1 3 1 1 3 1 0 3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107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0 3 3 3 1 3 1 1 3 1 0 3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107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1 0 3+ 3+ 0 2 0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27 17 30 08 25 15
蓝色球号码

1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21077期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7月11日

01 18 21 30 35 36 40 41 43 49
52 59 63 65 67 69 70 71 74 80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18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