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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公示：猪亨亨生态农业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猪
亨亨生态农业科技（重庆）有限公司阿克西蒙核心育
种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现已完成，我公司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
见表下载链接已在 http://m.dazu.ccoo.cn/bbs/
topic.aspx?id=10703586公示栏进行了公示，征求
意见起止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1 日至 10 月 22
日，公示意见反馈电话：18716330741。特此说明。
猪亨亨生态农业科技（重庆）有限公司2021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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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邦能物流有限公司遗失渝AH0980道路运
输证，渝交运管渝字500227026551号，声明作废●遗失邹红艺失业证510212197107242527，声明作废。●重庆张文农机专业合作社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10份，发票
代码5000162320，起止号码41804855-41804864，声明作废
稳驰公司渝D45490营运证500110074118遗失作废。
车来车往公司渝DG5212营运证500110128302遗失作废。
盛亿公司渝BU7825营运证500110027403遗失作废。重庆
富腾公司渝BR8698营运证500110072427；渝BL9512营运
证500110042099；渝BL1732营运证500110036191遗失作废

●经营者叶青（渝中区叶渔餐馆）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030068959，声明作废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近日，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经国务院批
准，2021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以下简称双创周)，将于明日通过互联网
连线方式同步启动。本届双创周以“高质
量创新创造，高水平创业就业”为主题，主
会场设在河南省郑州市，重庆分会场将以

“奋进百年，渝创未来”为主题展开线上线
下活动。

重庆分会场活动由市政府主办，市发
展改革委、两江新区管委会承办。启动仪
式将于明日15时在市政府办公厅举行，届

时，重庆分会场将网络连线国家主会场的
方式同步启动。两江新区双创示范基地、
重庆大学双创示范基地将在重庆分会场
向大家分享推进双创生态持续优化的相
关经验。

双创周期间，线下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活动将在渝陆续展开。“智创巴蜀”首届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创业峰会便是其中
之一，该峰会由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四川省
教育厅等单位主办，邀请了院士、专家、学
者、企业家等60余名代表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创新创业生态发展建言献策，期间

还将开展创新生态引领科技创新与创业高
质量发展学术研讨等专项活动。

除此之外，全国博士后学术论坛，高校
研究院、企业协同创新精准对接专项行
动，第五届“渝创渝新”创新创业大赛，
2021年度“义渡赛创会”创新创业大赛，中
国科技创新创业高峰论坛，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协同创新发展峰会暨2020年十大
重庆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等活动也将陆续
与大家见面。

此次双创周还将特别推出线上云展馆，
展馆共分为创新创业带动就业量质齐升、创

新创业支撑科技自立自强、改革激发创新创
业活力、创新创业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创
新创业促进全民共同富裕五大展厅，将全方
位、立体式地呈现重庆双创成效。

“云展馆能给人带来沉浸式的体验，让
人足不出户就能逛上一场亮眼的双创成果
秀。”活动主办方表示，此次云展馆将重点
展示40个项目，包括两江新区、高新区、经
开区等双创示范基地，也包括渝北、江北等
特色区域，还包括中冶赛迪、老四川、红江
机械、盾之王等创新企业以及部分创新代
表人物等。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昨日，重庆依旧阴冷，天空中阴雨绵
绵。上午9点，重庆大部分地区气温不足
15℃，渝北仅13.2℃。

据市气候中心的预计，今日，重庆各地

气温将有小幅回升，特别是渝东北部分地区
气温将回暖至20℃以上。明日开始，新一轮
的降温降雨又要来了。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今天：阴天，气温15℃~19℃。
明天：阴天转阵雨，气温16℃~18℃。
后天：小雨，气温14℃~16℃。

今日暖和一下 明日又降雨降温

2021年全国双创活动周将于明日启幕
重庆分会场邀您一起“渝创未来”

▲易小光▲杨柏 ▲评审会现场

10月15日，经过两个月的激烈角逐，
在经过组委会资格遴选、职能部门意见征
集、网络人气点赞和专家评审会现场终评
后，“2021年度渝商评选”获奖名单正式出
炉，今天起进行公示。其中，申静、乐卫文、
乔聪玲等10位企业家获得“2021年度杰出
渝商”称号；朱刚、李冰、肖本浩等15位企
业家获得“2021年度新锐渝商”称号。

78位候选人一周获赞近700万次
对于已举办16年的“年度渝商评选”

活动，重庆社会各界并不陌生。作为重庆
日报报业集团创立于2006年的一项大型
民营经济人物评选活动，“渝商”品牌不仅
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更成为重庆民
营经济发展的一面旗帜。

今年8月，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
市总商会联合主办，上游新闻承办的“2021
年度渝商评选”再度启航。记者了解到，本
届渝商评选经过各级主管单位、商会协会
积极推荐、企业自荐等方式，共有132位民
营企业家参与报名，覆盖了新兴信息产业、
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现代
服务业等17个新兴产业。

经过组委会对参评人参评条件的资格
遴选后，最终有78位候选人进入网络人气
点赞环节。他们当中，拥有博士研究生学
历的3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的21人。他们
不仅是重庆民营企业的标杆，更是各个行
业科技创新的领军人物。

数据显示，入围候选人所在企业中，资
产上亿元的有45家，2020年度营业额上亿
的有49家，2020年度纳税额上千万元的有
30家，这些企业总共解决了 5万余人就
业。同时，这些企业也非常注重创新，拥有
专利授权的企业有59家，单个企业最高专
利数量达258项。

作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品牌活动，
本次活动影响力也进一步增强。评选期
间，上游新闻开启“2021年度渝商”评选活
动专题，以每天一篇的报道频率，宣传参评
企业家经营亮点和先进事迹，中央媒体、市
级媒体全方位进行联动报道。

在网络展示阶段，7天时间内78位候选
人获得点赞总数近700万次，企业家们的人
气竞争受到重庆乃至全国企业界极大关注。

专家评审现场严苛“抠细节”
为更加专业、严谨地开展本次评选活

动，组委会还开展了广泛的意见征询，充分
征询市委组织部、市经信委、市公安局、市
人社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局、市市场
监管局、市检察院、市总工会、市税务局等
市级部门意见。

经过两个月的推荐、意见征询、走访、
点赞等环节，10月15日，“2021年度渝商
评选”专家评审会正式举行。本届评审会
由市政协原副主席周克勤担任主席，来自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市工商联、市生态环保
局、市商务委、市市场监管局、市综合经济
研究院、市税务局、重庆工商大学等单位代
表担任评审专家，充分保证了评选活动的
公信力和权威性。

记者在评审会现场看到，专家们严格
审议，围绕爱国敬业、创新能力、诚信守法、
社会责任、国际视野、行业领先等六大方面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他做总裁的时间有多长了？”“这家企
业去年的年度税收贡献是多少？”“企业带
动了多少人就业？”“这家企业在环保方面
出现过问题，整改情况怎样？”“这是家传统
制 造 企 业 ，他 们 数 字 化 改 造 做 得 如
何？”……评审现场，专家们问得很细，讨论
得也很全面，力求评选出真正代表重庆民
营经济形象的“渝商”。

评选活动设置了“2021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渝商贡献奖”这一奖项，但
专家评委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候选人的评
选条件还不成熟，待明年渝商评选时再开
展该奖项的评审工作。

渝商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
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和市工商联共同

打造的“渝商”品牌，已经走入了第16个年
头。十余年的沉淀，“年度渝商”成为重庆

民营经济发展的领航标。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向

泽映表示，自渝商评选活动举办以来，活动
得到政府、企业界的高度认可，总评出230
余位积极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的民营企业
家，成为了重庆非公经济领域驰名的经济类
评选品牌。在得到全社会广泛认同的同时，
渝商评选在2019、2020还连续两年实现经
济师副高级职称申报的成果应用。

“今年以来重庆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民营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渝商评选获
奖名单，也充分展现了当前重庆经济的走
向。”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市政协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易小光表示，获奖渝商
中，大部分企业来自科技创新、现代服务
业、新经济等重庆重点发展领域，展现了民
营经济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重庆民
营企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希望“渝商”评选
活动持续做大做强，为推动重庆高质量发
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重庆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杨柏
说：“今年的渝商评选获奖名单，获奖者作

为重庆民营经济‘领路人’的信号更显著。”
他说，今年的获奖者无论是从知识结构、学
历、职称，还是专利成果方面，都更具行业
领袖素养。他们善于利用重庆在内陆开放
高地、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双城经济圈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中西部国际交往中
心等平台的优势，打好对外开放牌、绿色高
质量发展牌、科技创新牌，为重庆社会经济
的发展贡献力量。

市政协原副主席、“2021年度渝商”评
选专家评审会主席周克勤表示，今年是“十
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一年。“2021年度渝商”评选希望挖掘
投身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积极融入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民营企业标杆、
领军人物，来弘扬企业家不畏艰难的奋斗
精神、坚持不懈的创新精神、真诚回报社会
的奉献精神，助力重庆实现高质量发展。

据“2021年度渝商评选”活动组委会
办公室介绍，本届评选颁奖典礼将在11月
民营经济发展活动周期间举办。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瀚祥

“2021年度渝商评选”榜单出炉
25位获奖者今起公示

2021年度渝商评选获奖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2021年度杰出渝商
申 静 重庆新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乐卫文 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乔聪玲 重庆杰成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梅 重庆刘一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兴华 重庆万达薄板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远海 远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林其鑫 重庆琪金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洪 震 重庆三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蒋仁生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熊 杰 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2021年度新锐渝商
朱 刚 重庆飞力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冰 重庆尚诚服饰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肖本浩 重庆毛毛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和涛 重庆市朗萨家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汪 成 重庆馨亚油脂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朝谢 重庆新联峰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鑫 重庆人易沃福服务外包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权辉 重庆顺美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 丹 重庆宗申航空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永林 重庆周师兄餐饮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洪琴 重庆市大正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钟云亮 重庆云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谢志良 重庆万虎机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熊劲松 重庆红岩建设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颜代胜 重庆宝迪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2111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5 6 2 6 8 9 + 14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27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5 0 4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27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5 0 4 0 7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112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3 3 1 3 0 3 0 0 1 1 3 3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112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3 3 1 3 0 3 0 0 1 1 3 3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112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2 0 1 3+ 1 1 2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10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