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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庭堡木业有限公司“庭堡家居生产项目”
环评征求意见公示

1、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 络 链 接 为 ： http://www.eiafans.com/
thread-1236464-1-1.html。2、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建设单位“重庆庭堡木业有限公
司（联系电话：郑持伟18623634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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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
eiafans.com/thread-1236464-1-1.ht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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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

万科悦湾北区4.2期交付公告
尊敬的重庆万科悦湾4.2期的业主：

万科悦湾4.2期22幢、23幢、24幢、25幢、26幢、27幢别墅，
兹定于2019年6月30日正式交付。我公司已按贵我双方签订
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您所列的地址，以特快专递
（EMS）的方式将上述商品房的《交付通知书》（一式一份）、《交付
指引》（一式一份）、以及《授权委托书（模板）》（一式一份）等共三
份交付资料邮寄给您。

请您按上述商品房《交付通知书》所安排的时间、地点，并携
带上述《交付指引》中提及的所有有效资料，如期赴万科悦湾北
区B17幢/B18幢处办理房屋交付手续。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023-67617999
祝您生活幸福！阖家安康！

重庆中航万科云岭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3日

万科悦湾北区2.3期交付公告
尊敬的重庆万科悦湾2.3期的业主：

万科悦湾2.3期18幢、19幢、20幢、21幢、22幢、23幢、
24幢、25幢、26幢、32幢别墅，兹定于2019年6月30日正式
交付。我公司已按贵我双方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
中您所列的地址，以特快专递（EMS）的方式将上述商品房的
《交付通知书》（一式一份）、《交付指引》（一式一份）、以及《授
权委托书（模板）》（一式一份）等共三份交付资料邮寄给您。

请您按上述商品房《交付通知书》所安排的时间、地点，
并携带上述《交付指引》中提及的所有有效资料，如期赴万科
悦湾江上明月销售中心旁处办理房屋交付手续。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023-67617999
祝您生活幸福！阖家安康！

重庆中航万科云岭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3日

重庆东超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遗失巜银行开户许可
证》，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凤
天路支行，账号：3100035109024520857，核准号：
J6530040671001,编号：653000804573声明作废
声明：彭水县楠源蜜蜂养殖股份合作社遗失
2012年11月29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500243NA000412X；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50024305778706X，声明作废

金域华庭2、3幢交付公告
尊敬的重庆万科金域华庭2、3幢业主：

万科金域华庭2、3幢高层，兹定于2019年6月30日正式
交付，我司已按照贵我双方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
中您所列的地址，以特快专递（EMS）的方式将上述商品房的
《交付通知书》（一式一份）、《交付指引》（一式一份）、以及《授
权委托书（模板）》（一式一份）等共三份交付资料邮寄给您。

请您按上述商品房《交付通知书》所安排的时间、地点，
并携带上述《交付指引》中提及的所有有效资料，如期赴万科
金域华庭1幢底商（小区正大门左侧）接待中心办理房屋交付
手续。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023-67617999
祝您生活幸福，阖家安康！

重庆峰畔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3日

金色悦城五期3、4、5幢交付公告
尊敬的重庆万科金色悦城五期3、4、5幢业主：

万科金色悦城五期3、4、5幢高层，兹定于2019年6月30
日正式交付，我司已按照贵我双方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
合同》中您所列的地址，以特快专递（EMS）的方式将上述商
品房的《交付通知书》（一式一份）、《交付指引》（一式一份）、以
及《授权委托书（模板）》（一式一份）等共三份交付资料邮寄给
您。

请您按上述商品房《交付通知书》所安排的时间、地点，
并携带上述《交付指引》中提及的所有有效资料，如期赴万科
金色悦城五期3幢底商接待中心办理房屋交付手续。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67617999
祝您生活幸福，阖家安康！

重庆万卓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3日

西旅会上，国博中心N8馆“重庆好礼”
的红色展厅颇具古意，手提式旅游火锅、北
玻大花瓶系列产品、蝶花牌怪味胡豆、纸玩
意系列文创产品、大足石刻·刻花刀具系列
等2019“重庆好礼”特色旅游商品（文创产
品）大赛的获奖作品陈列其间，让人既饱眼
福又饱口福。

手提式火锅馆：能带走的重庆味

展厅内九龙坡区的金奖作品手提式旅游火
锅馆，是一个长约25厘米、宽20厘米、高16厘米
的盒子，小巧方便，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我是
来重庆旅游的，特别喜欢吃重庆的火锅，看见这
个手提式旅游火锅，我就想把它带回去，等回家
了也可以品尝重庆味道。”来自山西的李先生
说。

手提式旅游火锅馆创意满满，是一款方便
快捷的旅游休闲产品，里面有电磁炉、不锈钢
锅、火锅底料、麻辣牛肉、肉罐头、粉丝、黄花、压
缩木耳等。小巧便携，可以轻松塞进小型行李
箱，能够在出差、旅游的路上随时体验到重庆火
锅的味道。

“我们这个火锅馆，里面的配方不同于一般
的火锅底料，走的是少油无渣的路线。整个产
品中包含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和外
观专利2项。”展台负责人介绍。

大巴山腹地：独特的山神漆器

展厅内，形制奇特、色泽艳丽的漆器周围聚
集了许多好奇的参观者。“城口的漆器很特别，
因为城口位于大巴山腹地，这个地方漆树资源
十分丰富，湿度适宜，这么好的材质，加上匠人
们的用心和高超技艺，做出来的漆器自然是上
乘的，我们的漆器都是‘以木为本，以漆为魂’。”
漆器展台的负责人介绍。

城口山神漆器工艺流程十分复杂，要经历
很多个工序。第一步是割漆，将城口大木漆中
的原生态树脂取出；之后将生漆过滤，去掉树叶
等杂质；再之后是活化，将生漆搅拌，用灯泡炙
烤升温后脱水；第四步是在其中加入各种颜色

的矿物质颜料配色，再次过滤后成为色漆；第五
步才开始制作胎体，选用优质杂木，经高温脱
脂、手工车形等工序，直至成功；之后制作漆胚，
需要经过将胎体经防腐、刮灰、水磨、擦漆、抛
光、喷底漆、清洗等12道工序才能完成；最后是
喷面漆，将色漆手工均匀涂抹在漆胚上，通过反
复涂抹，配上手绘自然阴干，再加上雕刻、贴金、
描线、彩绘、镶嵌等传统手工技法制成漆器。每
一个城口山神漆器的成品都包含着设计者制作
者的心血。

“感觉很新奇，很独特。”冯女士说，“我爸爸
喜欢收藏这些东西，我拍了几张照片给他看看。”

酉阳苗绣：古苗文化活化石

“酉阳苗绣不是单纯的刺绣，它从技艺到花
样，有酉阳民俗文化的变迁，它起源于古代濮人
的雕题文身，刺绣作品里经常表现苗寨人民的
生活情况。”展馆负责人向参观者介绍着酉阳苗
绣的特点，参观者围着各色精美的苗绣头饰、扇
子，纷纷拍照留念。

据介绍，苗绣的每一道工序都采用全手工
制作，包括粘花、上绷架、配线、刺绣、缝合等步
骤，石榴针绣、数纱绣、辫绣、锁针绣等刺绣技法
多达几十种，一件长宽一米的作品需要至少一

年时间才能完成。图案中往往有“幻想”，五彩
龙，桃花、梅花、菊花共生的树，头顶写着“王”的
凤等形象十分常见。

苗绣虽然只是一项民间技艺，却是一门综
合学科，包含了美术、历史、绘画等多门知识，而
它的根基则是立足在了苗族的历史文化之上。

据了解，本次大赛共有全市各区县推荐的
232套1860件旅游商品（文创产品）申请参赛，
范围包含旅游工艺品、旅游纪念品、旅游土特产
产品、旅游纺织品、旅游电子产品、旅游个人装
备品、旅游设计创意产品八个类别。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谭柯 实习生 焦桐

特色苗族山歌、川剧传统变脸、小丑欢乐
手技、菲律宾当地异域风情管弦乐队……昨
天，重庆旅投集团在西旅会上举行“玩转重庆
旅游”推介会，“花式”推介重庆旅游。有金佛
山、乐和乐都、黄金邮轮、统景温泉、阿依河等
景区的推介和歌舞表演，让大家领略“山水之
城、美丽之地”的独特魅力。

重庆旅投集团的展厅以“两江融汇”为主
体造型设计，秀出了两江腹地、四季美景。展
厅内，长江黄金邮轮的船模以及黄金1号邮轮
首航仪式上的船舵首次亮相。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展厅引入了虚拟体感
拍照系统，参观者可以如身临其境一般，全方
位多感官地感受重庆美妙的景色，通过互动留
影分享朋友圈集赞，现场免费打印高清照片。

“虽然我是长寿人，却没有好好了解过重
庆本地的一些旅游景点，听了这个推介会，我
准备去重庆各区县看看，毕竟家乡风景还是很
好。”一位在现场参观的老人说。

展厅内摆放的金佛山特色文创、乐和乐都
动物毛绒公仔、阿依河洞藏美酒等，都让现场
观众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感受到“一游初见真

容、二游领略清秀、三游回味无穷”的旅投产品
独特魅力。

推介会上，重庆旅投集团还送上了“大礼
包”。设置了线上抽奖、现场抽奖互动和众多
优惠折扣，其中包括金佛山、统景温泉、乐和乐
都、神龙峡、阿依河等五个景区1500张门票。

同时，重庆旅投集团发布了暑期旅游产
品，推出“百万大奖游重庆”优惠活动，并携旗
下景区大放“价”，推出在神龙峡景区，暑期中
高考毕业生漂流免门票，漂流还享8折优惠等
等一系列的景区折扣优惠、惊喜奖品。

此外，在西旅会现场，下属各景区都拿出了
价值近20万元共计1200余份现场扫码关注抽奖
礼品，包含金佛山、神龙峡、统景温泉、阿依河、乐
和乐都等景区门票及1000余份精美礼品。

“我们是从吉林过来的，之前没来过重庆，
这次随着公司参展过来，看了一个推介会也对
重庆有了一些了解，而且还抽到了门票，准备
暑假带着孩子一起再来一趟，顺带领略一下重
庆各个景点的魅力。”参展人员张先生说。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谭柯 实习
生 李春贤

独具特色的展台、丰富惠民的产品、妙趣
横生的互动体验……在本届西旅会上，巴南区
携20余家文旅企业（景区景点）集中参展，为
参观者展示了巴南旅游形象和独特魅力。

红豆杉庄、东温泉、巴南银针、四合胡豆、
巴南清脆香桃、铁皮石斛……展厅里，巴南区
组织了多家优秀旅游景区、文旅企业、非遗项目
及特色农产品参会，涵盖了农、商、文、旅等方面，
展品有文创产品、特色农产品、非遗产品等。

同时，还有鱼洞乱针绣、重庆古御工艺品
等非遗项目在现场展示售卖，全方位互动展示

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
不仅可以看非遗表演木洞山歌，还有茶艺

表演、重庆小姐现场走秀等特色表演。此外，
参加“幸运大转盘”抽奖活动，有机会拿免费的
景区景点门票。

据悉，本次西旅会巴南区整合了区内当季
景区以提供免费门票、折扣门票、民宿免费体
验券、优惠券等300张，邀请游客参与活动进
行幸运大抽奖。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谭柯 通讯
员 伍凤秋

昨天上午，N8馆优美的古筝曲、富有西北特
色的舞蹈引得众人围观，甘肃省定西市渭源的推
介会就在音乐与舞蹈中展开。免门票、打折等多
种旅游优惠政策，让人不禁想“说走就走”。

“20摄氏度过夏天——避暑度假休闲游。
不同的景区给您多样的选择，您可以去太白山
骑行，看日出观云海，摄影采风、徒步探险。”推
介会上，推介人特意点明了渭源在夏季的凉爽。

渭源地处西秦岭末端和黄土高原交汇地
带，境内有洮、渭两大水系。其中，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渭河源景区是大禹导渭始

祖文化的源起之地。
11月1日—3月31日，渭河源、首阳山景区

实行免门票政策（仅限于景区门票），其他景区
实行门票半价优惠；4月5日—4月7日清明节，
子女陪伴下50岁以上老人享受门票免费优
惠，随从人员享受门票半价优惠（限定2人）；5
月1日—5月4日，省级农民劳模、享受全家三
人门票免费优惠，市级、县级农民劳模，可享夫
妻两人门票。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谭柯 实习
生 李春贤

昨天，N7展馆内的九龙坡展区人潮涌动，
重庆市美术家协会会员、重庆市非遗剪纸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杨艺正在为参观者展示中国传
统技艺剪纸，一把小巧的剪刀游刃有余穿梭在
三寸见方的彩纸之上，简单的材料在她的手里
仿佛有了生命，不一会儿，一幅惟妙惟肖的剪
纸艺术品诞生在她手上。

九龙坡区本次携重庆建川博物馆、九龙沉
香博物馆、天赐温泉、巴人博物馆、HE基地，
周君记火锅食品工业旅游体验园、华岩旅游

区、黄淋艺术研究院、重庆背包熊旅行社等众
多文旅产业亮相西旅会。

“参观者可以到九龙坡，在重庆建川博物
馆、九龙沉香博物馆、重庆巴人博物馆等厚重
的人文故事中，穿越浩瀚的历史，寻找旧时
光。”九龙坡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还可以与智能
机器人——“佳乐”互动聊天交友，感受智能科
技时代的力量。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谭柯 实习
生 曹妤

城口山神漆器、北玻大花瓶、酉阳苗绣、大足石刻·刻花刀具、手提式旅游火锅……

这些“重庆好礼”既饱眼福还饱口福

百万旅游大奖 带你玩转重庆旅游
重庆旅投集团举行“玩转重庆旅游”推介会，现场送上“大礼包”

巴南：看非遗表演、抽免费景区门票

甘肃渭源：部分景区可享免费或半价

九龙坡：有玩有看还能与机器人互动

手提式旅游火锅套装。

奉节白
帝城景区。

酉阳苗绣。

城口山神漆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