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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重庆西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营运车辆座头套
制作项目于2019年8月1日二次公开比选。经评审
组评审，重庆尚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中标单位，各
响应单位如有异议，可在公告发布之日起三日内日，
以书面形式向询价人提出质疑，逾期不再受理。

重庆驰兴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再生塑料
制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受重庆驰兴
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公
司承担了重庆驰兴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
再生塑料制品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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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sq.cq.gov.cn/
news/news/2019-7/10_12005.shtml。2.公众
可通过电话、电子邮箱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
位索取纸质报告书和提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建
设单位：重庆驰兴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陈先生，联
系电话：15320250025。环评单位：重庆市后科环
保有限责任公司，胡工，361762999@qq.com，189
96188957。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
项目影响的所有公众（主要是拟建项目周边2.5km
范围内公众），及对本项目建设或环境影响评价结
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4.公众提出意见的
起止时间：2019年7月31日至2019年8月6日。

厂房租售
现有璧山区青杠镇独院厂房3000多平
米，出让地，专变400KVA，租售两可。
联系人：李老师，13012327283

房讯租售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资产招商暨处置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拟
对客户皮洪波名下债权资产项目进行处置，
欢迎投资者与我行洽谈。现将有关情况公示
如下：招商项目信息如下：截止至2019年5
月 5日 ，皮 洪 波 贷 款 剩 余 本 金 人 民 币
4900000元，拖欠利（罚）息约计人民币
1160188.86元,合计人民币6060188.86元。
担保方式为房产抵押，抵押物位于：张莉雪名
下位于重庆市江北区觐阳街55号1幢26－
1，建面249.54，住宅。有收购意向者请于
2019年8月15日前与我行联系，意向买家超
过两家时我行将采取公开竞买的方式转让，
意向买家仅有一家时我行将采取协议的方式
转让。以上项目详细情况可到我行签署保密
协议后阅卷或与工作人员面谈。联系人：卓
先生 联系方式：67946137以上信息仅供参
考，我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2019年7月20日

110kV线路建设和站内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项目概况：项目名称：110kV线路建设和站内改造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建设地点：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建设内
容：本次评价仅包括110kV线路建设和站内改造项目线
路部分。新建 1条 110kV单回架空线路，线路长度
4.1km；新建塔基14基，其中单回直线塔7基，单回转角塔
7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按照《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要求，现将有关事宜公告
如下：一、全文获取连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
s/1bKzQKZVl1GwfA_JDJnijKQ（提取码j460），纸质版
查阅可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取。二、征求意见范围：
本次评价范围内线路两侧30m范围内敏感点。三、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连接：公众意见表详见：https://pan.baidu.
com/s/1pjzukdjiYreoEfmIh-M6XA（提取码8zpd），也
可直接联系建设单位无条件索取。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
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信函或者到项目
所在地，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
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五、提
出意见期限和公示时间：即日起，共1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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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提示：本版只提供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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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晋愉江州一期各位业主及参建单位：重庆景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下称“景佑公司”）已于2019年6月22日通过阿里
拍卖平台竞得“重庆市大渡口区大渡口组团H分区H06-2-1/
04号地块、H07-3/04地块”项目（晋愉江州一期项目），并于
2019年7月22日取得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成交
确认书》和《司法裁定书》，成为晋愉江州一期新的产权人。现
请各位业主及参建单位扫描下方二维码了解相关信息，为切实
保障各位合法权益，请按要求配合景佑公司开展相关工作。

重庆景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日

参建单位扫描业主扫描

重庆光大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L-CQ-CJ00009;特此声明

2017年以来，围绕责任彩票建设及安全管
理，以及为配合落实国家相关部门强化监管、
严控风险的政策落地，中国体育彩票亮出了一
系列责任彩票建设和安全管理的“组合拳”，受
到了彩票业界乃至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应该看到，在责任彩票建设过程中，在体
彩“组合拳”闪转腾挪的形势下，各级体彩机
构、体育彩票实体店、购彩者在共同期待责任
彩票建设实现美好愿景、体彩“组合拳”能够惠
及更多从业者的同时，也都面临着相当大的挑
战和压力，特别是对于代销者和从业者来说，
这种压力也是亟待破解的严峻课题。

毋庸置疑，在责任彩票建设及其“组合拳”
的作用下，彩票市场在局部空间出现了短期的
下行迹象。比如，在高频快开游戏开奖时长缩
短、竞猜游戏受注场次减少等新规要求下，体
彩实体店销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又如，
在电子投注单和即开票扫码兑奖这两项业务
下线之后，体彩实体店和购彩者都会感受到一
定程度的不方便。同时，人们也要看到，这些
压力、不便和短期影响，对于所有彩票从业者
都是一样的，需要全国体彩人同心同德，凝心
聚力，共同面对，共同破解，化压力为动力。

值得赞赏的是，在责任彩票建设过程中，
全国大多数体彩实体店从业者识大体、顾大
局，负重前行，强化内功，在彩票机构和购彩者
之间架起了一座“负责任的桥梁”，能够站在事
业的高度和全局的视野去理解体育彩票市场
的“大体检”和“大审视”。

日前，《中国体彩报》针对近期体彩开展的
责任彩票建设和安全管理“组合拳”的相关举
措，对体彩实体店进行了一次调研。我们发
现，绝大多数体彩实体店代销者的反应都是积
极的、正面的。以北京市东城区33005体彩实
体店为例，业主认为“责任彩票建设对于规范
市场、提高体彩公益形象都有很大帮助”，并表
示“全力支持相关政策并严格按照要求去做，
合法合规销售彩票”，同时也指出“希望体彩中
心能设计出更多负责任的游戏产品，从保护体
彩实体店的角度出发，出台一些诸如适当提高
销售佣金等体彩实体店帮扶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体彩APP电子投注单
业务和即开票扫码兑奖业务下线引发关注。
在前文提到的体彩实体店意见征集中发现，此
举虽然令购彩和售彩便捷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依然得到了不少体彩实体店的理解和支
持。一些体彩实体店的代销者认为，上述两项
业务虽然都很实用，推出的初衷也是好的，是
接地气、受欢迎的，“但是也确实存在着被不法
分子违规滥用的风险，叫停是及时的、有必要
的。”

还有一些代销者表示，体彩APP电子投注
单业务和即开票扫码兑奖业务下线，短期看可
能会影响代销者的部分收益，但是从长远看有
助于推动彩票行业健康发展，引导购彩者理性
购彩，对体彩实体店也是一个“长线利好”。

必须承认，对于国家体彩中心近期亮出的
一系列责任彩票建设和安全管理的“组合拳”，
特别是一些“壮士断腕”、“刀刃向内”的举措，
确实也有一些体彩实体店从业者感到困惑和
不解。对此，有业内人士分析称，体彩实体店
作为代销单位，一方面有责任和义务严格遵守
代销合同的相关规定，对国家相关部门和体彩
机构的大政方针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另一方
面也应当把眼光和视角放得更长远一些，要多
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一些政策的变化。

以体彩APP电子投注单业务和即开票扫
码兑奖业务下线为例，这两项业务所涵盖的服
务虽然为购彩者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方便，但是
也有体彩实体店反映，即开票扫码兑奖业务推
出后，去实体店的人也相应变得更少了，显现
出了这一业务的“双刃剑”特征。而取消电子
投注单业务，对打击私彩和抑制大额购彩现象
也将发挥一定作用。特别是即开扫码兑奖下
线后，会引流更多的购彩者到实体店中去购买
合法、正规的彩票。因而，从长远来看，其实都
是在为实体店争取更多发展空间。

事实上，对于当前彩票市场出现的一些压
力，相关各方都在努力地吸收、消化和破解。
对于体彩实体店来说，若能及时提出意见，给
出建议，亮出态度，也是一种对体彩事业和自
家体彩实体店负责任的体现，也是在帮着体彩
机构一起共同想办法、出主意、谋发展。对此，
体彩机构自当求之不得、喜闻乐见。

总之，就像有媒体评论称，为责任彩票建
设亮出“组合拳”，并不是说体彩不要销量，而
是不能要“问题销量”和“违规销量”。理解了
这个道理，很多事情才能向着积极的方向不断
推进。

为负重奋进的体彩实体店从业者点赞！

为负重奋进的
体彩实体店从业者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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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晚，重庆突降大雨，但这也没有浇
灭粉丝们的热情。当晚，由上游新闻荣誉协办
的“无界——冯提莫重庆演唱会”在人民大礼堂
唱响，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齐聚重庆，现场座无
虚席。冯提莫是主播跨界歌手举办个人演唱会
的第一人，演唱会结束时，她动情地说：“起点我
不能选择，但我会一直坚持唱歌，一直唱好的音
乐。开演唱会是我的梦想，而重庆就是我梦开
始的地方！”

记者在演唱会现场看到，演唱会的舞美设
计精美而温馨，一段梦幻VCR拉开了整场演
唱会的序幕。冯提莫一袭白色纱裙惊艳登场，
台下的歌迷们爆发出尖叫和掌声。观众们手
持音控荧光棒，随着音乐和节奏的变化，现场
星光点点。

当晚，冯提莫现场唱了20余首歌曲，其中
《窥》《ICE CREAM》《小倔强》等七首新歌为
现场首唱。演唱《窥》时，冯提莫首次尝试边
唱边跳，成为当晚的一大亮点。演唱会快结
束时，冯提莫带来了她的成名曲《佛系少女》，
全场观众起立，大家一边合唱一边挥舞荧光
棒，节奏由慢至快，宛如一片温馨浪漫的海
洋，粉丝们的热情再一次嗨翻全场。

“现场气氛太好了，制作水准不输专业
歌手！”“以前一直在电脑、手机上听提莫唱
歌，第一次听她的演唱会，感觉很幸福！”冯
提莫演唱会的承办方重庆渝商文化负责人、
本次演唱会制作统筹负责人何松介绍说，为
了打造一场顶级的视听盛宴，他们邀请到了
全明星制作阵容，由著名音乐制作人赵兆担
任音乐总监。赵兆曾担任北京奥运会闭幕
式音乐制作，也是李健、毛不易、莫文蔚等歌
手的专辑制作人，此次他带来了12人的专业
现场乐队，这样的乐队配置是室外上万人演
出的配置。

回忆起演唱会的筹办过程，何松一次次被
冯提莫的认真和专业打动。“没想到冯提莫和
她的团队如此的认真，一切都是按照最高标准

在要求自己，也让我们必须要做出最高标
准的舞台现场。”何松透露，演唱会的音响
是曾服务于张学友、梁静茹等歌手演唱会
的设备，也是《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
专业音乐节目的专用音响系统，同时考虑到人
民大礼堂的特殊声场环境，调音师结合场馆实
际与舞台效果，专门打造了音响系统。

作为冯提莫演唱会的荣誉协办单位和首
席合作媒体，上游新闻见证了这位重庆女孩
在音乐路上的成长。重庆晨报和上游新闻是
全国最早发掘并深度采访报道冯提莫的官方
主流媒体，在最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上游新闻
看到了冯提莫的努力和坚韧，现在她不仅担
任了上游新闻的青春大使，还是上游新闻阳
光助学爱心大使。此次演唱会筹备前后，上
游新闻也多次报道了演唱会的相关讯息。

“起点我不能选择，但我会一直坚持唱
歌，一直唱好的音乐！”提莫动情地和歌迷们
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开演唱会是我的梦想，
而重庆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希望大家因为
我来到重庆，更爱上重庆！”

演唱会结束后，冯提莫也第一时间接受了
记者的采访。“现在真的是一片空白，准备排练
了这么久，一下子就这么过去了。”冯提莫说自
己既觉得轻松，又感到开心，同时也不忘为家
乡重庆打CALL：“感谢家乡父老乡亲的鼎力支
持，重庆很美，欢迎大家来重庆旅游。”

主办方相关人士告诉记者，本次演唱会
的观众约80%都来自外地，除了全国各地的
观众，还有来自澳大利亚、马来西亚、韩国等
国家的歌迷。一位来自湖北的歌迷告诉记
者，他专程来看冯提莫演唱会。“刚好放暑假，
有提莫的演唱会，也是在她的家乡，我一定要
来看看！”小王说，冯提莫在直播中经常推荐
重庆，“我这次带着家人一起来重庆旅游，已
经玩了两天了，去了洪崖洞、贰厂、李子坝轻
轨等，看完演唱会我们还要再玩两天。重庆
很漂亮，好吃的也多，以后我会再来的！”

冯提莫首场个人演唱会在家乡重庆开唱冯提莫首场个人演唱会在家乡重庆开唱
主播跨界歌手举办个唱第一人主播跨界歌手举办个唱第一人
上游新闻荣誉协办获得成功上游新闻荣誉协办获得成功，，跨界歌手开演唱会将成趋势跨界歌手开演唱会将成趋势

跨界歌手开演唱会将成趋势
作为主播跨界歌手开个人演唱会的

第一人，冯提莫演唱会无疑具有极大的参
考价值。记者在现场看到，演唱会几乎满
座，粉丝们热情高涨。有业内人士感慨，
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热情的粉丝了。

在冯提莫之后，以刘宇宁为首的网
络红组合“摩登兄弟”，将于8月17日在
北京举行自己的个唱。“网红主播跨界歌
手开个唱会是一个趋势。”永乐票务重庆
分公司副总经理杨伯昆分析，“这些网络
主播和红人本身就自带粉丝，尤其是像
冯提莫、刘宇宁这种顶级流量的网络红
人，他们的演出是非常有市场的，这场演
唱会盛况就已经非常能说明问题。”

杨伯昆认为：“和传统歌手开演唱
会相比，跨界歌手优势在于粉丝基础雄
厚，而且粉丝的忠诚度高。”但杨伯昆也
建议，跨界歌手要持续推出自己的代表
性作品，“从演出内容上来看，他们还需
要多拥有自己的歌曲，毕竟演唱会的核
心内容还是唱歌。”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孔令强

▲

新闻延伸

冯提莫演出现场
上游新闻记者 张锦旗 摄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裘
晋奕）“爱自己所做的，做自己所爱的。”说起来
轻松的一句话，实现起来有多难？现实中自然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答案。80后作家七堇年
心里也有一个答案，只是她的答案可能比很多
人都复杂了不少：她把它写成一本小说《晚风
枕酒》。昨日下午，七堇年带着这本新作现身
重庆源著天街西西弗书店。

分享创作心得，和书迷聊聊自己的最近和
过往之余，七堇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在读者心目中，生于1986年的七堇年算
是写作之路走得颇为顺畅的青年作家之一。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她心里其实也一直有
不安分的因子在跃动……于是，便有了这次她
带来的《晚风枕酒》。

“其实我想探讨的是当下年轻人的个性化
发展、就业多元化的现象。”采访一开始，七堇
年就直奔主题。《晚风枕酒》这个看似写意的书
名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三位“斜杠青年”（指拥有
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的人群）“不那么
规则的人生故事”。书中的三位主人公，一位
从小出国读书，热爱自由个性不规则的姑娘；
一位是热爱滑翔伞与精酿啤酒、事业遇到瓶颈
想要摒弃单调的金融精英；还有一位是外形突
出、家境富裕却想法不规则的继承者。

“故事自然是他们之间的爱情、友情，人与
人、人与事业之间的博弈等等。”七堇年说，通
过他们自己最想传递的其实就是本文开头所
说的那句话“爱自己所做的，做自己所爱的。”
七堇年很感慨的是“有时你会发现，某种状态
你以为是自己想要的，但当你真正进入（得到）
之后，又觉得不是这样了。”七堇年说，怎么找
到自己真正喜欢、想要的就成了关键。

在她看来，自己算是很少的、很幸运的个
体，“我很早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我想
鼓励大家在生活、工作中多去碰撞，去见世面
交朋友，摸索出自己想要什么。”

七堇年坦承，《晚风枕酒》的三位主人公多
少都有自己的影子，整本书的主题也和自己近
来心境息息相关。“写作这么多年了，（到现在）
我多少有一种想为自己事业再注入点什么、换
个跑道之类的想法。”七堇年说，《晚风枕酒》也
算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

她笑着说，其实自己跟传统意义上那种整
天就静静地写书的作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非常爱户外运动，我还有很多兴趣没去实
现。”她举例说，比如这次《晚风枕酒》里以“故
事外壳”“道具”亮相的酿酒，就源自自己现实
生活中非常喜欢精酿啤酒。“我自己没有去实
践过这个爱好，这不妨碍在虚构世界里去接触

一下这样的生活。”
接着这个话题往下说，

七堇年“暴露”了并不太为
读者所知的一面。“我特别
喜欢户外运动，尤其是洞穴
探险。”作为出生于泸州的
川妹子，她对川渝地区都感
情深厚并不出奇。不过，七
堇年对重庆的深刻印象和
浓厚兴趣更多是重庆的那
些迷人的洞穴。“巫山、巫
溪，临近重庆、湖北交界地
带的那些洞，真是太美了，
好多都可以说是世界级的
景观。”

去实地探访过这些雄
奇美景的七堇年笑称，自己
也希望再努努力，今后能变
成“探险界最会写作的，写
作圈里最会探险的（笑）。”

80后女作家七堇年来渝推荐新书《晚风枕酒》

“重庆有世界上最迷人的洞穴，我想去探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