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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家利物业管理（重庆）有限公司珊瑚水岸分公司

管理的珊瑚水岸项目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为大
型商、住项目，现有以下事项公开招标：重庆珊瑚水岸
及珊瑚都会电梯、扶梯维修保养服务。1.在国内合法
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企业及注册资金RMB500万或
以上专业服务资质之企业。2.注册公司成立不少于5
年。3.具有电梯维护保养、改造A级以上资质。4.纳
税资格必须为一般纳税人，能按中标价提供全额增值
税专用发票。5.能提供最少3个最近3年内曾承接电
梯维护保养工程参考数据，每个维保合同总价不得少
于人民币50万。6.必須有曾承接“华升富士达”电梯
（含3米高速电梯）、扶梯或同等品牌之高速梯维保工
作。7.有承接“华升富士达”原厂品牌电梯维保经验，
具备提供原厂备品备件及时供应能力之公司。有意
投标公司须于2020年6月30日前携公司数据及相关
证明文件到指定地址，经我司审核通过后领取标书，
同时欢迎贵司加入我司认可承判商，具体询联系人。
截标日期：2020年 7月9日中午十二时正。
联系人：谭小姐 联系电话：（023）62969658
索取标书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26号珊瑚水岸物业服务中心
回标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御泰路30号2楼

认尸公告
2020年6月23日在巴南区白居寺大桥
长江水域发现一具男尸，尸长1.75米，
25-40岁，穿黑色长袖T恤、蓝黑色牛仔
长裤、黑色皮带、袜子，请知情人与长江
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网吧转让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北滨路附近
联系电话18375892227价格面谈

遗失声明：本人龚国恩（身份证号码513437
198405073616），遗失位于重庆市壁山区
恒大御澜庭1幢4-2，收据编号N0247114，
金额15928.95元（契税），声明作废！

◆遗失蔡刚身份证，证号512224197704201974声明作废
刊登热线15023163856

重庆巴驿公司就2020年职工健康体检项目
进行比选，欢迎各单位前来参加，报名截止时
间2020年7月6日17:00。联系人：朱老师：
023-63819019，报名地址：重庆市渝北区红
锦大道1号理想大厦A栋2611党群工作部

大渡口
参与消防演练

让居民掌握应急避险能力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军 通讯员 黄薇）“消防演练实操后，我对消
防知识了解更多了。”24日上午，大渡口新一社
区在顺祥壹街A区开展了“消防连万家·安全
你我他”为主题的消防演练活动，让居民掌握
了消防器材的正确用法，提高应急避险能力。

城区高楼密集，第一时间识别、处置应急
事件非常重要。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居民通
过参加器材使用和有序撤离危险区域的演
练，掌握了自救和互救的相关技巧，此活动提
升了物业管理人员及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为社区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垃圾分类进万家
党员先行作表率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军 通讯员 张文杰）近日，大渡口八桥镇组
织辖区居民开展主题为“粽叶飘香过端午，垃
圾分类进万家”的生活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
动。活动还邀请到辖区党员同志、志愿者参
与其中，营造“垃圾分类，我是党员，我先行”
的良好氛围，以此激励社区党员发扬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印有各类垃圾的
卡片发给参与游戏的居民，居民准确分类投
放至相应的垃圾桶后将获得宣传纪念品及粽
子各一份，让垃圾分类的知识深入居民群众
中，让大家在感受浓浓节日氛围的同时，增强
垃圾分类意识，增进了邻里感情。

民俗体验活动让社区居民
重拾文化“乡愁”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军 通讯员 陈莺莺）近日，大渡口钢花社区

社工室开展了民俗体验活动，让社区群众通
过实际体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夏天来临，制作“风雅药香”颇受居民喜
爱，用色彩鲜明的丝织物缝制药香囊，居民佩
戴可以驱虫、清热解暑，挂在家中也是一种非
常“有味道”的装饰，可以让人神清气爽。经
典诗文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居民们通过
诵读经典古诗词，领略其中蕴含的文化精华。

社区居民自治管理议事会
引导居民参与自治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军 通讯员 何静）近日，应老旧小区的改造
需求，大渡口沪汉社区花生堡片区完成了所
有楼栋牌更换，统一的楼栋牌和单元牌让居
民们更加清晰明了，此举提升了居民的身份
认同并为自治共享美好生活空间打下基础。

在花生堡3栋下方的文化长廊，围绕“家
和沪汉·共圆梦想”主题，重新设计了花生堡居
住区的平面图，将小区自治、物业服务内容及
标准、居民自治管理议事会规则、工作动态一
一进行公示，从环境卫生、治安管理、设施设备
管理、绿化养护管理、特约服务及收费标准六
个方面对自治居住区进行管理，形成居民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良好局
面。此外，该长廊分别从居规民约、文明养犬、
请勿高空抛物、垃圾分类等方面形成宣传栏，
从而引导居民养成向善向上的良好习惯。

潼南
文化旅游节汇聚传统文化

奉献视觉大餐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

军 通讯员 张伟）23日起，2020重庆潼南
龙舟端午文化旅游节在双江古镇游客中心广
场拉开大幕，6月30日，“巴蜀福地·水韵潼
南”元福里杯龙舟赛将在潼南涪江大佛寺段
水域举行，届时16支龙舟队将上演精彩赛事。

本次文化旅游节以“忆端午，到潼南”为主
题，旨在推动文化和旅游供给侧结构改革，激发
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期间还将举办汉服文化
大赛、涪江之滨大型文艺汇演等文化活动。

27日到28日洪水要涨到南滨路？

重庆市水利局：谣言
这两天，重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全

市多个区县的河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应
急防汛工作刻不容缓。

不过，在此轮涨水过程中也滋生了一
些传言，引起了不少市民的关注。6月26
日晚，有网友在网上贴出了一则通知，该通
知称6月26日夜间至6月28日期间洪峰
会过境，洪峰过境时预判长江水位会上涨
齐平南滨路。为了避免造成损失，停车库
将不得停车，请车主及时转移车辆，并相互
转告。

贴出通知的网友表示，“龙门浩老街底
层的商家正在匆忙打点，关门闭户中……”

那么，此次涨水是否会淹至南滨路
吗？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与重庆市水
利局取得了联系。相关工作人员表示，26
日8时至27日14时，长江上游金沙江、岷
江、沱江、嘉陵江、长江上游干流有中到大
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乌江有小到中雨，
局地大雨或暴雨。

市水利局介绍，根据目前降雨和上
游来水分析，预计重庆市主城长江段28
日下午将出现涨幅 3.5-4.5m 的小幅涨
水过程。同时，嘉陵江、乌江将有一次小
幅涨水过程，3条江最高水位均远低于
警戒水位。请广大市民不要听信谣言，
勿需恐慌。

当前，重庆市其他区域降雨仍在持续，
部分中小河流正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
提醒有关区县和沿河居民高度重视雨水情
变化，主动防范，确保安全。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梓涵

在这个激情夏季，一波“锦鲤”鸿运刚刚点
燃精彩生活,体彩即开新票“一蹴而就”“全民
运动”又携双重好礼重磅来袭。6月28日起，

“双重好礼 一蹴而就”活动将在全国各地体彩
实体店隆重开启，百万头奖、千元电商卡、5G
手机、智能手表众多好礼等你来赢，惊喜多多，
快乐不断！

奖上奖+扫码抽奖！
双重好礼快乐翻倍

“千元电商卡属于你！”“扫码抽奖好礼不
停！”本次“双重好礼 一蹴而就”活动让广大购彩
者在刮体彩即开票同时快乐翻倍。

第一重好礼将从6月 28日至7月 31日进
行，只要走进体彩实体店，购买任意面值“一蹴而
就”主题即开票，如果单张彩票刮中1000元奖
级，不仅可以获得1000元奖金，还可获赠面值
1000元电商卡1张，奖品共计3100张，如7月31
日23:59:59前奖品派送完，则活动结束。

第二重好礼将从7月6日开始，只要走进体
彩实体店，购买任意面值的“一蹴而就”或“全民
运动”主题即开票，通过“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
程序“点亮健康中国”活动页面，按提示扫描票面
保安区二维码，即可获得1次扫码抽奖机会，5G
手机、智能手表、电商卡等多种好礼等你来拿。

双重好礼，奖上加奖，欢乐不停！6月28日
起，走进体彩实体店，刮“一蹴而就”“全民运动”
即开票，赢双重好礼，点燃激情盛夏。

刮一刮！精美票面注活力
“热爱运动,就是热爱人生！”本次“一蹴而

就”“全民运动”即开票以“体育”为主题，票面以
“运动项目、运动状态”为主要呈现元素，极具动
感活力特色，在引导人们热爱运动，倡导健康生
活理念的同时，也给匆忙奔波、快节奏的生活带
来一抹激情四射、燃动夏日的活力与快乐。

“拼搏！成就梦想。”这是足球精神，也是体
育彩票所倡导的健康、进取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本次“一蹴而就”即开票以“足球”为设计元素，体
现了足球比赛中“一球制胜”后巅峰时刻的刺激，
而且玩法极致简单，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金额
标志，即中得该金额奖金，可以称得上是史上“最
干脆的即开票”！

本次上新的“一蹴而就”系列即开票共包含5
元和20元两种面值，头奖分别为20万元和100

万元。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上市的5元面值体彩
即开票头奖多为10万元，此次5元面值的“一蹴
而就”头奖高达20万元。

“全民运动，健康中国！”本次“全民运动”即
开票，面值5元，票面由“拔山扛鼎、健步如飞、浪
里白条、挥洒自如”四种时尚运动状态组成，增强
了票面的生动性和趣味性。

即买即开即兑，方便好玩！这个夏天，走进
体彩实体店，刮一张精美动感的“一蹴而就”或

“全民运动”，唤醒全身的运动细胞，奔向健康，一
蹴而就。

动一动！为健康中国助力
生命在于运动！当下，健身已成为一种大众

生活习惯。
从头发花白的老年人，到体格强健的中年

人，再到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在充分享受着
体彩公益金捐建的健身器材带来的快乐，而家门
口的活动更是为大家增添了生活的幸福感与满
足感。

目前，体彩开展的“点亮健康中国”活动，赋
能体彩实体店，设置“运动角”，是创新也是挑战，
更是一场家门口的全民健身活动。徒手操、跳
绳、踢毽子、掷飞镖、转呼啦圈……全国各地的运
动爱好者不断走进体彩实体店，进行运动打卡，
点亮所在城市，点亮健康中国。

刮“一蹴而就”“全民运动”，赢取双重好礼，
遇见双重惊喜！本次“双重好礼 一蹴而就”活动
也是为健康中国增色添彩。还在等什么？赶紧
走进体彩实体店吧！

燃爆！体彩“双重好礼一蹴而就”
开启激情一夏

6月 27日，渝北龙兴镇宝运路遇暴雨涨
水，有一位市民驾车出行后被洪水围困，只能坐
在自家车顶躲避，请求消防救援。

据轿车司机回忆，这是他平日里经常出行
的一条道路，当天遇到降暴雨，他对道路上的积
水深估计错误，以为可以给脚油就开过去了，不
料车子刚刚开进水中就熄火无法启动了，接着
水越积越深，淹没了车身，才酿成了被水围困的
悲剧。

消防人员拿着一根木棍在前试探着脚下的
路，缓慢来到被困人员身边后，指引被困人员爬
到他到背上，并慢慢背着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消防人员提醒，雨天行车切莫麻痹大意。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通讯
员 刘依 赵培阳

6月 27日，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发布消
息，据监测，6月26日8时至6月27日8时，重
庆市西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中部
和东南部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东北部基
本无降雨。

潼南、铜梁、合川、北碚、大足、永川、荣
昌、璧山、沙坪坝、九龙坡、巴南、渝北、长寿、
江津、綦江、秀山、酉阳等17个区县出现暴
雨，其中铜梁、大足、永川、荣昌、江津等5个
区县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永川
仙龙镇张家乡安民村，为185.0毫米。

受降雨影响，27日8时，江津驴子溪永兴
站超保证水位0.74米，笋溪河蔡家站超警戒
水位1.29米，塘河塘河站超警戒水位1.35米，
目前三站水位仍在缓慢上涨；江津鹅公溪、永
川临江河、铜梁小安溪等24条次中小河流出
现 1—6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未超警戒水

位。
重庆市气象台预计，27 日降雨将集中

在偏南地区，雨量依然是普遍中到大雨，局
地暴雨，偏北地区则将逐步转为阴天；28
日，偏南地区仍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将再

度达到大到暴雨，偏北地区则是阴天到多
云。随着明后天雨势逐步减弱，气温也将
逐日上升，预计后天全市最高气温将再度
达到36℃。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梓涵 钱也

以为水不深，
给脚油就开过去了，结果……

消防人员提醒，雨天行车切莫麻痹大意

全市17个区县出现暴雨

渝北暴雨后，一市民被困自家车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