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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成了“广告机”
老人最“受伤”

“现在使用手机App，打开后先等待开屏
广告已经习以为常。”济南市民王云龙说，不
管换再好的手机，App的打开速度都不会很
快，因为总要先看上几秒的广告。

记者测试了多款手机App，发现多数有
开屏广告。时间长短不一，有的时长为3秒，
有的为5秒，最长的为9秒。“着急的情况下，
几秒钟都觉得格外漫长。”很多网民吐槽。

不少用户反映，在一些App的开屏广告
中还存在各种网贷平台、博彩平台的广告，不
小心点击后就会跳转到注册页面。有的页面
连关闭按钮都没有，必须清理手机后台，彻底
关闭App才能退出。

此外，更让用户难以接受的是，虽然大多
数手机App的开屏广告页面有跳过按钮，点
击后即可跳过广告。但在App的设置页面
内，并没有可以取消开屏广告的选项，这意味
着使用者没有办法彻底关闭开屏广告。

开屏广告对老年人造成的困扰尤其明
显。由于视力老化、手机操作不熟练等原因，
一些老人在打开手机App后，往往会无意中
点击开屏广告，导致跳转到其他网页中，或下
载了某款软件。烟台市民黄晓月说，母亲的
手机中经常出现一些从没见过的App，不少
都是误点击开屏广告后下载的。

“父母60多岁了，有时只要误点了广告，
手机就会自动下载安装各种App。时间久
了，爸妈的手机都成了‘广告机’。”黄晓月无
奈地说。

“花式”伪装套路用户
窃取用户隐私“没商量”

记者发现，一些App还能够抓取手机用
户在其他App或网页中的搜索和浏览数据，
实现开屏广告的“精准”推送。

记者使用手机进行测试，在某电商软件
中搜索“冰箱”并浏览一段时间，随后打开另
一款App，就发现开屏广告中出现了关于购
买冰箱的广告推送。

一些手机App为不让用户跳过广告并诱
导其点击广告，使用了不少“花式套路”：

例如，在开屏广告页面，“跳过”按钮设置
在不起眼的右下角，颜色与背景色调一致，使
用小号字体，让用户不易察觉。同时，屏幕正
中央显示一个带有关闭叉号的提示，用户只
要点击叉号，就被“套路”点击了广告。

此外，一些开屏广告还进行伪装，变身成
微信零钱提现、微信红包、手机网络设置、未读
消息、版本更新、无网络服务提示等消息提醒
的模样，诱骗用户点击。有时打开一款App，

如果使用者对这些“提醒”信以为真，按照图片
中的暗示点击跳过或取消，不仅跳不过广告，
还会被“带着”跳转到了其他广告页面上。

记者测试几款App发现，一旦在开屏广
告界面按照广告中的“提示”点击了屏幕，便
会跳转到购物App；如果手机里没有这款
App，系统会自动弹出下载页面，在整个跳转
过程中，使用者想取消都来不及。

还有用户表示，为了让使用者观看广告，
一些手机App在开屏广告出现后并没有“跳
过”按钮，过了2秒后“跳过”按钮才会出现。

业内人士表示，使用“套路”欺骗用户，源
于手机App的利益驱动。由于广告收益与点
击率挂钩，于是各种App千方百计诱导用户
点击。

在一家移动广告技术服务商工作的宋哲
告诉记者，用户看过什么就推送什么，是因为
App获取了读取用户手机存储文件的权限，
属于过度索权行为。

赋予用户选择权
对窃取隐私行为加强监管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去年12月
发布的《App广告消费者权益保护评价报告
（2020）》显示，测试的600款App中58%含
有广告，其中69.7%的广告没有“关闭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周汉华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四条规
定：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
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

他说，《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中也
规定，不得以欺骗方式诱使用户点击广告内
容。部分开屏广告并没有做到确保关闭标志

“显著”，甚至还故意设置陷阱，诱骗用户点击
广告，窃取个人信息，这侵犯了用户的选择权
和网络私人空间。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
究员赵占领表示，手机App内的各类广告没
有提供关闭方式，或者虽提供关闭方式但实
际上关不掉、不好关掉，明显违反相关法律规
定。监管部门应加强对网络广告的监管，加
大处罚力度。

关不掉的手机App广告不仅困扰消费
者，还涉及侵犯个人隐私。北京大成（济南）律
师事务所律师张博文说，手机App开屏广告
难关闭，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
对互联网企业强推开屏广告，窃取用户个人隐
私的行为，消费者可直接向监管部门投诉。

此外，他建议，在电视开机广告的规范方
面，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制定了《智能电视
开机广告服务规范》。互联网主管部门也可
以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对手机App开屏广告
进行统一规范和管理。 据新华社

公告
重庆聚茗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请贵司于2021年6月15日前，
按照相关合同约定与我司办理房屋
交接、物品清场等相关事宜；同时将
工商注册地址迁离原租赁场所，租
赁场所恢复至合同约定的交付时状
态，自行结清贵司所欠付的相关费
用。如贵司仍逾期拒绝办理前述事
项的，我司将聘请第三方机构对租
赁房屋内的所有物品予以处置，由
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贵司承担。

重庆正升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1日

◆遗失重庆谊品弘渝科技有限公司九龙坡区云龙大道分公司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15001071008584声明作废◆声明：张俸岚遗失荣盛华府二期-31号楼-103购房票
据1张，票据编号0001299，金额79753.56元，声明作废。◆重庆市大渡口区泰兰副食店遗失2014年7月30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4200009985声明作废◆庞金全遗失警官证，警号100919声明作废◆遗失渝北区山人烧烤店公章500112721961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博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渝D86743
营运证(证号50010102891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荣昌区盘龙镇中心幼儿园公
章壹枚，编号5002263043582，声明作废。◆遗失黄子瑞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500047740作废◆遗失陈晓红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JY15001170166687作废◆遗失九龙坡区钟妮餐饮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本JY25001071029366作废◆遗失重庆天之星畜牧养殖设备有限公司
公章一枚，编号5002257027885声明作废◆马垒遗失天佑·中央公园城收据两张，票据号
码TY20181441(金额：贰拾万元整)，声明作废◆遗失廖秦飞之女廖玥涵于2014年10月18日在重庆市
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O500313543作废◆遗失傅宇香之子吕浚源于2015年5月21日在重庆市江
津区妇幼保健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P500123551作废◆遗失潼南区渝乐宝母婴用品馆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编号JY15001520066258，声明作废◆王梅遗失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
安全维稳责任金收据，编号0019664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重庆程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编号：500108712306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渝中区食尚餐饮公社因管理不慎导
致公章、财务章各1枚遗失，以上印章自登报之
日起声明作废，使用以上公章、财务章造成任何
损失，本单位概不承担任何责任。特此声明！

渝中区食尚餐饮公社 2021年6月10日
遗失重庆南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用
于涪陵区太极新村职工住房项目二
期土石方边坡工程的农民工工资专
用账户印章，无编号，声明作废

招租公告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直属机关事务中心公开
租赁以下房产：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7号6层面积
267.46平方米办公用房，有意者请于6月18日前联
系我中心，联系人：杨涣宇 联系电话：63158138

龚艳遗失广州奥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茶园分
公司开具的茶园奥园广场负1－8号铺位装修
押金收据8460074（金额5000元）及水电费保
证金收据8460075（金额2000元）声明作废

公告
重庆冠运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编号：5001068276949）从
2021年4月9日起，声明作废。
重庆冠运物流有限公司2021年6月10日

重庆耀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
由500万元减少至10万元。请债权人自
减资公告之日起45日内，持有效证件到公
司办理相关法律手续。2021年6月9日

兹有江津市棉织厂遗失房屋所有
权证，证号为江字21530号，其单
位位于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石坝
街青杠沟临街54号，声明作废

交房公告
尊敬的业主:

中建·御湖壹号项目御园组团已取得《重
庆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具备交房
条件。我司拟于2021年6月17日—2021年6
月19日开始办理交房手续。请已达到接房条
件的业主（已全款缴纳房款业主或按揭银行已
放款业主）或业主授权委托人（需出具业主本人
签字捺印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携带《接房通知
书》原件、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购房合同上买
受人身份证原件及其复印件（正反面6份）、所
有已付房款发票或收据原件、买受人及家人近
期1寸免冠彩色照各2张、银行按揭合同原件
（此项请按揭付款业主准备），前往中建·御湖壹
号御园组团洋房D1（47幢）底商办理房屋交接
手续。咨询电话：023-6896 5666。

恭贺各位业主喜迁新居！特此公告
重庆天成缘江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6月 11日

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公告
程志英：你父亲名下重庆大渡口区制材一村4号
附38号2-1房屋位于大渡口区茄子溪片区旧
城改建项目征收范围，需依法征收。因你和其
他两个权利人与征收部门大渡口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会未能达成一致协议，我府依法作出
渡府征补决字〔2021〕2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补偿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请你
或其他持有效委托书之人到大渡口区茄子溪街
道办事处征收办公室领取文书，逾期视为送达。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68954089
2021年6月10日

重庆市公务车辆拍卖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拍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一批公车
进行公开拍卖（拍卖不含车辆号牌，详见拍卖
清单）展示地点：车辆停放现场。

1、拍卖时间：2021年6月18日9:30，展示
时间：6月16日至6月17日两天（9：00-17：00）。
拍卖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新溉大道103
号中渝·香奈公馆6幢18-办公1本公司拍卖厅。

2、车辆过户手续办理：实行统一办理车辆
过户、转籍及提车一站式服务相关费用（上线
检测、交强险、车船税等）由买受人承担，拍卖
具体规则和注意事项详见《拍卖目录》。

3、成交后，佣金按成交价5%在成交当日
11时前一次性付清，涉及相关费用详见拍卖清
单成交后由买受人承担。

4、部分车辆交强险及年检已过期，拍卖成
交后，买受人须首先办理交强险投保事宜，并
待保险生效后，方可驾驶车辆，车辆移交后，涉
及安全事故、交通违法等由买受人自行负责。

5、竞买保证金：1万元/辆。
从公告之日起在我司查阅资料，竞买须

知、拍卖清单展示现场领取，展示时间接受报
名；报名地点：重庆恒升拍卖有限公司。竞买
人持有效证件按上述规定时间、地点到现场刷
储蓄卡报名，并缴纳300元/个号牌报名资料
费（成交与否此款不退）取得正式竞买资格。

公司网址：www.hs518.com 车辆详情
可扫描本公司公众号，了解更多车辆信息 。

重庆恒升拍卖有限公司
罗先生023-68623128 2021年6月11日

重庆市武隆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仙山明珠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公示
重庆市向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仙山明珠建设项目位于仙女山街道石梁子社区居委（戴斯酒店
旁），建设单位重庆市向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司法拍卖方式取得
该宗地土地使用权，证载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其它商服用地。现重
庆市向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已编制该地块规划设计方案。根据2021
年武隆区规委会第4次会议要求，现对规划设计方案进行公示，公开
征询意见，公示期间为2021年6 月11日至2021年6月17日，公示的
主要内容如下（见附图）：

仙山明珠项目建筑风格方案采用美式风格。具体经济技术经济
指标如下：1.建设用地面积5597.6㎡（合约8.4亩）；2.总建筑面积
8629.12㎡；3.计容建筑面积5979.77㎡；4.容积率1.07；5.建筑密度
28.67%；6.绿地率31.04%；7.高度为13.5米；8.设计户数78户；9.停车
位82个（其中室内78个、室外4个）。

若您单位或个人有意见和建议，请注明身份（单位名称、机构代
码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
和邮寄地址，在2021年6月24日前将书面意见以及证明涉及其利害
关系材料邮寄或直接提交至重庆市武隆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同意调整或自动放弃权利。

重庆市向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期满
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重庆市武隆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书面听
证申请，并提交证明涉及其利害关系的材料，逾期未提出的，视为主
动放弃听证权利。
重庆市武隆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址：重庆市武隆区柏杨路31号
邮编：408500 联系人：代老师 联系电话：023-85619511

重庆市武隆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 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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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墓搬迁通告
（第二次公告）

我司于2000年8月21日与重庆市
土地房屋管理局签订渝地（2000）合字
（璧山）第134号土地出让合同，将原璧
山县璧城镇芋荷村煤厂周边145777.4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出让给我司。

目前地块红线内存在多起私埋坟
墓情况，因项目建设需要，红线范围内的
坟墓需按规定自行搬迁，现通告如下：

一、搬迁范围：璧山区璧泉街道原
芋荷村四、五社，璧泉村二社。

二、搬迁时间：本通告发布之日起
至2021年7月15日前迁移完毕。

以上搬迁范围内的所有坟墓必须
在规定时间内登记并迁移坟墓，逾期不
搬迁者一律作无主坟处理，后果自负。
登记地点：重庆市璧山区温泉路1号招
商中心。特此通告。

重庆金谷（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1日

浮尸辨认通告
长江流域男尸：906#1.6米，约65岁，
全身赤裸；907#1.65米，约50岁，白色
长袖T恤，蓝色牛仔裤，黑面白底运动
鞋；908#1.7米，约30岁，短发，黄色短
袖T恤，白色长袖衬衫，浅色裤子，黑
色运动鞋，戴盾牌形太阳纹项链。
长航公安局重庆分局电话：63770249

编号 地块位置 用途

100

出让面积
(㎡)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29515 ＞0.7
＜1.5

按规划
要求

按规划
要求 442.73

保证金
(万元)

底价
(万元)

出让
年限

50年工业垫江工业园区
澄溪组团内

dj2021-
11-009

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垫规资告〔2021〕30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要求，经垫江县人民政府批准，现对垫江
县澄溪镇控制性详细规划F6-1/02(二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的名称和地址：出让人：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地址：桂阳街道桂西大道南阳内转盘 联系电话: 74684675、74684677、74501155
二、挂牌地块概况

三、竞投者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
四、挂牌期限、地点及竞价方式：凡愿参加竞投者，可于即日起至2021年6月29日下午5时（节假

日除外）到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下载挂牌交易文件和垫江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地产服务中心索取，
定于2021年6月30日上午10时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桂西大道南阳公园机关办公中心2号楼2楼举行
现场竞买揭牌会，本次挂牌采取现场报名方式，有意竞买者在2021年6月30日上午9时前汇入指定的
竞买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账号、户名等信息详见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垫江县）（https://www.
cqggzy.com/ dianjiangweb）“土地交易”栏目，本地块招标（出让）公告页面底端的《本项目投标保证
金指定收取账户信息》。以到银行账上时间为准，否则不予受理报名），并凭银行到账凭据进入揭牌会
场，要求竞买人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委托书、营业执照附本、资质证明书、承诺书、竞
买申请人签署意见的《竞买须知》2份、居民身份证及印鉴，填写竞买申请，经审查合格后方取得竞买资
格。该地块每次增价不得少于5万元人民币，价高者得。

五、其他约定条件（见须知、中国土地市场网和垫江县人民政府网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板块）：竞买者
报名前，需先由垫江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出具符合产业政策的证明材料。竞买者参加竞买时需提交土地
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有支付土地价款的资金的承诺书。

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6月10日

施工公告
地点：G65包茂高速接龙收费站出口超宽道封闭施工。
时间：2021年6月15日8时至6月18日20时。
管制措施：施工期间宽3米（含）以上车辆禁止在接龙收
费站下道，请各位驾乘人员择道行驶，给您带来不便敬
请谅解。重庆通慧网联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0日

公 告
莲花秦家院片区（西侧）项目拟被征收人：

莲花秦家院片区（西侧）旧城区改建（棚户
区改造）项目于2020年3月2日被巴南区人民
政府（巴南府﹝2020﹞7号）确定为征收项目。现
秦家院片区（西侧）（莲花秦家院19号-92号）已
启动，请秦家院西侧（莲花秦家院19号-92号）
征收范围内未被调查登记的拟被征收房屋产权
人及其他合法权利人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及时到
秦家院项目征收现场办公室进行登记确认。
联系人：丁国华 联系电话：61766716
现场办公室地址：重庆市巴南区莲花街3号

（原莲石派出所办证大厅）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莲花街道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6月8日

关于津辉·半山府邸项目3、4号生化池
修改的公告

各利害关系人：
本工程位于江津区滨江新城。该项目按相

关程序已办理工程规划许可。现重庆津辉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对该项目3、4号生化池修
改，我局将于2021年6月13日至2021年6月19
日在江津区人民政府网站（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公示板块）、区规划展览馆及项目所在地对变更情
况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到江津
区人民政府网站、区规划展览馆及项目所在地现
场查看，欢迎相关利害关系人提出宝贵意见。

特此公告
2021年6月11日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邮 编：402260
联 系 人：郑先生 联系电话：47696252

关于江津·锦绣新城二期22#、23#、25#楼
及地下车库局部修改的公告

江津·锦绣新城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该项目位于江津区滨江新城，目前正在申

办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现建设单位重庆鑫
滨港房地产有限公司申请对经依法批准的22#、
23#、25#楼及地下车库进行局部修改。重庆市
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对修改情况进行公
示，公示时间为2021年6月13日-2021年6月
19日，公示地点为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网站
政务公开规划信息板块、江津区规划展览馆、项
目现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到重庆市
江津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规划信息板块、
江津区规划展览馆规划公示栏、项目所在地现
场及查看，欢迎相关利害关系人提出宝贵意见。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邮 编:402260
联 系 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47696915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21年6月11日

公 告
程龙（身份证号：410108********0070）：

你于2009年6月到我单位工作，订立了聘用
合同，工作岗位为演员 。因你2016年11月至今
连续旷工超过15个工作日，根据国务院令第652
号《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人事部《关于在事业
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重庆市事业单位
试行人员聘用制度实施办法》的规定，单位决定解
除与你的聘用合同，合同于2021年6月10日终
止，请于2021年9月9日前来我单位办理人事档
案转移手续，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特此通知。
重庆杂技艺术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6月11日

声 明
重庆康东中西医结合医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345893932R，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
号：PDY10061950010417A30020），法定代
表人由邹锐（身份证号码51021319490712
3719）变 更 为 张 若 晨（身 份 证 号 码
330382199311294033），原法定代表人邹锐
与本司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邹锐产生的任
何债权债务纠纷与本司无关，特此声明。

重庆康东中西医结合医院有限公司

重庆携特斯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遗失2021
年05月28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5MAABR0JJ96，声明作废。
重庆携特斯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
务专用章、法人章（任小强）各一枚，声明作废。

夏启茂遗失重庆市附属第三人民医
院重庆市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及清
单，收据编号（2017）NO：005818441
金额38982.36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市兴云软件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06619192XM）股东决
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
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2021年6月9日

因快递公司失误，造成重庆航天巴山摩托车制造
有限公司海运提单正本一式三份遗失，（1）提单号
为TLISZX2102023，船名为JIANGJIYUN1216，
航次为 2104E，柜号为 MSKU0268534/40HQ，
（2）提单号为TLISZX2103135，船名为HAOHA
NG1002，航次为2104E，柜号为MRSU4052349/
40HQ，（3）提单号为TLISZX2103134，船名为
HAOHANG1002，航 次 为 2104E，柜 号 为
MRSU3298364/40HQ，现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根据债权转让方重庆盛莲商贸有限公司与债权受
让方朱华全（身份证号：51023219710403113X）
签定的债权转让协议，重庆盛莲商贸有限公司将
其享有的重庆贝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项目债权的
生效法律文件所确定的剩余债权（除去2020年8
月在璧山区人民法院已受偿的债权）依法转让给
朱华全。自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签署之日起，朱华
全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力。朱华全特公告与该债
权有关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债
权转让的事实，并请各义务人及/或其法定或者约
定的义务继受人立即向受让方履行还款义务。

公告人：朱华全 2021年6月10日

唐科全遗失重庆阳光城檀府4栋1单元103室购房收
据3份，收据号码：cq0023366，金额30000元，开具日
期2019年 12月 20日；收据号码：cq0023568，金额
157511元，开具日期2019年12月27日；收据号码：
cq0081580金额377603元，开具日期2020年7月20
日；滞纳金收据 1 份，收据号码：cq0081579，金额
9817.68元，开具日期2020年7月20日，声明作废。

遗失九龙坡区穗保食品经营部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
MA5XNQ7P1K、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编号JY25001070238414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西奇莲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305194686B）股
东会研究决议，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
减少到5万元，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到本公
司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特此公告。
重庆西奇莲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1日

武隆区洋河电站环境影响评价登报公示：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的要求，对武隆区
洋河电站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登报公示，内容如下：1、建
设项目名称和概要：（1）项目名称：武隆区洋河电站；（2）
建设性质：改扩建；（3）建设单位：重庆市武隆区赵家乡
洋河水电站；（4）建设地点：武隆区赵家乡岩脚村；（5）
开发流域：郭溪沟流域；（6）建设内容：武隆区洋河电站
为无调节引水式电站，电站装机容量1030kW。主要功
能为发电为主，无其他综合利用功能。主要建筑物有取
水坝、引水系统及发电厂房。电站厂房主要设备有水轮
发电机组成套设备2套；电站尾水排入郭溪沟（山虎关
水库库尾）。改造后洋河电站全厂装机容量为1030kW
（630+400kW），总引用流量为 0.83m3/s，设计水头
148m，多年平均发电量约为216万kw.h，年利用小时
数约为2098h。（7）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劳动定员3
人，每天3班，每班8h。2、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建设单位
名称：重庆市武隆区赵家乡洋河水电站；联系人：金女
士；电话：13709477899；联系地址：武隆区赵家乡岩脚
村。3、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
价单位：重庆泓泰和正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
安工；电话：023-62767096；E-mail：656202466@qq.
com；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中渝都会首站3幢707。
4、征求意见稿查询：链接：https://pan.baidu.com/
s/1XEz65I2G5gI-a-CgubAJ7g提取码：34hv。

张廷松02000050011380020181000873
秦中学02000050011380002015001809
胡 颖02000050011380020171000417
刘 静02000050011380002016001440
杨 禄02000050011380002011004826
彭 惠02000050011380002015003808
王 瑞02000050011380020160600158
万德鑫02000050011380020170701003
邓 琴02000050011380002013001346
高 亮02000050011380002015001825
封玲莉02000050011380020160703305
徐万应02000050011380002012000343

张 栩02000050011380002011005886
王家政02000050011380002012000191
王 冲02000050011380002011003421
李 巧02000050011380020170600363
赵 波02000050011380020170701191
蓝国亮02000050011380020171201418
彭小玲02000050011380020170705893
蓝 阳02000050011380020170700547
董 静02000050011380020170705885
张 谦02000050011380020170400984
冉恒飞02000050011380020180900885
游 佳02000050011380002012001723
周小均02000050011380002014002596

令狐克梅02000050011380020170101780
周 凡02000050011380020161000430
袁 成02000050011380020170704069
李 爽02000050011380020190101875
胡小梅02000050011380020180500075
杨 丹02000050011380020160800102
徐海燕02000050011380020170600568
唐 颖02000050011380020180400470
周 倩02000050011380020171202597
李晗旭02000050011380002015005328
欧 娅02000050011380002014003144
张 杰02000050011380002015000488
兰红玉02000050011380002014002019

遗失以下人员的保险执业证,声明作废：

重庆 证件遗失/票据挂失/环评公示/劳动仲裁/法院公告/招标拍卖/ 各类
各地 注销减资/公告声明/题花广告/出售转让/商业广告…… 登报

刊登
热线

13018333716 15023163856
023-65909440

微信
同号

减资公告：经佳联共创（重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600LPT1R）股东会决议，公司
注册资本由83000万元减至2000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请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办理有关手续。特此公告。2021年6月11日

公告：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
计公司”)需进行门禁系统改造，有授权资质的
代理商请到西计公司领取询价书，该公告有效
期截止2021年6月17日上午12:00，联系人
许老师13883060534/王老师13370705691

遗失重庆市壹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22029
营运证号:500222075874、渝D19316营运
证号:500222083098、渝BT9599营运证号:
500222066752，营运证遗失作废

◆杜全云不慎遗失车辆营运证，
证号：5001120469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安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章印章
备案回执单，编号为5002278041079声明作废。◆秦应辉遗失重庆市中医院开具的医疗住院收费票
据，票号0014900392，金额7198.16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壹芯壹运输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14120181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庞能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
用章（编号：500382400519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维华包装印务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5002278002799的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合川区吴丹电脑维修服务部
公章（编号：5003824023560），声明作废◆遗失郑宏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JY15001070083084作废◆遗失巫山县德莱居茶楼公章5002371002708作废◆遗失李斌51022319810521813X余东东5112231982033050
86之子李爱瑜2008年10月8日出生证号码H500440939作废◆遗失爱慕熙（重庆）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5001127229160阎博文私章5001127229163 作废◆遗失胡天秀保险执业证02004750000080020180300776作废◆荣昌区昌元街道景城抄手店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编号JY25001531001801声明作废◆遗失陈小琴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12MA61381B3R作废◆北碚区杨明勇建材经营部公章（编号：
5001097019726）遗失，声明作废！◆遗失彭登发保险执业证00010050000000002020000260作废◆云阳县国银典当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典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编码55101A10010）发证日期2017年5月26日，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极致汽车改装有限公司公章一枚作废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楚雄彝族自治
州应急管理局获悉，目前当地暂未接到人
员伤亡报告，相关情况正在抓紧核实，救
援力量正迅速集结。据双柏县城部分居
民介绍，地震震感强烈，但是持续时间不

长。昆明市也有明显震感。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10日

19时46分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
（北纬24.34度，东经101.91度）发生5.1
级地震，震源深度8千米。

云南双柏发生5.1级地震 县城震感强烈

当前，手机中的各类
App，已成为人们社交、购物
甚至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应

用。但大部分App在启动的第一时
间，使用者并不能直接进入应用主页，
而是会先看到数秒第三方广告，一些
广告还设置各种“套路”诱导使用者点
击，让不少人反感。“新华视点”记者发
现，这类广告不仅无法关闭，在其背后
还存在着窃取用户隐私等问题。

关不掉，
还窃取隐私
谁来管管手机

App开屏广告

测试600款App中58%含有广告

其中69.7%的广告没有“关闭键”

窃取
隐私

关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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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151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1年6月10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15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8 2 6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106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3 3 3 3 0 1 1 0 1 3 3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106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3 3 3 3 0 1 1 0 1 3 3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106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0 3+ 0 2 0 1 0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18 04 06 08 15 16
蓝色球号码

1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21064期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6月10日

01 03 06 09 18 31 33 39 41 42
43 47 53 55 61 62 63 76 77 79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151期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15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8 2 6 9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