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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长江北岸线贯通工程-
大滨路葛老溪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我公司已组织相关单位编制完成《主城区“两江四岸”
治理提升长江北岸线贯通工程-大滨路葛老溪段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现依法进行公示。一、《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
链接及查询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稿》全
文可在http://www.eiafans.com/查阅；可同时向
环评单位联系并查阅纸质报告书。二、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或
其他组织，以及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民、法人或其他
组织。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
eiafans.com/。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
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反馈与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
提供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联系人：刘工，联系电话：
023- 68484316，邮 箱 JianMei.A.Liu@cisdi.com.
cn，通讯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双钢路1号。五、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年7月19日~7月30日。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长江北岸线贯通工程-
大滨路渔鳅浩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我公司已组织相关单位编制完成《主城区“两江四岸”
治理提升长江北岸线贯通工程-大滨路渔鳅浩段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现依法进行公示。一、《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
链接及查询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稿》全
文可在http://www.eiafans.com/查阅；可同时向
环评单位联系并查阅纸质报告书。二、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或
其他组织，以及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民、法人或其他
组织。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www.
eiafans.com/。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
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反馈与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
提供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联系人：刘工，联系电话：
023-68484316，邮箱JianMei.A.Liu@cisdi.com.cn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双钢路1号。五、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年7月19日~7月30日。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人蒋为哲遗失重庆奥园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编号
为8400799的装修押金收据，金额5000元，现声明作废◆梅业卿遗失军人保障卡，证号：815001180125146878；
遗失士官证；证号：士字第08031795317，声明作废◆重庆瑞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50038270255
79）、财务专用章（编号5003827025580），各一枚，声明作废◆遗失两江新区幺娃子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编号:JY25001120244058，声明作废。◆江北区易捷食品经营部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编号JY15001050023335声明作废◆不慎遗失重庆怡轩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收据壹本（一
式三联）20份（编号：1006161-1006180）声明作废。◆遗失陈宏清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JY25001041009887作废◆遗失朱先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JY25001040069937作废◆北京股天下资讯有限公司遗失位于重庆恒大香山华府一期高
层9号楼1804号房收据客户联一张，金额438963元，声明作废◆遗失袁俊雨（父亲：袁林，母亲：余源源）的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034547，声明作废◆沙坪坝区仟雅五金建材经营部遗失2021.7.2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ABU3TH07作废◆遗失重庆回客物流有限公司财务章编号5001087063328作废◆遗失重庆引路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壹枚，编号：500112700719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捷利康健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2017.8.23核发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RTNJ1Q声明作废◆遗失苟飞保险执业证00000550011280002021000755作废

送达公告
眭天珍：

我委已向你作出《关于责令退
回保障性补偿费用的决定》（渝中住
建征发〔2021〕13号），并载明了你
应当退还的保障性补偿费用数额及
退还方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你
可至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
委员会房屋征收科（地址：李子坝正
街99号江山华庭负二楼）领取。该
决定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该决定，你可以自送达之
日起60日内，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
政府或者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送达
之日起6个月内向重庆市渝中区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2021年7月22日

拟中标结果公示:(公示期:2021年7月21
日至2021年7月23日)项目名称:梨树湾
新厂专用维保设备采购项目;比选人:重庆
西 部 公 共 交 通 有 限 公 司; 联 系 电 话
13368229918;代理机构:国信招标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023-67644276。
第一中选候选人:重庆树辰商贸有限公司;
第二中选候选人:重庆中普物资有限公司;
第三中选候选人:重庆颖宇商贸有限公
司。拟中标人:重庆树辰商贸有限公司，
中标金额:1029695.00 元。投诉受理部
门:监审室,联系电话023-65314473

遗失声明：重庆市长寿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遗失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两套
（票 号 ：（2017）NO:001418280,
（2017）NO:001425213），声明作废。

两江新区志琼便利店遗2020年7
月9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000MA611HNP17，声明作废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关于“长安福特CD764和
C519-2022CY-PT-ICA乘用车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评公示：1、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http://www.cqyb.cn/forum.
php?mod=viewthread&tid=106041&pid=458713
&page=1&extra=#pid458713。2、查阅纸质报告联
系电话：023-68725205。3、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http://www.cqyb.cn/forum.php?mod=viewthread
&tid=106041&pid=458713&page=1&extra=#pid
458713。4、公众意见反馈电话：023-68725205。

减资公告：重庆紫翔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5681465136M）股东大会于2021年 7
月20日审议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591万元减少
到1585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债权人有权到本公司办理债权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麦高广告有限公司遗失于2020年4月
27日开具的重庆弹子石万象汇2020年年度
推广活动策划执行招标/履约保证金收据（收
据编号：0001106金额30000元）特此声明。

施工公告
桥梁检测公告，定于2021年 7月 23日
00:00-05:00对江北区北滨一路北岸江
山路口至兴竹路路口段实施临时封闭，进
行桥梁荷载试验，请过往车辆绕行。

贺亿浪遗失重庆巴南万达公司开具的发
票 两 张 ，发 票 号 53416547，金 额 ：
35217.39，开票日期:2019 年 11 月 19
日；发票号：41435892，金额：73369.56，
开票日期:2020年6月12日，声明作废。

熊洋（身份证号：510922199012290315）
遗失华润二十四城三期万象里-1-20号的
收据1张，收据编号：571907707310202,
记载金额：44435.79元，声明遗失。

证书遗失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街道就业服务管理站事业单
位法人（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3K36074867A，
法定代表人:贾辛鸿，住所：重庆市渝中区五一路
159号），因法人证书正本遗失，现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解放碑街道办事处
2021年7月21日

债权转让告知函：翁昌勇、朱前艳、宋登全、邱雪、赖洪、李长清、牟孝华、罗克、王赵云、刘利春、白立、赵
秉书、胡碚焱、彭之国、刘道容、王元庆、徐璐、胡士伟、古小会、蔡锷、邓海霞、肖嵩、施永、黄玮、方林、谢
乐碧、肖世刚、肖世刚、谢乐碧、任祥情、周玲、曾义明、赖洪、刘作兵、肖霞、张跃兵、杨洪秋、郭帮云、向世
贵、夏远籍、曾刚凤、黄永荣、熊强胜、彭渊明、黄大菊、李山、王待洪、鲁登祥、张敏、胡维春、陈德祥、王友
利、李伟、周晓庆、刘仁枭、肖熙兵、卢林、田明、魏成中、余春红、程磊、冯蕾、陈伟、曹攀、丁昭旭、杜咸飞、
廖小梅、杜明强、戴建红、代运红、傅宗菊、冯海平、王艳平、顾伯龙、田海英、苟水生、王菊、何平、罗波：根
据2015江法民初字第07107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909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836号2015江法民
初字第09857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904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848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879
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886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856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855号2015江法民
初字第07136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898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846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907
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891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882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849号2015江法民
初字第09899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877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837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850
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875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823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853号2015江法民
初字第09828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878号2016渝0105民初3100号2016渝0105民初3138号
2016渝 0105民初3104号 2016渝 0105民初3119号 2016渝 0105民初3120号 2016渝 0105民初
3140号2016渝0105民初3128号2016渝0105民初3146号2016渝0105民3132号2016渝0105民
初3112号2016渝0105民初3117号2016渝0105民初3142号2016渝0105民初7599号2015江法
民初字第07130号 2015江法民初字第08018号 2015江法民初字第07158号 2015江法民初字第
07153号2016渝0105民初3108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5859号2016渝0105民初3133号2015江法
民初字第00758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7162号2016渝0105民初3109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7138
号贵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对重庆市良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还款义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良驹机
电设备有限公司与周毛女（身份证号：34282719570305634X）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2021年7月5日周
毛女（身份证号：34282719570305634X）与达福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周毛
女已将上述生效文书项下所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依据上述法律文书计算），罚息，复利，违
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因贵方违约而造成的其他费用损失。）转让予达福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烦请债务人、担保人向达福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履行债务、担保义务和其他义务。特此函告！

协信天骄城小区首届业委会及监委会投票选举公告
协信天骄城小区业主:小区首届业委会及监委
会投票选举工作将于2021年7月25日9:00开
始至2021年7月31日12:00结束。请在此期
间未在小区居住和因各种原因联系不上，通知
无法送达的业主，看到本公告后及时与业委会
筹备组联系参与选举。联系电话:13452079657

协信天骄城小区业委会筹备组 2021.07.22

公开比选公告
重庆西部公交将对营运车辆座头套清洗及安
装项目进行公开比选。请有意参加公开比选
的响应单位，带上有效营业执照与经营许可
证复印件，于2021年7月22日至7月26日
下午16点前，到渝中区虎踞路（总部城）56号
1号楼1209室咨询和领取公开比选文件。

联系人：彭老师 联系电话：65312384

张淑芳遗失位于重庆市璧山恒大黛山华庭项
目认筹书客户联一份，编号为CQHDDSHT00
02307金额20000元（贰万元）整，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万津经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504273643P）股东会决定，
现将注册资本从800万元整减至200万元整。根
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璧山区顺合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595177998E）股东会
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880万元整减至10万元整。
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韦勇遗失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
限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开具的违
法责任金自编号：950106，收据号：
0033143，金额3000元，声明作废。

通知
重庆渝中建筑工程公司职工杜倩

（50010519880127****）本单位与你联
系多次未联系上，请你在登报之日起15
日内回公司解决有关事宜，逾期按公司
规章制度与你解除劳动关系，特此通知。

2021年7月22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依据戴鑫玲（“转让方”）与重庆禄祺甘企业

清算服务有限公司（“受让方”）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戴鑫玲将对王光萍依据（2020）渝
0103民初23825号民事调解书享有的债权和抵
押权等全部权利转让给重庆禄祺甘企业清算服
务有限公司，现特公告通知王光萍。重庆禄祺
甘企业清算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和抵押
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王光萍自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受让方履行还本付息义务。特此公告。

戴鑫玲 重庆禄祺甘企业清算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982271035

认尸公告
2021年7月19日在江津区石蟆镇
羊石社区长江水域发现一具男尸，
尸长1.65米，约30岁，穿深色长裤、
白色板鞋，请知情人与长江航运公
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重庆市客运索道有限公司2021年山东地区
（济南、烟台、青岛）营销推广服务外包比选公告
重庆市客运索道有限公司2021年山东地区（济南、烟
台、青岛）营销推广外包项目已具备比选条件，现对该
项目进行公开比选，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竞标人参与
竞标。请登录中国招标与采购网（www.zbytb.
com）、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了解比
选公告详情。联系人：陈文玲 15803012215

重庆锡宝殡仪科技有限公司减资公告:经重庆锡宝殡仪科技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7980359738）股东会研究
决定，现将原注册资本由800万美元减少至400万美元，根据《公
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人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持有效
证件来公司办理相关法律手续，特此公告。2021年7月22日

遗失广州富力地产（重庆）有限公司段倩
购买的重庆富力院士廷-3A-A11#-1单
元 - 1801 单 元 首 付 款 收 据 ，编 号
9012195，金额267382元；契税收据，编
号0109190，金额12333元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兴祥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MAABP3TY2A）
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原2000万元减少
为480万元。请本公司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45
日内，到本公司办理有关手续。特此公告。

债权转让通知书
熊婷婷：本人于2021年7月20日与债权受让
人重庆渝法拍卖有限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
议，将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
决书（（2019）渝0113民初20247号）的全部
债权转让给了重庆渝法拍卖有限公司，请你
向该公司履行该生效判决的全部义务，现通
过报刊向你公告债权转让事宜，特此通知！

通知人：喻朝模 2021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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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市渝中区人民防空办
公室开具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票号NO.000364789声明作废◆声明：彭宗跃遗失重庆晓风印月项目19-2-10-1契税
收据，票据编号：13631069金额为58015元，声明作废。◆渝北区明瑞零食铺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15001120001781声明作废◆遗失声明:九龙坡区文良荣服饰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5UN5BK6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刘宏警官证，警官证
号301140，有效期2020.11.29-2022.02.02声明作废。◆重庆市渝中区环昊图文设计事务所未经公安机关备
案自行刻制的公章（编号200306173000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八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发票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226303519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房小苗房产经纪有限
公司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周勇遗失渝DR089挂道路运输证，证号500227019
372作废、遗失道路运输证，证号500227019373作废◆遗失重庆彤易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35003560019039（2-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亿东水产经营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三峡广场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15838302作废

一体悬挂式点焊机10套拍卖公告
受托我司于2021年8月10日10：00时在中拍

平台（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一
体悬挂式点焊机10套进行整体拍卖，现存放于重庆
市渝北区。竞买人应在2021年8月9日17:00时前
联系我司办理竞买手续并缴纳保证金，逾期不予办
理。自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8月9日12：00时前在
标的存放地展示。详情咨询：张18580117157

重庆中润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2日

公 告
本公司（重庆诺亚投资有限公司）于2021年7月8

日收到上海诺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诉函，就相关事
宜本公司已与对方达成协商。本公司因此声明如下：

1、就孙支斌及其招聘的合伙人利用本公司名义对外
宣传及开展业务的事实，从2021年7月9日起，本公司一律
不予支持。之前造成的不良影响尽快消除。即日起，禁止再
用任何形式用重庆诺亚投资有限公司或诺亚资本的名义对
外宣传及开展任何业务，造成的后果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为消除侵权误解，本公司暂定用重庆鑫亚投资
有限公司的名称替代重庆诺亚投资公司的名称。最终
以工商核定为准。特此声明。

重庆诺亚投资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经重庆康发运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585710322D）股
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减少至
3万元。请本公司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45
日内，到本公司办理有关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市荣昌区长春花圃公章编号5002263020676声明作废◆李廷元（510222193810176917）遗失重庆市巴南区石龙
镇中伦村柿子坪社林权证，证号：17090400751，声明作废

车站安装座椅，亲民意暖人心
本报讯 （通讯员 邵丹）“我们老年人腿脚不好，现

在座椅安装好了，这下终于不用站起等车了。”近日，大渡
口区人大代表王东梅在听民心、解民忧入户走访过程中，
了解到高龄老人在诗情广场等车时久站后腿脚痛，急需在
车站安装一些座椅，以便缓解等车的不适。经多方协调，
相关部门在诗情广场车站安装了2把座椅，切实改善辖区
居民的生活居住出行环境。

据重庆日报消息 7月21日，市委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会议。市委
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敏尔
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二十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问题
导向，强化底线思维，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
工作纳入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统筹考虑和谋
划，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在
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唐良智，市委副书记、市委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吴存荣，市委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有关市领导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精神，研究深化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审议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
督的决定。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把握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要求，保持战略
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增强全局意识，强化
底线思维，掌握科学方法，找准工作的切入
点和突破口，积极探索融入新发展格局的
有效路径。深刻领会把握实现种业科技自
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的重要要求，做好资
源普查收集、鉴定评价工作，加强科技攻关
和知识产权保护，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
板、强优势，打牢种业发展基础。深刻领会
把握以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自由贸易试验
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要求，持续开展首创
性、差异化改革探索，加强改革创新系统集
成，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统筹开放和安
全，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会议强调，近年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自觉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
摆在压倒性位置，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好转。要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面深化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
富的有机统一。要聚焦筑牢长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抓改革，树牢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
共同体理念，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加快建立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要聚焦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抓
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
构、用地结构调整，深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试点，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扎实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聚焦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生态环境保护抓改革，善于用改革
的思维和方法破解跨界污染协同治理难题，
持续完善生态环境共建共保机制、跨界污染
联防联治机制、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等。要聚焦提高城乡生活品质抓改革，深入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倡
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要聚焦提升生
态环境治理能力抓改革，深化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执法改革，加强大数据智能化技术运

用，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健全生态环保全民
行动体系。

会议强调，加强人大对国有资产监督
工作，是党中央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一项
基础性制度安排。要严格对标对表中央部
署要求，做到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促进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提高
国有经济竞争力。要把握监督方式方法，
围绕重点领域，加强人大监督与纪检监察
监督、巡视巡察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
等统筹衔接，全面提高监督效能。

会议审议了我市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措施、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若干措施、深
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实施意
见，报告了上半年市级重点改革项目进展、
区县全面深化改革督察问效、市委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精神贯彻落实
情况等。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有关专项小
组、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

正值盛夏，不少市民选择到周边避暑。重庆有哪些
避暑好去处？昨天，重庆市林业局对外合作与生态产业
发展处向市民推荐了一些凉爽的森林康养基地，包括：石
柱县国家森林康养基地、仙女山国家森林康养基地、茶山
竹海森林康养基地、彩色森林国家森林康养基地、江津区
四面山森林康养基地。

据介绍，重庆森林面积已达到6494万亩，依托这些
生态资源，正加快建设森林公园和森林康养基地。

目前，重庆已建成市级以上森林公园（生态公园）85
处、自然保护区21处、湿地公园26处、森林人家3750多
家。其中，“大巴山森林人家”“黄水森林人家”“桃源人
家”等品牌颇具引领力。

创建全国各类森林康养养生体验基地31家，其中国
家部委命名的森林康养基地4家。2020年，全市生态旅
游康养人数超过1.2亿人次，生态旅游和森林康养综合收
入超过350亿元。

“重庆发展森林旅游和森林康养的条件得天独厚，我们
在挖掘森林资源时，十分注重挖掘和培育森林生态文化，并
强化森林旅游和森林康养灵魂，打造森林旅游康养特色品
牌。”重庆市林业局对外合作与生态产业发展处处长高树坤
介绍，根据森林旅游资源及地方人文特色，武隆、江津、巫
山、南川、城口、巫溪创建了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区县。

下一步，重庆将继续推动创建一批森林康养基地，引
导相关区县依托森林、湿地、草地生态系统及其自然生态
村落、古树名木、特色产业基地等资源禀赋，深入挖掘当
地生态文化及历史文脉资源。

并以森林康养基地、绿色示范村、森林人家等创建为
契机，持续强化森林康养产业载体建设，建立森林养生、
森林养老、自然教育等丰富类型的森林康养产品体系，引
导森林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5年，重庆将新发展
森林人家1000多家。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范圣卿

未来三天以多云为主
局地或有大雨到暴雨
未来10天有阶段性高温，注意防暑健脾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 实习生
陈柔潼）7月21日，“三伏天”迈入“中伏”。实况监测显示，
昨日白天（7时-15时），重庆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局部
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上，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
33℃，最热巫溪达到了37℃。

昨日，市气象台发布消息，受高压环流影响，预计未来
10天我市以晴热天气为主，有阶段性高温，大部地区日最
高气温35～38℃，午后到夜间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地
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

专家提醒：中伏时节气温偏高，暑湿之气乘虚而入，应
注重健脾防暑，饮食宜清淡，可适当喝些绿豆粥，还应多吃
维生素含量高的蔬果。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22日白天：各地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间有分散阵雨或

雷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气温22～36℃。中心城区多云有
阵雨，气温26～36℃。

22日夜间到23日白天：各地多云，西部及东北部偏北
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气温21～37℃。中心城区多云有
阵雨，气温27～36℃。

23日夜间到24日白天：西部偏西及东北部偏北地区
多云有分散阵雨，其余地区多云到晴。气温21～37℃。中
心城区晴间多云，气温27～36℃。

夏天避暑，重庆人去哪儿？
市林业局推荐5大森林康养基地

重庆将新发展森林人家1000多家，为市民避暑休闲提供更多好去处

仙女山国家森林康养基地 江津区四面山森林康养基地

陈敏尔主持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强调

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在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

唐良智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