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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
者 王乙竹）重庆高考录取工作正在有
序进行。昨天，重庆市教育考试院举行
2021年“阳光高考”系列活动——“走进
录取场”，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市政协
委员、考生代表等走进高考录取场。

大部分考生被前段志愿录取

市教育考试院院长黄腾蛟介绍，今
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跟往年一样分为
普通类、艺术类和体育类，共9个批次。
录取工作从7月10日开始，目前完成了
6个批次的录取工作。目前正在进行的
是普通本科批次的录取，整体工作量已
经完成了一大半，预计8月16日录取工
作全部结束。

从前期完成的录取批次看，本科提
前批B段、体育本科批、艺术本科批A
段基本都是满额投档，就是一次投档全
部完成。从刚投档的普通本科批来看，
满额率达到98%以上，“志愿满意度创
历史新高，今年我们普通类提前批已经
录取考生中，普通类提前批一共设置了
60个志愿，被前20个志愿录取的学生
达到70%，也就是说大部分考生都是被
前段志愿录取，志愿满意度很高。”

录取分计划投档录检秘书四步

重庆的高考录取工作在重庆市教
育考试院内进行，实行全封闭管理，工
作人员需凭工作牌出入。

在录取期间，整个录取工作由计划
组、投档组、录检组、秘书组四个小组完
成。各小组职责明确，任务细化纪律严
明。

计划组，主要负责管理高校招生计
划。高考后，各省高校招生计划按照工
作流程汇总到市教育考试院，工作人员
对每所高校的招生计划逐一核对，同时
还会向各高校推荐重庆的生源，争取增
量计划。

投档组则按照计划组确定的投档
比例进行投档。

录检组是考生被录取前的最后一
道关卡，任何一份退档，录检组都要严
格审查，查看退档理由是否充分，对退
档理由不充分的要求学校复议并纠正。

最后，由秘书组打印、寄送录取名
册。

未来三天多云为主
中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
闻记者 钱也）7月 27日，重庆
中心城区阳光火辣，市民遮阳出
行，但中东部局地出现大雨到暴
雨。

重庆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
天我市多云为主，中东部部分地
区有阵雨，局地可达大雨到暴雨，
并伴有雷暴大风。

专家提醒，预计未来 24小
时，我市大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
条件等级高，须严密防范，林区须
加强火源管理。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27日夜间到28日白天：中

东部地区多云有阵雨，局地大雨
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其余地
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 21～
36℃；中心城区多云有分散阵雨，
气温27～36℃。

28日夜间到29日白天，东
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分散阵雨，
局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
风，其余地区多云到晴，气温
21～38℃；中心城区多云，气温
27～37℃。

29日夜间到30日白天，偏
东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其余地
区多云到晴，气温 21～39℃；中
心 城 区 晴 间 多 云 ，气 温 28～
38℃。

人大代表筑起森林
防火“安全墙”

本报讯 （通讯员 何彦羲）
正值暑热天气，大渡口八桥镇第
五人大小组把党史学习教育同

“我为群众办实事”紧密结合，按
照凤阳村林带分布，人大代表积
极争当森林防火“宣传员”和“安
全员”，切实保护森林资源，为森
林防火筑起一道“安全墙”。

重庆市教育考试院举行2021年“阳光高考”系列活动：走进录取场

每一份录取通知书都要经过四道关

昨天，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公布了本
科批普通类（物理）部分院校招生信息，
其中北京大学理科实验班类（物理组相
关专业）投档最低分达到704分，清华大
学临床医学类（含医学、化生类等）投档
最低分为705分。

根据公布的招生信息表，北京大学
医学部的投档最低分大都在700分左右，
其中基础医学（八年制）700分，临床医学
（八年制）702分，口腔医学（八年制）703
分，口腔医学（五年制）701分，预防医学
（七年制）697分，护理学682分。

其他部分院校医学类专业的分数也
不低。南开大学口腔医学投档最低分
668分，临床医学（5+3一体化）670分；吉
林大学临床医学（一院）654分，临床医学
（5+3一体化（三院）661分，口腔医学649
分；苏州大学临床医学投档最低分644
分，口腔医学648分；北京中医药大学中
西医临床医学（华佗班）投档最低分664
分，中医学（实验班）638分。

各高校的试验班投档最低分都不

低。中国人民大学理科试验班683分，社
会科学试验班（管理学科类）682分；北京
交通大学经济管理试验班投档最低分642
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几个工科试验班投
档最低分都在680分左右，其中工科试验
班类（信息类）680分，工科试验班类（未来
空天领军计划）683分，工科试验班类（航
空H航天类）677分；同济大学工科试验班
（信息类）675分；复旦大学经济管理试验
班693分，工科试验班（新工科本研贯通）
696分。

重庆大学建筑类投档最低分637分，
经济学类634分；西南大学工商管理类投
档最低分609分，思想政治教育620分，重
庆邮电大学数学媒体技术投档最低分
593分，计算机类（计算机与智能科学类）
596分，计算机类（网络安全类）590分；重
庆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投档最
低分573分，土木类559分，交通管理568
分；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学投档最低分617
分，预防医学612分。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林祺

昨天，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公布了本
科批普通类（历史）部分院校招生信息。

北京大学文科试验班类（历史组相
关专业）投档最低分 675 分，北京大学
医学部护理学 661 分；清华大学文科试
验班类（通用基础类）投档最低分 682
分；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类投档最低分
667 分，法学667 分，工商管理类663 分，
财政类 664 分，经济学类 666 分；复旦大
学新闻传播学类（卓越新闻人才计划）
投档最低分 668 分，法学（卓越法律人
才基地）665 分；同济大学人文科学试
验班 637 分；浙江大学社会科学试验班
655 分；厦门大学经济学类 644 分，工商
管理类641分。

师范类专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

类投档最低分 650 分，教育学类 648 分；
东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投档最低分
612 分，思想政治教育 609 分；华东师范
大学哲学投档最低分641分，公共管理类
636分，教育学类637分。

重庆本地院校中，重庆大学经济学
类投档最低分 616 分，外国语言文学类
612 分；重庆邮电大学法学类 575 分；重
庆交通大学物流管理547分，新闻传播学
类 553 分，交通管理 556 分；重庆医科大
学预防医学 589 分，中医学 572 分，针灸
推拿学 555 分；西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
611 分，历史学 610 分，中国语言文学类
610 分；重庆师范大学社会工作 559 分，
小学教育567分，思想政治教育567分。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林祺

考生代表参观高考录取现场的中心
机房。

考生代表走进高考录取场。
上游新闻记者 钱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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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2021本科批普通类（物理）招生信息公布

清华北大投档最低分超700

重庆2021本科批普通类（历史）招生信息公布

师范类专业投档最低分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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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重庆坤忻新能源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编号5001127099440一枚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区静健面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060009503声明作废◆遗失开县又回头副食店（张文全）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500234608285210作废◆重庆祥瑞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不慎损坏
公章一枚，编号:5003817011422，声明作废。◆重庆君豪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H8368
营运证500110022879遗失作废。◆重庆鹤皓建材有限公司璧山分公司遗失2020.5.29核发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60Y32F7A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约卡约汽车有限公司渝AB033U（蓝色）道路
运输证号渝交运管渝字500105016984号，声明作废◆苏州法奥电梯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2017.1.4核发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AA97XF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重庆胜鼎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320
427476J）遗失公章壹枚（编号：500107803055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丰麒食品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51034274，声明作废◆汪琳东遗失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作业叉车司机
（旧）（原N2）证书，档案号170597008，声明作废◆冉剑遗失残疾证51020219740306571052声明作废◆遗失江北区诚意制冷设备经营部公章
一枚，编号5001051051567，声明作废。◆遗失郑立奇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113338作废◆刘祥全（510214195704173439）遗失残疾证，作废

公告
请以下企业见公告后即到重庆市北碚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委员会（重庆市北碚区碚南大道118号办公
楼203室，联系电话：023-68287776）办理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退还事宜，逾期不退者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重庆市北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2021年7月28日
企业名单：河南华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晨昊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重庆钿涌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华立地
产（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金立建筑安装工程公司、重庆两
江水务有限公司、重庆市碚城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重
庆城市建设土地储备整治中心、中农建司、贵州建工第三
建司、重庆市仁流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中太建设公司。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镇山洞苗苗幼儿园（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06563464714L) 研究决定，本幼
儿园拟将注销。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及其有关规定，须登报予以公告，请相关债权人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到本幼儿园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公开催办函
重庆市龙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我公司从2012年
开始与贵公司位于渝北回兴街道高岩一社，房地籍
号YB0030020086000地块开展工作，包括委托设
计院，电力设施安装与施工，工程建设范围内的各
类单位对接工作等，因项目长期停顿，我公司负责
人邱贤伦与原创始人许文勇长期联系，得不到回复
与会面。现特别登报公示，期盼贵公司负责人出
面，将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联系电话13193119447

重庆市蒂森物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7日

重庆一加二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重庆一加二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贵
州一加二科技有限公司于2021年7月15日签订的
《吸收合并协议》，贵州一加二科技有限公司拟吸收
合并重庆一加二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吸收
合并完成后，贵州一加二科技有限公司存续，重庆
一加二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予以注销。重庆
一加二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并前的债权债务
由贵州一加二科技有限公司承继，请相关债权人自
收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可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
凭证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
行使上述权利的，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声明：债权申报登记不表示对所申报债权的确认，
亦不构成对债权效力或诉讼时效中断的确认。
联 系 人：李凯 联系电话：18623358806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大坪英利国际广场5号楼
重庆一加二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5日

遗失荣昌县食品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5002261800075、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荣昌县食品公司联华大厦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2261900168、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荣昌县食品公司供销分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90387429、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荣昌县肉类食品加工厂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90386771、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荣昌县物资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20385086、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荣昌县对外贸易公司夏布厂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20385970、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荣昌县蔬菜水产饮食服务公司莲花街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90387192、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荣昌县工矿区双河贸易商店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2261800355、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荣昌县工矿区双河贸易商店运输段门市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61900665、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荣昌县工矿区双河贸易商店许家沟日杂门市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61900669、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荣昌县工矿区双河贸易商店许家沟副食门市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61900668、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荣昌县工矿区双河贸易商店许家沟工业品门市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61900667、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荣昌县工矿区双河贸易商店十井门市部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61900671、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荣昌县工矿区双河贸易商店九井门市部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61900670、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荣昌县工矿区双河贸易商店八井门市部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61900666、公章一枚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九龙坡区城市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含谷镇大队（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12500107663571680C），
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1年 7月27日起90日内向本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藏典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
号91500112733950855Y）遗失发票专用
章（编号5001127103981）、财务专用章（编
号5001127103980）各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欧塞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遗失高危性项目
体育经营许可证，许可项目（范围）：游泳池，
证号 50010820190044， 许可证有效期：
2019年8月9日-2020年8月8日。声明作废

重庆六福世家珠宝加工有限公司18K黄金电铸饰
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重庆
市六福世家珠宝加工有限公司拟对“《18K黄金电
铸饰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进行全文公示，公众可以通过以下链接查阅公示内
容、环评报告书、公参意见表等信息，网络链接：
http://bbs.fuling.com/thread-2412655-1-1.ht
ml。纸质版报告存放于建设单位办公室，建设单位
联系方式如下：涪陵工业园李渡组团标准化厂区G
栋三楼，联系人：文先生，联系电话：15025688568。

遗失重庆丽妍美容服务有限公司卫生许可证，渝
卫公证字（2020）第500105003416号，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净德美容服务有限公司卫生许可证，渝
卫公证字（2020）第500103002160号，声明作废

招租启事
巴南区李家沱马王坪正街2号商-
11号，面积861.52平方，价格面议。

联系人：刘老师62800202

潼南区来壹串烤吧烧烤吧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证号JY25001520091231，声明作废
潼南区来壹串烤吧烧烤吧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92500223MA611147X8，声明作废

浮尸辨认通告
长江流域女尸919#1.60米，约30岁，上身
黑色长袖、下身黑色内裤，携带项链一条、
手串两串、手镯一个、戒指一枚；男尸920#
1.60米，约15岁，请家属七日内前来认领。
长航公安局重庆分局 电话：63770249

◆经营者李尚真遗失2017年2月7日核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5UBDBK2M声明作废◆遗失王小春之子王梓杰于2017年5月19日在重庆市计生
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043848，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高泽建材经营部发票专用
章一枚，编号5001097051779作废◆遗失九龙坡区隆中祥食品经营部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JY15001070164001作废◆遗失渝北区联顺机械设备租赁服务部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6076GF7D作废◆遗失重庆市荣昌通用机械厂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2261800211、公章一枚作废◆遗失王志海、周凤之女王云朵在重庆市中医院
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500040956，声明作废◆遗失黄代强、罗莉之女黄修雅在重庆市武警总队医
院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377883，声明作废◆遗失渝中区文氏萨莲露美容美体店2019.10.18核发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60KKWL7G,声明作废◆遗失渝北区龙兴镇方寸广告制作部税务登记
证副本，税号510224196909234693声明作废。◆经营者余聪遗失2020年7月2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和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6127GU6R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铜梁区石鱼镇石心幼儿园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5106289373XL声明作废◆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葭街道绸缎街居民任垧臻，
(男，身份证号:500243199208290212)，不慎遗失残疾军
人证，证件号2019L20221092082910794，特此声明作废

托盘堆垛机一台拍卖公告
受托我司于2021年8月13日10：00时在中

拍平台（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
托盘堆垛机一台进行整体拍卖，现存放于重庆市渝
北区。竞买人应在2021年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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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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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重庆市泰香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万
象城L249商铺泰香米收据1张，收据
编号：0145719，记载金额￥：28020.00
元（装修押金），特此声明作废。由此产
生的经济纠纷及其法律后果由我司承
担，与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无关。

遗失声明：任建华遗失中骏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开具的位于江津区双福街道福康路218号
9栋13-2（中骏云景台9栋）房屋购房收据4
张，定金首期，编号：0840513，金额：241484
元；契税，编号：0840515，金额：3949.56元；大
修基金，编号：0840514，金额：7184.40元；契
税，编号：0840388，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关于收养登记证遗失作废的声明
重庆市婚姻收养登记管理中心持有的收养
登记证书 10 份不慎遗失，证号如下：
0000673256、0000673257、0000673258、
0000673259、0000673260、0000673261、
0000673262、0000673263、0000673264、
0000673265。特此声明作废！

重庆市婚姻收养登记管理中心
2021年7月26日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珞璜工业园LH（BT）
-B-14-06、08、09号项目10#地下车库方案修改的公告
重庆亿图实业有限公司、相关利害关系人：

珞璜工业园LH（BT）-B-14-06、08、09号项目
10#地下车库位于珞璜工业园LH（BT）-B-14-08
号地块，东侧邻近园区大道，且毗邻四海广场；北侧
为珞璜小学、珞璜中学；西侧靠近中兴大道；南侧靠
近玉兰大道。建设单位是重庆亿图实业有限公司，
现因部分车位尺寸不能满足规范的要求，申请对项
目经依法审定的10#地下车库设计方案进行修改。

该项目已通过相关程序审查，重庆市江津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2021年7月31日至2021年8
月6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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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现场对修改内容
进行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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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现场查看，欢迎相关利害关系人及
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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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23-47696220
电子邮箱：393522718@qq.com 邮编：402260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21年7月27日

认尸公告
2021年7月26日在巴南区梅家梁码头长江
水域发现一具女尸，尸长1.55米，20-25岁，
穿黑色长裙、白底红条纹内裤，请知情人与
长江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认尸公告
2021年7月27日在长寿区扇沱长江水域发现
一具男尸，尸长1.7米，约50岁，请知情人与长
江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招标公告：重庆广告产业园管理运营有限公司拟进
行2021年广告文案设计服务招标工作；现诚向社会
招标合作单位，有意者请于2021年7月30日17:00
前，将公司简介、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法人身份证
复印件等相关资料投递至邮箱：477152223@qq.
com，届时，发包方会统一将招标比选文件，原路径
回发投标单位。联系电话：18580075265 龚老师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食品城大道18号重庆创意公园
重庆广告产业园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7日

◆重庆军梦园林绿化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5002278031430，声明作废◆遗失黄永龙、彭金花之子黄志玮在重庆市中医院
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32944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聪汇壹婵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财务章
5001127141422，法人章：莫明方，声明作废。◆遗失南川区瑞霖粮油经营部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编号JY15001190044437声明作废。◆重庆市巴南区东温泉镇狮子村卫生室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正本，编码500113563000173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李芮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220483作废◆遗失刘美颖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203380作废◆遗失刘力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203381作废◆重庆三易平面设计有限公司未经公安机关备
案自行刻制的公章（编号：500108256542）、财
务专用章（编号：500108256542）声明作废。

垫江县相明建材经营部遗失2017年
1 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92500231MA5UAUHR9P，声明作废
垫江县相明建材经营部遗失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江支行
普顺分理处开户许可证（账号
2504020120010001304、核 准 号
J669200134420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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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第2021198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1年7月27日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05 21 07 28 11 09
蓝色球号码

0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21084期

01 03 04 08 13 29 31 32 35 39
43 54 55 56 62 65 66 72 78 80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
重庆市开奖公告第2021198期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2108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9 4 2 0+0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19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8 5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19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8 5 7 5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108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0 1 3 1 0 3 3 3 3 3 0 1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108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0 1 3 1 0 3 3 3 3 3 0 1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108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1 2 1 1 1 2 0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7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