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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
届运动会开幕式9月15日20时在西安奥
体中心体育场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
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
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
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
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同步转播。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组委会14日召
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共有12000余名运动
员参加本届全运会决赛阶段赛事，组委会
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狠抓赛风赛纪和
反兴奋剂工作，认真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努力确保举办一届健康、干净、安全的运
动会。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丹介绍，本
届全运会共设54个大项、595个小项，其中
竞技比赛项目设35个大项、410个小项，群
众比赛项目设19个大项、185个小项。

本届全运会既有31个省（区、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火车头体协、煤矿体协、
前卫体协、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
团，也有北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俱
乐部等参赛单位，还有以个人身份参赛的
运动员。

陕西省副省长、十四运会组委会副主
任兼秘书长方光华表示，陕西在筹办工作
中聚焦全民全运、智慧全运、绿色全运、人
文全运、廉洁全运，努力做到全民参与、智
慧赋能、绿色引领、人文底蕴、廉洁办会五
个“突出”。

陕西13个市区承办绝大多数竞技项
目比赛，帆船、皮划艇激流回旋、冲浪、霹雳

舞、击剑、场地自行车等项目被安排在浙
江、山东、四川、海南、江苏、天津、河南7个
省市举办。

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办，大部分东
京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将出现在本届全运会
赛场。本届全运会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举
办的首个国内重大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
北京冬奥会前我国举办的规格和水平最高

的体育赛事。有关部门紧绷疫情防控这根
弦，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针对近期福建省出现的疫情，十四运
会疫情防控专家组认为，此次疫情对十四
运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影响较低。

反兴奋剂工作方面，200余名兴奋剂
检查官参与全运会工作，实施非常严格的
兴奋剂检查。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 王梓涵）重庆市气象台昨天发布消息，
预计9月15日到17日重庆长江沿线及其以
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时部
分地区伴有雷电、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受西南低涡影响，预计9月15日夜间
到17日白天重庆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
其中15日夜间到16日夜间为最强降雨时
段，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地区大雨到暴雨，局
地大暴雨。

过程累计雨量：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地
区40～90毫米，局地150～180毫米；其余
地区10～40毫米，局地50～80毫米；最大
小时雨量50～80毫米。降雨时部分地区
伴有雷电和阵性大风。

重庆市气象局9月14日16时30分发布
暴雨Ⅳ级预警，根据《重庆市防汛抗旱应急预
案》，经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决定于9
月14日18时发布江河洪水、山洪灾害、渍涝
灾害Ⅳ级（蓝色）预警。相关区县、市防指成
员单位要强化值班值守，加强与上游省市的
联动，保持高度警觉，压紧压实各级责任，落
实落细防汛措施，强化水雨情监测和临灾会
商研判，依法适时发布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
应，内防超强点暴，外防过境洪水。

预计雨量预报

15日夜间到16日白天：西部地区中雨
到大雨，偏西地区暴雨（雨量20～50毫米，
局地90毫米以上）。

16日夜间到17日白天：长江沿线及其
以北地区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雨量
30～8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

中心城区：15日夜间到16日白天，中
雨到大雨，气温23～29℃；16日夜间到17
日白天，大雨，气温21～26℃。

预计暴雨灾害风险区

高风险：渝北、北碚、合川、梁平。
较高风险：渝中、江北、沙坪坝、两江新

区、高新区、潼南、大足、铜梁、璧山、荣昌、
綦江、万盛、长寿、丰都、垫江、忠县、梁平、
万州、开州、城口。

有一定风险：大渡口、九龙坡、南岸、
巴南、永川、江津、南川、涪陵、云阳、巫

溪、武隆、彭水、石柱。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14日夜间到15日白天：西部偏西地区
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其余地区多云间
阴天，气温16～35℃；中心城区多云，气温
25～32℃。

15日夜间到16日白天：西部地区中雨
到大雨，偏西地区暴雨，其余地区阴天转
阵雨或分散阵雨，气温 17～30℃；中心城
区中雨，气温24～29℃。

16日夜间到17日白天：长江沿线及其
以北地区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地
区小雨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 17～
28℃；中心城区大雨，气温22～27℃。

十四运会今晚西安开幕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超12000名运动员参赛，共设54个大项、595个小项

时间：15日夜到17日白天，15日夜到16日夜为最强降雨时段 雨带：重庆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地区

重庆发布暴雨IV级预警

G65包茂高速公路大观至接龙段长大下坡综合整治施工公告
为提高路面抗滑性能、局部提高交安设施安全等级、优

化交通设施，降低交通事故安全风险，消除安全隐患。重庆
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南方营运分公司决定对G65包茂高
速公路大观至接龙段长大下坡进行综合整治施工，现将施
工信息公告如下：
施工时间：2021年9月15日至2021年9月29日（全天施工）。
管制路段：G65包茂高速公路进城方向南川互通至接龙互通
（K1645+461-K1612+754）。南川收费站、大观收费站、石龙收
费站往重庆方向匝道管制。
管制方式：半幅封闭，向南两路、南涪路、南万路分流。

建议绕行路线如下：一、1.G65包茂高速往重庆方向的车辆：
进城方向在双河口互通对货车进行强制分流，所有货车经双河
口互通绕南涪高速通行至重庆。至南道高速、南万高速方向货
车可直行。进城方向南川互通强制分流，所有车辆绕行南两高
速、南万高速至重庆。2.G65包茂高速往大观、石龙、接龙的所有
车辆在南川收费站强制下道，经地方道路前往。二、1.S0101三
环高速南万段往重庆方向的所有车辆经綦万高速或南两高速绕
行。2.S0101三环高速南万段往大观、石龙、接龙的所有车辆在
文凤收费站或南川收费站下道，经地方道路前往。三、1.G69银
百高速南道段往重庆方向的所有车辆经大铺子互通强制直行，
绕行南两高速。2.G69银百高速南道段往水江方向的所有车辆
经大铺子互通强制直行，在北固收费站下道调头前往。3.G69银
百高速南道段往南川、大观、石龙、接龙的所有车辆经大铺子互
通强制直行，在北固收费站下道经地方道路前往。

过往车辆通行管制路段时，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按照现场
交通标志标牌的指示行驶，请广大市民理解。

重庆合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动物保健品生产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项目环评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为 ：https://pan.baidu.com/s/1egKNTquiuJM
vECFtN7q_Zw，提取码：6n8l；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建设单位“重庆合盛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办公室（联系电话：张先生，18983131999）可查
阅；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边企业单位及群
众；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填写公众意见表
发送至建设单位联系人邮箱（421659616@qq.
com）或致电建设单位反馈意见；公众提出意见
的起止时间为：2021年9月13日至9月17日。

遗失启事
宋欢（身份证号码510212198203143857）
遗失重庆中建信和嘉琅置业有限公司2018
年 12 月 15 号 开 具 收 款 收 据（编 号
JHC0352），金额565934元，声明作废。

重庆市古德印务有限公司酒瓶花纸印刷扩建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要求，

“酒瓶花纸印刷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形成后，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网
络连接：https://pan.baidu.com/s/1a8A5mhAU6q
NZd1wExUbflQ提取码：661t。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到建设单位办公场所查阅环评报
告。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17725055599 地址：重庆
市合川区北汽银翔前高路33号。（二）征求意见的公众
范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https://pan.baidu.com/
s/1F-VPi7fEEh3HwwQqV1bWxw提取码：6vvu。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电子邮件：47123
5149@qq.com 传真：023-88520456。公众提交意见
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四）公众提出意见的
起止时间：2021年9月13日~2021年9月26日。

◆柒野铭（重庆）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遗失2020年5月1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91500108MA60XBR85U声明作废◆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区泽都副食店的食品经营许可
证，号码JY15001060004084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显明副食经营部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15001090032910及营业执照正本500109600299410作废◆江津区朱杨镇天娇火锅，因更换新公章，
原公章（编号5003817038722）声明作废◆遗失魏雨辰(身份证500107201703311630)重庆市九龙坡区
第一人民医院《医学出生证明》,编号:R50000830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江津区卫片建材经营部公章、财务章缴销证
明，开户许可证正本，号码为J6530029455301，声明作废。◆重庆汇爱中西医结合医院遗失放射诊疗许可证
正本，渝沙卫放证字（2018）第5号，声明作废◆忠县叶子冷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和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2330052129，声明作废。◆佟慧敏遗失重庆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据一张
（金额：￥10,308.8元，编号：0590061），现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敏德钢结构有限公司公
章，印章编号为5003847026849作废◆遗失重庆嘉茂餐饮文化有限公司公
章，财务章印章备案证明原件作废◆遗失毛友兰身份证，号码510225196506256368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重庆新银商务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2585727458P）经股东大会决议决定，将
公司注册资本由6050万元减少为580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2021年9月14日

机电安装工程
专业分包优选

两江大道北延长段二期工程计划
对机电安装专业分包进行公开优
选，内容包括路灯照明、电气暖通
等工程，有效期至9月21日。
请有意者联系刘老师 19942321949

告 示
受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上清寺街道办事处委

托，由重庆中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曾家岩临崖
步道（二期）工程，其中钢结构工程计划于2021年9月
22日至25日进行吊装作业，考虑到过往车辆及人员
安全，到时曾家岩隧道将进行封闭施工，具时由曾家
岩大桥通过曾家岩隧道下行至嘉陵江滨江路的车辆
请绕行南区路通过八一隧道至嘉陵江滨江路，请广大
驾驶员朋友提前选择道路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封闭时间:2021年9月22日23:00至9月23日5:00

2021年9月23日23:00至9月24日5:00
2021年9月24日23:00至9月25日5:00

重庆中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购重庆恒大中央广场车位（15号地下车库负
1层-1066）收据。收据人：耿欢。收据名：重庆
恒大中央广场-车位-15号地下车库-15号地下
车库负1层-1066。收据编号：zygcn0243894，收
据金额：85000元，收据时间：2019.9.30声明作废

公 告
“梧桐悦府”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

“梧桐悦府”项目位于大足区棠香街道红星社区5组，由重庆世德物业有限责任公
司开发建设。由于设计单位对停车位统计失误，导致施工图实际停车位个数较方案少，
为了保证停车位与批准方案一致，现重庆世德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向我局提出申请对“梧
桐悦府”地下停车位布局进行调整。现拟将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21年9
月16日至2021年9月22日，公示地点为“梧桐悦府”项目售房部、小区公示栏、重庆市
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www.dazu.gov.cn/qzfbm/qghzrzyj/）, 请该
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相互转告。

若各位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无重大异议，公示结束后我局将依法按
程序对该调整办理相关规划手续。特此通告

联系人：何老师 联系电话：43394705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9月15日

遗失重庆恩纳瑞节能建材有限公司公章一
枚（编号500107000051906）和财务专用章
一枚（编号500107000051906），声明作废。

闲置备件七批拍卖公告
受托我司于2021年10月12日10：00时在中拍平台
（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闲置备
件七批进行分零拍卖，现存放于浙江省杭州市钱塘
新区。竞买人应在2021年10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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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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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上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
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87180125，声明作废。
自2021年9月10日遗失之日起，凡是利用该枚
合同专用章所引发的一切经济纠纷和法律责任均
与本公司无关。特此声明！2021年9月15日

遗失邹莎之女曾婷，于2010年8月
20日在重庆市开州区白鹤街道卫
生院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5000018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社院学校后勤服务中心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JY25001080092675，声明作废

重庆綦江交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2021
年度柴油供应商服务采购（第二次）招标
我司拟公开招标供应商，欢迎有意向有实力并符
合相关要求的投标人参与投标，各有意向的潜在
投标人请于2021年9月15日-2021年9月17日
到本公司领取招标文件，开标时间见招标公告。
地址：重庆市綦江区通惠街道26号附9号217房
联系人：唐老师 电话：18323110306

遗失荣昌县昌元粮油经营部营业执
照正副本20385165、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荣昌县吴家区粮油食品站营业执
照正副本90386176、公章一枚作废
遗失荣昌县粮油议购议销公司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90387052、公章一枚作废

刊登
热线

13018333716
15023163856
023-65909440

认尸公告
2021年9月13日在长寿区长江大桥长
江水域发现一具男尸，尸长1.6米，约
25岁，穿黑色长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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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在涪陵区三堆子长江
水域发现一具男尸，尸长1.7米，18-40
岁，穿花色平角内裤，请知情人与长江
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遗失声明
遗失2016年01月27日核发的重庆国际开
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62028079377，声明作废

1、遗失重庆朋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D353G1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4011925,声明作废
2、遗失重庆朋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D051V1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4011667,声明作废
3、遗失重庆朋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D6H393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4011574,声明作废
4、遗失重庆朋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D2E937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4011600,声明作废
5、遗失重庆朋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D50U90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4013040,声明作废
6、遗失重庆朋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AH957X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4013644,声明作废
7、遗失重庆朋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A3082R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4013210,声明作废
8、遗失重庆朋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A7281Z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4012997,声明作废
9、遗失重庆朋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D77T13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4013053,声明作废
10、遗失重庆朋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BQT648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4011737,声明作废
11、遗失重庆朋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AD619T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4013956,声明作废
12、遗失重庆朋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D2Z913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4012471,声明作废
13、遗失重庆朋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AJ631Y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4014517,声明作废
14、遗失重庆朋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A7687J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4013737,声明作废
15、遗失重庆朋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AD619T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4013956,声明作废
16、遗失重庆朋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D93M81
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4012470,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公告
重庆中力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阮琦琳、徐鹏、徐红
霞、中京恒瑞重庆商贸有限公司、向建明、何思平、王
江、王明森、文德军、中京恒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本公司已于2021年8月26日与重庆汇友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包括但不限于
（2017）渝0103民初16785号民事判决书及（2020）渝
0103民初18431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所有相关权益，
转让给重庆汇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该公司自《债权
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即成为债权人，请你们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向重庆同惠生实业有限公司清偿债务。
公告人：重庆融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21年9月15日

遗失声明：沙坪坝区好利来学城糕点店遗失增值税普通
发票，代码050002000104号码000027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市渝中区好利来郭敏糕点店遗失增值税普
通发票，代码050001900104发票号6831792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江北区好利来北兴糕点店遗失增值税普通
发票，代码050001900104号码72720586声明作废。
重庆五感好利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幸福广场店遗失增值税普
通发票，代码050001800107号码06441978，07222182作废。
减资公告：经在云端滑翔俱乐部（重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0MA60DCX870）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减至20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1年9月14日

遗失声明：重庆锐思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00000753093424）；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副）本（代码：753093424）声明作废

公开比选公告
重庆西部公交，对《石碾盘库房(原单工宿舍)排
危》进行公开比选，如有意单位请于9月15日-
9月17日上午9时至11时，下午14时至16时
（北京时间）前来重庆市渝中区虎踞路56号1-
1号603室购买比选文件并自带U盘拷取工程
量清单位。联系人：朱先生 电话：65414644

◆遗失重庆市璧山区八塘镇智灯农村综合服务社
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编号5002278062202作废◆重庆豪能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车牌渝
D06411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10075097声明作废；
渝D38792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10093248声明作废◆证件遗失声明：刘懿洲不慎遗失重庆市建
委见证取样证，证号：2004289，声明作废。◆遗失九龙坡区思茶人烟酒茶经营部2021.9.3核发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ABYGD82X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最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1122048590，声明作废◆重庆贝智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057093610），声明作废。◆周阳遗失安徽理工大学学位证书，证号103614201500
4316；毕业证书，证号103611201505003272，声明作废◆夏林，男，身份证511322198709256313遗失中南大学网
络教育本科毕业证编号：105337201705006028，声明作废◆遗失渝中区古早餐饮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JY25001030132698作废◆蒋锐遗失重庆市行政执法证，编号250320030作废◆本人罗丽娟不慎遗失重庆中飞中纽商贸有限公司合同
履约保证金收据一张，收据号8035668特此声明作废。◆遗失帅敏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0919698作废◆遗失重庆匠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087152022）声明作废。◆本人任鹏不慎将大学毕业证遗失毕业证编号：1087012013
06002473，毕业学校为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声明作废。◆遗失吴小琴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0880020181100908作废◆江北区西索甜品店遗失2017年3月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5MA5UFXR15B，声明作废◆石果遗失记者证B5000046600004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凯斯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公章印章备
案回执单（编号：5002278027068），财务专用章印
章备案回执单（编号：500227802706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极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001137105633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区杉林木材经营部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106602125999声明作废◆曹昌荣遗失“重庆华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儿童服装
城库房后四楼21号合同保证金收据壹张，收据号码:
0004735，金额:人民币1000元整。声明此单据作废。◆遗失重庆地球伴侣商贸有限公司公章5001127272882
财务章5001127272883发票章5001127272884作废◆何亚遗失重庆恒大君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房款收据，编号M0033259，金额33000元，声明作废

9月14日，志
愿者从全运媒体记
者村的一处宣传标
语前走过。

新华社发

据重庆日报消息 9月14日，市委书
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政
协主席王炯与来渝出席农工党重庆市第五
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的全国政协副主
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何维一行举行
座谈。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工党中央专
职副主席龚建明，市领导李静、李明清、杜
黎明参加。

陈敏尔、唐良智、王炯代表市委、市政

府、市政协欢迎何维一行来渝，向全国政
协、农工党中央长期以来对重庆发展的
支持表示感谢。陈敏尔说，当前，重庆正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
始终牢记“国之大者”，统筹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巩固恢复性增长
势头，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我们把科技创新摆
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强大数据智
能化成果运用，高标准高水平建设西部

（重庆）科学城，聚焦产业和民生等重点
领域，大力发展智能科技、低碳科技、生
命科技等，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农工党与重庆有着深厚
历史渊源。希望发挥在医药卫生、人口
资源和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界别特色和智
力优势，继续关心支持重庆科技创新，帮
助引进更多人才项目，助力我市高质量
发展。我们将积极为民主党派履行职
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

何维感谢重庆对农工党组织建设等
各项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重庆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经
济发展取得可喜成绩，城乡面貌发生明显
变化。农工党中央将积极对接重庆发展
需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引导更多优秀
企业、专家团队和青年人才来渝创新创
业，努力为重庆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
和力量。

农工党中央、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陈敏尔唐良智王炯与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座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