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我市社会物流总额达3.1万亿元
中国西部国际物流博览会举行，全球物流界大咖齐聚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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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姓名：宋勇 身份证号码51021519770123****

您已于2021年10月12日与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重庆市北碚区分公司正式解除劳动合同，请
您于2021年10月31日之前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身份证原件等相关资料，到您户口所在地的就
业局或街道进行失业登记，并办理申领失业金的相
关手续。或者在重庆掌上12333APP上申请失业
金领取。如因个人原因造成后果一切自负。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北碚区分公司
2021年10月13日

比选公告 重庆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文明
服务素质提升培训于2021年10月19日进行公开询价、
比选。询比文件将在重庆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官网
（http://www.cqtaxi.cn）发布，请有意向的供应商关注
比选信息。咨询联系人员：陈老师电话:023-62816841

债权转让公告
重庆浩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中翔消防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向
游余军（身份证号码：321028********6613）出
具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中翔消防工程有限公
司重庆分公司将（2020）渝0112民初4428号
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对你方享有的债权转让给
游余军，也一并转让了与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
权利。自游余军受让该债权之日起，成为重庆
浩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合法债权人（强制执
行程序的申请执行人）。请重庆浩隆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及时向游余军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游余军

2021年10月13日

●遗失声明:张筱鹿于2021年10月2日不慎遗失身
份证件，证号：500102199604110022现声明作废。
●江晨光霞，身份证号：51342319911205002X，已找到遗
失助理工程师证件，此前登报挂失信息作废，特此声明。
●遗失2017年09月27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万琳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5UUQ9X59，声明作废
●重庆威德摩斯生物产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作废
●彭春遗失残疾证：编号51021919821107371862声明作废

●遗失2017年05月10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杨刚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5UKENK0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合川区小久商贸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作废
●遗失重庆普哲沔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 5001057098726 ，声明作废
●遗失原重庆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李永亮园林项目
经理证书（二级），证书号：04园培证字第169号，声明作废
●遗失江北区佳颖食品批发部食品经营许可
证 副 本 ，编 号 JY15001050081491，声 明 作 废

●遗失重庆花满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 章 壹 枚 ，编 号 ：5001127121523，声 明 作 废

●周 治 炀 遗 失 叉 车 证 ，证 号 ：51232319750
8101633，档案编号：170805149，声明作废

广告

10月 13日，市生态环境局发布消
息称，即日起，重庆生态环境部门面向
全社会征集违法线索，涉及自然保护
地、排污许可、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
时”及自主验收环境违法行为。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违
法线索征集范围，在自然保护地内非法
开矿、修路、筑坝、建设等造成生态破坏
的行为；无证排污行为、违反排污许可证
行为、违反自行监测要求的行为、违反其
他环境管理要求的行为等。而在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自主验收方面，
违法线索征集内容更加具体，包括未批
先建的行为；不符合经审批的环境评价
文件情形，建设单位未组织开展环境影
响的后评价等情形；建设项目配套的环
境保护设施未开展验收或验收不合格，
其主体工程已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行
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
报告表存在基础资料明显不实，内容存
在重大缺陷、遗漏或者虚假，环境影响评
价结论不正确或者不合理等严重质量问
题的行为；项目建设期间未落实防治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措施的行为。

市生态环境局公布了违法线索征集
途径，电话举报号码：12345；来信举报：
两江新区嘉蓉路重庆环保科技产业园，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人民来访接待室，邮
编：401120；微信举报，搜索“重庆生态环
境”微信公众号右下侧“办事服务”功能

“生态环境有奖举报”模块。
违法线索征集截止时间为2021年

10月20日，经调查核实，符合《重庆市生
态环境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生态环境违法
行为有奖举报办法（试行）的通知》相关规
定的，按规定标准给予奖励，并对提供违
法线索的公民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

10月 13日，重庆市商务委发布上
周（2021 年 10 月 4 日—2021 年 10 月
10日），我市重点监测的生活必需品价
格中，猪肉、禽蛋价格下跌，蔬菜价格涨
跌互现，粮油价格小幅上涨。

猪肉供应充足，我市猪肉价格持续
走低。据监测，上周白条猪批发价15.85
元/公斤，周环比跌5.65%；后臀尖批发
价19.50元/公斤，周环比涨1.30%。上
周超市后腿肉零售价格为35.19 元/公
斤，周环比跌1.95%；农贸市场精瘦肉零

售 价 格 为 32.69 元/公 斤 ，周 环 比 跌
3.43%。随着天气转凉，需求增加和猪
肉收储，我市猪肉价格或将稳中有涨。

国庆期间，受外地阴雨天气影响，我
市部分蔬菜批发价格上涨。据监测，上
周批发市场监测的30种蔬菜价格中“23
涨7跌”，蔬菜批发均价4.89元/公斤，周
环比涨3.60%。其中，白萝卜、土豆、大白
菜等蔬菜批发价格分别为2.04元/公斤、
2.52 元/公 斤、2.64 元/公 斤 ，分 别 以
17.24%、15.60%、11.86%的涨幅领涨。
上周农贸市场监测的30种蔬菜零售价格
中“21跌7涨2持平”，农贸市场蔬菜零售

均价7.15元/公斤，周环比跌0.97%。其
中，大白菜、西红柿、生姜等蔬菜农贸市
场价格分别为3.82元/公斤、6.46元/公
斤 、11.92 元/公 斤 ，分 别 以 7.28% 、
4.58%、4.33%的跌幅领跌。随着天气好
转，我市蔬菜批发价格或将稳中有跌。

节前备货增加以及节后需求减少，
我市禽蛋价格下跌。据监测，上周农贸
市场鸡蛋零售价12.42元/公斤，周环比
跌3.57%；白条鸡零售价格为25.69元/
公斤，周环比跌 2.36%；白条鸭零售价
格为 21.15 元/公斤，周环比跌 2.85%。
预计我市禽蛋价格或将保持相对稳定。

据监测，上周粮食零售均价 5.76
元/公斤，周环比涨0.35%。其中，面粉
价格为5.46元/公斤，周环比涨0.18%；
大米价格为 6.06 元/公斤，周环比涨
0.66%。桶装食用油零售均价18.07元/
升，周环比涨0.22%。其中，豆油价格
为13.43元/升，周环比持平；花生油、菜
籽油、调和油价格分别为26.75元/升、
16.40 元/升、15.50 元/升，周环比分别
涨0.19%、0.37%、0.26%。预计我市粮
油价格或将继续保持总体稳定。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道路交通安全、文
明出行的意识，近日，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锦凤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区公安分局交巡警
支队，共同开展了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中，社区志愿者和民警在锦绣格林小
区向居民群众发放交通宣传资料，讲解安全
知识，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同时结合辖
区的事故案例，向居民群众讲解了违法行为
的危害性。不仅如此，民警呼吁广大群众拒
绝乘坐超员、超载车辆，拒绝超速、酒驾、疲劳
驾驶、无证驾驶、涉牌涉证等重点违法行为，
珍爱生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锦凤社区负
责人表示，此次活动让广大居民充分认识交
通陋习和交通违法带来的严重危害性，从源
头上预防了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10月13日，在重阳节到来之际，美心红酒
小镇·养老城号召入住老人的子女前往探望，
并征集尊老敬老爱老的志愿者，与老人们一起

“过节”，共同关爱、陪伴、感恩、致敬老人。
长寿面、清蒸多宝鱼、烤土豆……13日中

午，在怀旧风十足的歌舞表演中，来自养老城
的上百位老人享受了一顿温馨的长桌宴。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养老逐渐
成为了大家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红酒小镇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景区养老城（一期），已
入住了200多位老人，去年红酒小镇专门为老
年人打造的旅游休闲街区——美心老人街正
式开街。老年人可享受到集吃、喝、玩、乐等
于一体服务的“乐园式养老”，未来，红酒小镇
将推出二期“公寓式养老”项目，以及在泡桐
村打造三期“森林式养老”项目，满足不同人
的养老需求。

过重阳百位老人同吃长桌宴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联合医院社区开展重阳义诊活动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为营造尊老、爱老、助老的氛围，昨日上
午，大渡口区建胜镇新雨社区组织辖区内80
周岁以上老人60余人开展了一系列敬老助老
活动，为他们送上关爱和节日祝福。

在社区会议室举办的重阳节茶话会活动
期间，社区党委书记汪渝代表全社区全体工
作人员为老人送上节日祝福，并和老人们开
展击鼓传花游戏，一起吃节日蛋糕。随后，社
区居委会还联合社区医院共同开展了义诊活
动。医护人员用丰富的医学知识与临床经
验，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地为老人们讲解高血
压、糖尿病、更年期综合征以及中国公民健康
素养等健康知识。此外，社区还在竹园小区
舞台处开展了义剪活动。汪渝表示，通过开
展这样的庆祝和服务活动，不但让老人们感
受到了居委会的温暖和关怀，更让他们度过
了一个温馨而又快乐的重阳节。

社区撤桶并点宣传推进垃圾分类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为实现垃圾分类和垃圾桶集中管理，进一
步增强社区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积极引导
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连日来，大渡口区锦
霞社区开展了“撤桶并点”主题宣传活动。

在活动中，垃圾分类指导员在示范点以通
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讲解了厨余垃圾、可回收
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分类标准及正确投
放等内容，以此提高居民的投放正确率。通过
此次活动，不仅提高了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和能力，更提升了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覆盖
率。锦霞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还
将开展多种形式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鼓励居
民以身作则、从我做起，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
惯，不断加深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认识，更好
地实现分类桶精准投放和集中管理。

天气转凉 我市猪肉价格或稳中有涨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侯佳 实习生 程直

市生态环境局向社会征集环境违法线索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10月 13日，由重庆市政府口岸物
流办、市贸促会主办，四川省政府口岸
物流办、省贸促会联合主办的2021中
国西部（重庆）国际物流博览会（以下称

“重庆物博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悦来）开幕，来自国内外600多家物流
企业及业内专家学者齐聚山城，围绕共
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建言献策，为全
球物流产业发展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川渝两地首次联合举办

本次物博会以“共建西部陆海新通
道，共享西部发展新机遇”为主题，围绕
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
道、航空等国际物流大通道开展展览展
示，重点突出成渝双城经济圈物流合作。

同期，将举办“第二届共建西部陆
海新通道合作发展论坛暨首届成渝双
城经济圈国际物流合作论坛”，配套举
办对接洽谈会、推介会、参观考察、智能
设备展示等活动。来自国内外的 600
多家知名企业参加展会，总展览面积
2.3万平方米，会期3天。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重庆物博会是
川渝两地首次联合举办的物流行业领
域的盛会，对深化川渝两地合作、推动
产业协同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重庆物博会开幕式由重庆市人民
政府口岸物流办主任巴川江主持。重
庆市政协副主席屈谦，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崔忠付分别致
辞。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
所长汪鸣，新疆乌鲁木齐市委常委木合
亚提·努尔木哈买提，中国远洋海运集
团副总经理黄小文，广西发展改革委副
主任黄文川等出席开幕式，成都、兰州、

武汉、乌鲁木齐、海口等30多个兄弟城
市代表及行业协会代表团、参展参会企
业代表等200余人参会。

重庆物流产业实力增强

本届物博会聚焦陆海新通道、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黄金水道、冷链
物流、智慧物流、航空货运等行业热点，
多位国内外行业专家学者、知名企业高
管积极建言献策，为全球物流业发展提
供新思路、新方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
所长汪鸣围绕物流业发展的新动向作
主题演讲，物流产业依托物流枢纽、枢
纽城市聚集发展特点明显，物流服务和
网络呈现智慧化、多元化、生态化。

比利时安特卫普港驻华首席代表
Jan Van der Borght以国际港口为切
入点，充分阐述公路、铁路、驳船联动的多
式联运在国际物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
常委木合亚提·努尔木哈买提、顺丰
国际高级总监魏万里、中国十
九冶集团公司总经理欧
成化、北京远通信德董事
长景雪飞等也围绕西部
陆海新通道建设，打造
重庆内陆国际物流
枢纽和内陆开
放 高 地 积 极
建言献策。

会上，与
会专家指出，
现代物流在全球
供应链中地位突出，
国际物流通道已经成为
联结世界的重要纽带。重庆
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

连接点，当前在新的发展格局下，重庆
正着力构建陆海内外联动、南北通道辐
射、东西双向互济、内外双向循环、全面
对外开放的区域经济发展大格局，物流
产业的实力持续增强。

数据显示，2020 年重庆市社会物
流总额3.1万亿元，同比增长10%，货运
量12.1亿吨、同比增长7.7%，社会物流
总费用与GDP降至14.5%，首次低于全
国 平 均 水 平 。 累 计 开 行 国 际 班 列
13779 列，联通 400 余座城市，基本形
成东西南北四向统筹，铁公水空四式联
运的立体开放体系，物流枢纽体系更加
完备。

重庆还成为目前全国唯一拥有港
口型和陆港型国家枢纽的城市，口岸通
关时效更加便捷，通关改革创新持续深
化，离港确认模式不断优化，整体通关
时间较2017年压缩60%以上。

交通安全宣传提升文明出行意识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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