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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国内首例：城市核心区高铁站加盖
沙坪坝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是重庆市政府与铁路总公司

合作建设的示范项目，也是全国首例在城市核心区高铁站加
盖，并进行商业综合开发的项目。

重庆晚报记者获悉，目前综合开发项目由龙湖地产集团
投资打造，初步取名金沙天街，总建筑面积48万平方米，由6
栋塔楼加底部21万方商业群楼构成，其中2栋塔楼为沙坪坝
地标建筑，预计2020年建成开业。据估计，未来沙坪坝火车
站每天客流超过90万人，这将带动整个沙坪坝传统商圈的提
档升级。目前已有超过200余家商家表达入驻商业体的意
愿，其中不少商家正谋划将中国旗舰店落户在此。

前不久，一条气势恢宏的铜梁龙点亮了纽
约时报广场的跨年盛典，吸引了全球数亿人的
目光。而昨天，在铜梁取景拍摄的《中华龙舞
起来》MV也火遍网络，短短24小时的播放量
就突破了20万次。对此，《中华龙舞起来》MV
导演张晗表示，中华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希
望这首歌将龙文化推向全世界，也让“中华龙
乡”重庆铜梁更为人所向往。

十余种龙亮相MV 一次看痛快
在《中华龙舞起来》4分多钟的MV中，

火龙、水龙、大儒龙、荷花龙、板凳龙、竹节龙
等等十余种各式各样的龙轮番登场，让观众
们可以一次就看个痛快。据了解，《中华龙舞
起来》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著名青年词人
陈维东携手著名作曲家、西安音乐学院教授
陈大明创作。在全新MV版本中，邀请到著
名歌星周澎和著名歌手、央视第二季“寻找刘
三姐”冠军李思宇演唱。

曾两度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和做客《艺术
人生》的著名歌手周澎表示：“特别荣幸能够
担纲这首作品的演唱，这也是我和好友陈维
东继《美丽中国走起来》之后的又一次具有重
要意义的默契合作。我觉得这首歌充满了文
化底蕴，充满着民族情怀，是一首有着运动激

情的好作品，旋律非常流畅、动听，我非常喜
欢这首歌。特别希望能够把这首歌推向全世
界，让全世界的人都了解龙文化，让龙的传人
更加自信、豪迈！我也坚信这首《中华龙舞起
来》一定能火起来！”

4分多钟短片 历时2个月制作
为了营造龙文化的气氛，负责MV拍摄

制作的重庆都市传媒集团走进龙乡铜梁，选
择了十余个代表龙文化的拍摄地，全方位展
现中华龙的丰富文化内涵。MV中，铜梁的
时代广场、黄桷门奇彩梦园、安居古城等众多
地标，都有中华龙舞动的画面。

《中华龙舞起来》MV虽然只有4分多
钟，但从拍摄、剪辑、制作总共花了近两个月
时间。MV导演张晗透露，为了全方位立体
地展现铜梁龙，摄制组对每一个动作、镜头都
反复琢磨，力图呈现与歌词最贴切的画面和
最有活力的铜梁龙。

《中华龙舞起来》在众多平台发布
在陈维东创作的一系列中国梦题材歌曲

中，《中华龙舞起来》是非常有感染力的一
首。“目前MV已经登陆爱奇艺、腾讯视频、
优酷等平台。接下来，还将在更多平台发布，
并且登陆国外视频网站，让更多外国朋友和
海外华侨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MV制片人
张永波介绍。

《中华龙舞起来》MV监制、知名文旅策
划人、重庆都市传媒集团编委张军兴表示，这
首易学易唱的正能量歌曲能将铜梁龙文化传
播得更远、更深入人心，“重庆都市传媒集团
愿意和铜梁区委、区政府携手，把这条‘龙’舞
起来，舞出天地人和新时代的新精彩。”

重庆晚报记者

《中华龙舞起来》MV火了
24小时播放量破20万次

重庆晚报讯 （记者 王渝凤 毕
克勤 摄影报道）市委宣传部、市文化
委近日积极行动，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
开展座谈交流，动员市级文艺名家、骨
干踊跃参与，组建“红色文艺轻骑兵”队
伍，分赴各区县开展“拥抱新时代 文
化进万家—重庆‘红色文艺轻骑兵’慰
问演出”活动，扎根生活沃土，推动文艺
创新，以更精彩、更接地气的文艺作品，
把党的声音和关怀、把更多欢乐和喜庆
送到基层群众的家门口，努力推动党的
十九大精神在重庆大地上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昨天，“拥抱新时代 文化进万家—
重庆‘红色文艺轻骑兵’慰问演出”走进
了长寿区保合村。30名演职人员为村
民带来了曲艺、杂技、歌舞、戏曲、诗朗诵
等九个精彩的节目。歌舞《三峡情》以高
亢的歌声和全新的演绎，展示了重庆大
山大水的壮美景致，体现了三峡独特的
人文精神和气质。荣获第十七届群星奖
的原创谐剧《一分都不能少》，以朴实简
单幽默的舞台表达，展示了人情、大爱、
乐观向上、诚实守信的山城人民，弘扬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选“第二届全
国少数民族优秀舞蹈作品展演”的原创
舞剧《山间苗红》，以优美动人的舞姿，展
示了巴山渝水中的民风民俗和特色文
化。

现场，16名市级书法家、美术家、摄
影家、民间艺术家为村民挥毫泼墨提供
文艺服务，送出春联、福字、全家福照片、
剪纸等800多幅。保合村村民邓桑会
说，自己今年63岁了，非常高兴能够看
到我们重庆自己的红色文艺轻骑兵。那
些大家、名家们给我们带来了党的政策

和温暖，带来了更多的欢声笑语，还把春
联、年画、全家福都送到了家门口，真正
把实实在在的精神文化生活带到了我们
的身边，让我们的春节更有年味更加丰
富多彩，让我们感到美好幸福生活越来
越近了。

目前，市区两级组建了近 200 支
“红色文艺轻骑兵”队伍，正分赴各区
县特别是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三峡
库区，深入农村院坝、田间地头、学校
车间等基层一线，在春节期间开展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文艺活动
1000场。

红色文艺轻骑兵给你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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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m2，有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综 合 服 务

遗 失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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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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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婚恋服务专家成就天下姻缘
美满婚姻家庭服务中心
4001-820-520

招 聘启示
本公司系假牙（义齿）定制生产企业。
销售代表多名：初中以上学历，沟通能

力强，热爱销售工作，诚信踏实。（销售对象
为各大口腔诊所和医院口腔科）
工作地点：重庆主城、重庆郊县、川东地区
待遇：底薪+提成，一经录用，待遇从优。

13002371376（蒋先生）

注销公告：经重庆禄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号
91500108MA5U7ACA78）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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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9日

声 明
王明德于2014年4月16日去世，请持有王明德生前遗

嘱和遗赠抚养协议的人于2018年2月8日前与重庆市公证
处公证员刘桥联系。电话86575562，地址渝中区长江一路1
号中华广场裙楼五楼536两路口皇冠大扶梯旁。

◆遗失巫山县艳阳中药材种植基地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渝税字：50023758890072X号)声明作废◆遗失2011年12月22日核发的巫山县广成中药材种植基地营
业执照正本，巫工商（微型企业）注册号：50023720000825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秀山川河高山蔬菜股份合作社》（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1062855469N）成员大会决
议，本合作社拟将解散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请债权人于登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梁平县吉瑞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110234312080）中国银行梁平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675000610401， 编 号
653000652530作废

遗失南川区和平药房宋廷英连锁
店药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渝
CB0180217，药品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认证证书C-CQ13-228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力力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09000224396）股东会研究决
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2011年08月19日核发重庆巴人物
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06000107008、税务登记证国、地
正副本识别号500106577150361、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57715036-1作废

公 告
我司承建的铜梁区华兴实验学校寄宿制建

设工程，于2016年12月9日竣工并交付使用，现
已与建设单位重庆市铜梁区华兴实验学校结算完
毕。请所涉及本工程的劳务班组和各位工友、原
材料供应商等以及相关本工程债权人，在本公告
之日2018年1月23日起30天内到我司工程部进
行对账结算，领取各种应付款项。逾期后果自负
并视为自动放弃。请相互转告！
联系地址：重庆市涪陵区黎明南路2号
联系人：工程部 杨先生 电话：1800311505

重庆市涪陵荔枝建筑公司

重庆德运物流有限公司渝BZ0535营运证500115043503遗失作废。互鸿公司渝D1F629营运证正.副本500222046046遗失作废。润腾公司
渝A96637营运证500115037570 遗失作废。吴玉均渝B6X035营运证500108016982遗失作废。广康公司渝AC777挂营运证
500222045759遗失。重庆大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綦江分公司渝BA6952渝BC0629渝BC3159渝BJ8760以上车辆请于登报之日起三日内到
公司缴清国家税费、保险及车辆年审，逾期未完善者将申请牌证公告作废，后果自负，特此公告。以上车辆行驶证、车牌遗失，登报作废！渝平长寿
分公司渝A35G00营运证500115021467渝BD7395营运证500115035362遗失作废。创源公司渝BV6085营运证500110038868遗失作
废。祥恒公司渝BT5822营运证500115029590渝B1098挂营运证500115021607遗失。耀富公司渝BN5567营运证遗失。汇旺物流公司渝
A166Q9营运证500110023991遗失。遗失安驰公司渝D6509挂营运证作废。重庆龙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M2783渝BT0755
以上车辆保险脱保请于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国家税费、保险和车辆年审，行驶证、营运证、登记证书、车辆牌照、未交回，逾期未完善，将向
车管所申请牌证公告作废，后果自负。成强公司渝BV6379营运证遗失。嘉祥公司渝BN1085营运证遗失作废。刘德平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500222004273遗失。重庆万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D5327渝BD5167渝BF2386渝BD3373渝BD3397渝BF2062渝
BD7051渝BD5023渝BF1173渝BD9117，以上车辆长期保险脱保，不按时参加车辆年审，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经公司研究决定向车管所申请
灭失注销，车辆牌照登记证书行驶证原件未交回公司，遗失作废。速驰长寿分公司A5C225营运证500115028649遗失作废。渝瑞公司营运证
渝BL5027渝BH9156 渝BG7773遗失作废。东能汽车长寿分公司渝BF3961营运证500115025819渝BF6500营运证500115033568遗失
作废。重庆骏伦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渝AH9688租赁经营者与公司失去联系，公司多方寻找无果。请租赁经营者见报3日内到公司完清税
费、保险，否则公司将终止租赁经营合同，所产生后果，一切自负。特此公告。丰硕公司渝BV0859营运证500110059628遗失作废。

公告：童立智，身份证号码510224197211238291，重庆市渝北保安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已将《关于通知童立智上岗的函》及《保安员调令》邮寄
给你，但因你的原因被退回，鉴于此，限你自登报之日起2日内回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之日起视为自动离职，放弃所有权益，劳动关
系自然解除，我司无需再寄《解除劳动合同书》。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磐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00117327743690J）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销，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请相关债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18年1月23日
●高世勇渝DA1113营运证500115035955遗失作废●重庆鑫融运输有限公司渝BS0592营运证遗失●遗失中日公司邓文社保费收据（编号0049673）作废●重庆金载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Q8036营运证遗失作废●森勃长寿分公司渝B76125营运证500115017471遗失作废●公告：重庆金轮运输有限公司渝BD5037. 渝 BD5220. 渝
BF3759.渝BF3933.渝BF3756 .渝BD5138 与公司失去联系，
经多方寻找无结果，请车主见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税
费、保险、审车，否则公司将向车管部门申请灭失注销，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遗失重庆市渝中区房屋管理局29中学校改扩
建房屋征收项目专用章，作废。
遗失重庆市渝中区房屋管理局彭家花园1号旧
城区改建房屋征收项目专用章，作废。
遗失重庆市渝中区房屋管理局上肖家湾二期
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项目专用章，作废。
遗失重庆市渝中区房屋管理局九坑子旧城区
改建房屋征收项目专用章，作废。
遗失重庆市渝中区房屋管理局八县办旧城区
改建房屋征收项目专用章，作废。

重庆彬林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渝 BT0169 渝 BM2237 渝
BM0659 渝 BM2395 渝 BP6793 渝 BF8761 渝 BM0085 渝
BF8355渝BF8277渝BM2930以上车辆保险脱保，请于登报
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国家税费，保险费、审车费、否则公
司将向车管部门申请灭失注销，特此公告。

重庆康庄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一分司 渝
BF3678渝BF3619渝BF8063渝BM0759以
上车辆保险脱保，请于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
公司交清国家税费，保险费、审车费、否则公
司将向车管部门申请灭失注销，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报废汽车（集团）潼南第一分
公司报废汽车回收证明，证明编号
BF20170044601、BF20170044602、
BF20170044604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合川区中创金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5U8BUY6Y）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
注销，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请相关债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18年1月23日
遗失重庆红星美凯龙博览家居生活广
场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给通利大理石瓷
砖商品质保保证金收据，编号 ：
A64S13002129，金额：20000，品牌：
通利大理瓷砖，法人：胡嫣，声明作废
北京艺中宝富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重 庆 分 公 司 （ 注 册 号 ：
500103310174781）2015 年 1 月 2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遗失，
声明作废。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垫
江支公司遗失机动车辆商业保险保单号为：
6130401030220170000646，被保险人：邓
小勇身份证号为：512322197206241255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惠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8MA5U82UM3R）股东决定，拟将注销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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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23日

◆遗失重庆常雅商贸有限公司营运证，车牌：渝
B7F279，营运证号码：500103018362，登报声明！◆蔡潇依身份证号500108198801312321，遗失失业证一份特此声明◆遗失叶春代贵妃之子叶康《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G500321933声明作废◆秦忠遗失渝北区龙塔街道象藏工艺品店税务登记证正本
（渝税字510202196809211218号）声明作废◆遗失2017年5月19日核发的南岸区小荷花文化传媒工作室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8MA5UL85CXR声明作废◆个体户王建秋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00112600551511声明作废◆遗失谈治朋营业执照正本500384601950334作废◆遗失刘洁出生医学证明一份编号Q500064434声明作废◆遗失覃祥虎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7144137作废◆遗失大渡口区汉渝酒楼卷式机打发票代码
05001700107号码08312683-08312691作废◆遗失2017年06月12日发荣昌区双河街道福万
家超市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6610385152作废◆遗失牟世杰高级技师证1531000000101238作废◆遗失2015.3.25发倪磊营业执照副本500108600304570作废◆遗失重庆口之福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693000819901作废◆重庆勇智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备案
证（产权编号:渝BB-T00251），出厂编号100526作废◆沈钦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渝A042014030577作废◆遗失2017年6月13日核发重庆锐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5U6FMFX2声明作废◆重庆市永川区感恩餐馆税务登记证
副本500383597996528遗失◆江津区两河工程机械租赁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本：税号510225196402197279，声明作废◆重庆航宇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渝B8039挂的道路
运输证遗失，证件号500110019310，声明作废

◆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大石坝派出所已作废的非税收入一般
缴款书，编号000044692，款项40元，第四联遗失，声明作废◆遗失彭芷鑫《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276366，声明作废◆谭伟遗失重庆邦达出租汽车公司收据编号0047323作废◆遗失重庆巴夫门窗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107000044917，作废◆谢贵轩遗失重庆贵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不动产
统一发票，代码250001090135号码00586786声明作废◆文立平渝A37H18道路运输证500222046433遗失作废◆纳税人杨荣梅遗失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
人识别号：51020219640905062X02，声明作废。◆重庆柏肴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副
本编号QS502904010139有效期至2018.2.19遗失作废◆遗失声明：本人王寿鹏于2017年10月15日认筹恒大未来
城5街区，筹金10000元，认筹书编号485，特此作废！◆遗失九龙坡区跃林汽车美容养护中心许可证副本作废◆个体工商户魏清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国税，地
税）证号51230119710406271303，声明作废。◆遗失租约证号两字第0706801号作废◆遗失重庆妹尚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16年2月25日核发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4QEY3W作废◆廖文明遗失安装施工员证，证号：
1012021106519，声明作废◆邓世国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务登记号为：
51222619770530001002，声明作废。◆重庆厚贵商贸有限公司渝C88Y05营运证500381013593遗失作废◆重庆全泰物流有限公司渝BY8971营运证500222043578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名称预先核准
通知书，渝名称预核准字【2017】渝永第3288628号，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佳境人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地税税务登记
证副本，税号500106771766434，声明作废◆重庆市沙坪坝区双江建材公司第一销售部注册号5001061900801，
2003.12.10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遗失2016.12.23核发的重庆舶东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9UH96J声明作废

◆遗失2010年5月21日核发的黔江区昱华铝塑门窗厂个
体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900600038836声明作废◆重庆益灿云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AR7C4B，
2017.1.12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亚太水工业科技有限公
司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蒋平遗失护士执业证，编号201650005293，声明作废◆朱涛，李雪之子女朱凌燕在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的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180261声明遗失。◆遗失重庆飞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章5008022101147作废◆重庆市永川区琼芳农副产品经营部遗失通用手工发票（三联千元版）1
本代码 150001220532起止号码03522509-0352252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华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张玉江二建注册建造师
执业印章：渝203131339002（建筑），声明作废。◆遗失黄春景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0206904作废◆遗失重庆喜来乐美容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渝中区分公司营业
执照（注册号渝中5001032901645）正本壹本，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嘉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6年7月20日核发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59670960X5声明作废

转让公告
重庆海鼎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拟公开转让持有

重庆市三灵化肥有限责任公司的31.5%股权。有意
购买者，请于2018年1月31日前到重庆名言律师事
务所进行意向性登记，并了解转让标的相关情况。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得意世界C区11-5
联系人：程梦瑶，联系电话：023-63797661,18580139391

特此公告
重庆海鼎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乘客如何进出
站？怎样快速与其
他交通工具换乘？
本报为读者准备了
攻略，想了解请扫
描下载重庆晚报慢
新闻APP

▲新建成的沙坪坝站

近日，市交委、沙坪坝区政府、市交通规划研究院、
三峡广场商圈管委会等有关部门单位，共同召开了沙
坪坝铁路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暨成渝高铁通车新闻发布
会，1月25日沙坪坝火车站将正式投用。市交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基于新沙坪坝站主要客流以城际为主的
特点，站内流线设计在满足候车旅客需要的基础上，着
重加强了客流的快速通过能力。

重庆晚报首席记者 李琅 郑友 冉文 记者
李化 摄影报道

沙坪坝火车站后天迎客
地下交通枢纽8层，初期开行10趟成渝高铁

地下8层：多种交通无缝衔接
在城市中心建高铁站，并且还是地下站，这在

我国火车站建设中尚属第一例。沙坪坝站铁路综
合交通枢纽地下设有8层，可实现高铁、轨道、公
交、出租车、共享汽车、社会车辆等多种交通方式
间的无缝衔接。配套功能布局为地面层为售票大
厅、候车厅、广场及相关功能区域；公交车站在负
一层；出租汽车站在负二层；社会停车场在负三
层；高铁出站和换乘厅、社会停车场、共享汽车专
用停车场在负四层；负五层至负八层布局的社会
停车场及轨道9号线车站目前暂未开通。

成渝高铁中间站：去成都58分钟
目前，乘动车、高铁都在重庆北站北广场，包括乘

坐渝利铁路、渝万客专、成渝高铁。待沙坪坝火车站投
用后，从沙坪坝站出发乘高铁前往成都，路程时间可缩
短至58分钟。沙坪站是成渝高铁中间站，初期开行沙
坪坝站至成都东站高铁10对，沙坪坝站最早发车时间
为上午10时，最晚发车时间为20时16分。

在此提醒，重庆西站投用后，去往成都也将开行高
铁列车，为避免走错火车站，需注意购买的火车票，票
面上印有乘车站点、站场。网上购票时，12306网站也
会发送相关短信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