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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南岸区分局公告
周伯英：

你无《食品经营许可证》在重庆市南岸区龙门浩街道涂山路581号从事食品经营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本机关依法发送信函并公告，请你于公告
之日起15日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南岸区分局涂山镇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所(地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597号（原涂山镇老政府）)接受《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催告书》。联系电话：023-62873329。

（公 章）
2018年5月29日

注销公告：重庆沃普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6000042562）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拟将
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
此公告。2018年5月29日
重庆渝开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公开出售公告
重庆渝开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拟通过公

开竞价方式对聚兴村1、2号底层642.5㎡对外
进行公开出售，另有中山三路186号102.86㎡、学田湾90号48㎡、聚兴村15号60㎡等3
处房产进行公开出售，有意购买者请联系：
023-67879107，联系人：苏先生、张女士。联
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洋河北路32-37号，本公
告有效期截止到2018年06月15日。

重庆渝开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9日

注销公告
根据重庆虫二科技有限公

司 2018年5月10日股东会决
议，本公司决定解散，按照《公
司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
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
担保事宜。
联系人：杨慧
电话：13996840946

关于注销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的通知
重庆林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你公司编号为“渝中派遣许0037”的《劳务派遣经
营许可证》有效期于2018年5月10日截止。因你公司
未按规定向我局申请延续有效期，我局根据《劳务派遣
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人社部令第19号）第二十六条第
（一）项规定对该经营许可证予以注销。请将该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交还我局，如需经营劳务派遣业务，请重
新申请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特此通知
重庆市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5月30日

●遗失重庆凯娱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500000MA5U5AJ17Q）2018.4.11 开给重庆至上机械
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500000768874442B）
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代码 5000174320，号码
00013877，价税合计231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凯娱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500000MA5U5AJ17Q）2018.3.21开给深圳市江机
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40300192389099L）
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代码5000174320，号
码00013867，价税合计135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凯娱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500000MA5U5AJ17Q）2018.4.26开给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分行（纳税人识别号91500000902901959A）的
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代码 5000174320，号码
00013890，价税合计4114元，声明作废。

重庆市北碚区金刀峡镇人民政府
关于重庆市金华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关闭工作的通告
重庆市金华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2月关闭到

位，并已通过区、市主管部门验收。目前该公司所有职工已遣
散和安置，涉及土地费用已全部清偿，煤矿关闭后续问题已全
部处理妥当。社会各单位和公民如发现该企业存在关闭遗留
问题，请于2018年6月8日前，向重庆市北碚区金刀峡镇人民
政府或重庆市北碚区煤矿关闭领导小组办公室（北碚区煤管
局）举报。举报电话：02368234990 02368862925

重庆市北碚区金刀峡镇人民政府 2018年5月29日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遗 失 公 告

电
话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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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 婚 交 友
美的缘十年68067356可成功收费

广告 寻人启事
冉国清,女,现年

42岁,于三月十九日
离家出走,至今仍无
因信,家中丈夫,孩子
十分想念,希望社会

上有爱心的好心人士见到她后,来电
给我,本人来重庆确认后当面酬谢。
电话:18598427428

声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工会重
庆綦江区支行委员会法定代表人
证遗失，法定代表人胡恩琼，证书
号：2300400081，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珂神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4MA5UHTLW0X）股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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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福豆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渝沙注册号5001060076438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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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巫山县富贵商务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7MA5U63JY3D）股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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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奉节县恋颜服装店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51222619710904579702、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577178532作废
遗失重庆科发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账号2701010120010004369）重
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
都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694000149803作废

通 知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李家沱分公司员工张行（1991.6）、何超

（1985.9），因你们旷工，已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处
理。请你于2018年6月6日前回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相关手续。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9日
两江新区德静餐饮店（纳税人识别号
51021119660510372108）遗失重庆市国家
税务局通用手工发票（百元版）一本25份，代
码 150001720531， 号 码 08031051-
0803107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彭水县桃园蔬菜种植股份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3057765709G）成
员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请债权
人到本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注销公告：经重庆常渔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90503940607）股东会
研究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铜梁区裕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MA5UD7B97L）
股东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欧博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重庆
璧山工银村银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46199101，编号6530-00787006，账
号5001000109000015050）、机构信用代码
证（代码G1050010604619910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君剑侠贸易有限公司车牌号渝FA0855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卡乐公司渝BS6597营运证500110079084渝
BV3332营运证5001110039425遗失。强帮公司渝A91735营运证500110050023渝BA312挂营运证500110045420
遗失。茂隆公司渝A03U29营运证500110044138遗失。黄德礼道路经营许可证500113000916遗失作废。鑫奥物流公
司渝BQ3863渝B3832挂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东能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AH5582车辆与公司失去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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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顺公司渝BZ8605营运证遗失。渝 A93331 车主请三日内来重庆骏运物流公司办理欠款事宜，
过期未来办理我司将该车处置抵扣车款并承担经济损失。豪运公司渝 BQ6232 营运证遗失作废。盛投公司
渝 BU7979 营运证 500110027131 遗失。恒骏万盛分公司渝 BV8958 营运证 500110074482 遗失作废。拓金公
司 渝 BR1177 营 运 证 500110050301 遗 失 。 平 丰 公 司 渝 B31B03 营 运 证 500103013185 渝 A7J831 营运证
500103018614 渝 A2G922 营运证 0465034 遗失作废。遗失鸣通万盛分公司渝 BR2211 营运证 500110013147 作
废。龙光綦江分公司渝BS7219营运证遗失。重庆泰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N5652营运证500222035042遗失。
重 庆 万 仁 物 流 有 限公司綦江分公司渝 D30492 营运证 500222061458遗失作废。川页公司渝B95Y72 营运证
500106021391渝B0F152营运证500106008346遗失作废。和诚物流公司渝BQ2117营运证500110063405遗失。丰荣公司
渝AG156挂营运证500110065172渝AG308挂营运证500110065157遗失作废。顺延公司渝AN6195营运证500110069550
遗失。卡乐公司渝BV1013营运证500110072445遗失。君睿达公司渝BZ2503营运证500110067478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珞璜车辆检测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381006206761)经股东大会决定拟注
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相关单位和个人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来本公司申报债
权、债务。特此公告 2018年5月30日

许鲸瑶购买重庆鑫丰地产发展有
限公司壹号公馆31104号车位收
据号码17001512金额2万元，号
码 17001513 金额 4.4 万元，号码
17001514金额4911元

重庆学权物流有限公司渝D0126G营运证
500402014354 渝 D0178G 营 运 证
500402014363 渝 D2948G 营 运 证
500402015571以上车辆营运证遗失注销作废
声明：九龙坡区杨家坪米萝艺术设计工作室遗失
2008年 08月 20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07600099607；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22122198605153215；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号L2236682-3，声明作废

遗失王子睿，西南政法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证（证书编号：
106521201502000184）；法学硕士学位证
（证书编号：1065232015000184），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于2018年3月27日在
重庆晚报刊登的注销公告中“重庆
市荣昌区楠栖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更正为“重庆市荣昌区楠茜旅游服
务有限公司"特此公告
声明：遗失起重机械制造监督检验
证书T-2013-00574、重庆中建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合格证书01648、
重庆市建筑起重机械备案证渝
JL-T0202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森烜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30000319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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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银康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1056477000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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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洪裕安防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83049885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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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万昕铝业有限公司2018年5
月28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解散，按照《公司
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办理债
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吴爱平
注销公告：经重庆诚华伍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42084659741R )合伙人大会会议决议，全体
合伙人一致同意注销本有限合伙企业。请债权债务人见报
后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自本日起45日内到本合伙企
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5月30日
拟注销公告：经忠县唐军柑橘种植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0772928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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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拟注销公告：经忠县宗松柑橘种植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07034143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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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声明：重庆融创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司食堂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份，许可
证编号：JY35003590011284,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0007474974732，声明作废

●吉奥运输有限公司 渝BN3092 渝BR5789 营运证遗失.●佳驰物流公司渝BV6898营运证500110046361遗失作废.●重庆兴事达公司渝D35697营运证遗失
注销公告：重庆识丁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83458834861 成立日期 2015年 06
月11日）因故解散，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
45日内来我公司清算债权、债务，清算完毕后将向
工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特此公告！2018.05.30

●遗失余霞（身份证号：500235199302068626）建筑
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操作类别：建筑起重信
号司索工，证号：渝X03201503166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贝乐嘉口腔医院有限公司公章一
枚，编号：5001097041021声明作废●重庆市玖安融资咨询有限公司公章遗失作废●遗失毛世波营业执照正本92500224MA5UJK6U5Y作废●遗失孔勇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3611865713作废●遗失重庆市双桥区飞祥文艺演出队公章一枚，作废●原重庆市金楠包装印刷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编号：5002263035061作废●原重庆晖雪医药信息咨询部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5002263034365作废●遗失2018年05月14日发北碚区一本小蔬餐饮店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9MA5YWWEQ04作废●重庆优视直通眼镜有限公司棉花街店遗失医疗器
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副本，证号：渝040185作废●兹有我单位重庆市璧山区建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J6530031803601遗失，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刚焱食品店食品卫生许可
证正副本JY15001090012568作废

●遗失曾凡兰营业执照正本500224606580831作废●遗失渝北区新城舰之王食品经营部税务登记证正
本51222119750319268901，声明作废●遗失曾义税务登记证副本510219198008039426作废●重庆军晓电子商务中心遗失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沙坪坝
支行的开户许可证，许可证号码:J6530034495602声明作废●渝DN6979营运证500105012297遗失作废●本人白通强是重庆尚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员工，现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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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财政所2018年
3月16日付款给重庆市江北区财政局
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票号：
（2017）No:000051862，金额：27100
元，特此声明整份作废

古昌镇政府监管不力被追责
重庆首例行政公益诉讼案昨日宣判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唐中明）昨
天，由荣昌区检察院提起的重庆首例
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在江津区法院公开
宣判。

2017年 10月，荣昌区检察院向荣
昌区16个镇街发出《检察建议书》，建
议履行环境保护综合监管职责，整治新
峰河、五贵河等河养殖业污染问题，消
除对周边及河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
响。然而，荣昌区检察院在回访时发
现，古昌镇政府的禁养区内仍有9家养
殖户未关闭或搬迁，畜禽污染物仍直接
排放，且仍未有效治理污染。2017年
12月，荣昌区检察院向江津区法院提起
行政公益诉讼。昨日，江津区法院做出
判决：古昌镇政府对辖区畜禽养殖污染
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违法，责令古昌镇政
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2个月内继续履行
行政监管职责，对辖区畜禽养殖污染进
行有效的综合治理。

重庆晚报讯 （记者 何浩）昨日，渝
中区启动了以“一人一故事，一街一情怀”
为主题的“母城匠心”系列活动，该活动将
从6月份持续到11月份。

据了解，“母城匠心”活动主要开展匠
人推荐、写手征集、网友体验、老街庙会4项
子活动。期间，主办方将通过寻访母城匠
心活动、老街庙会匠人展示、我为母城匠心
代言互动H5等不同形式，深度挖掘渝中区
行业匠人，传递匠心精神，打造品质国货，
创建匠人社群，探索母城文化背景下的民
营经济转型发展新模式。

从即日起到7月15日，根据“母城匠心”
标准，将由重庆市茧丝绸协会、市美容美发
商会、渝中区餐饮行业协会等单位根据行业

特点，推荐30名符合标准的匠人。与此同
时，渝中区将面向全市公开征集首批10名
母城文化的记录者，深度挖掘这些匠人的故
事与他们匠心独具的产品，并在“母城匠心”
微信公众号与相关媒体推广。渝中区餐饮
行业协会负责人毛新宇向记者介绍，重庆很
多老手艺人都起源于渝中母城，几十年如一
日，专注于一件事。“比如，老四川大酒楼陈
清云老师，从五四路到八一路再到会仙楼，

为了掌握牛肉炖制的火候，常守候炉旁，通
宵达旦，一碗牛尾汤炖了50年。”

值得一提的是，下半年，“母城匠心”计
划在解放碑鲁祖庙传统文化街区举行老街
庙会主题活动，包括长街宴、“三国宴”、拜
师仪式、匠人沙龙等，将“匠人体验”与“文
化体验”融为一体，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和体
验匠人精神，激发对母城文化的认同感与
自豪感。

渝中区招募首批母城文化记录者
鲁祖庙将举行老街庙会系列主题活动

重庆晚报讯 （记者 陈英）重庆市
妇联系统社会化项目发布会昨天在江北
区重庆巾帼园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从会
上获悉，今年市妇联拟联合19个区县，围
绕“乡村振兴”“城市提升”“创新创业”三
大巾帼行动，共拿出近400万元，推出47
个直接服务妇女儿童和家庭的项目，重点
涉及有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家庭教育流动
学校百场讲座进万家、儿童安全自护等品
牌项目。

为推动全市妇女儿童公益事业创新

发展，去年市妇联发起成立了重庆女性
公益联盟。在会上，首届联盟轮值主席
邹小平会长发布了“关注家庭建设 助
力乡村振兴”的公益主题，重点开展“提
升农村妇女素质 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关爱城市妇女健康 建设幸福和谐家
庭”、“书香浸润心灵 阅读提升品质”三
大公益活动，助力乡村振兴，服务女性发

展。此之，联盟还将发起“小渝姐随手公
益”行动，倡导“爱家 助人 自助”的公
益理念，让女性公益组织更加活跃。市
妇联相关部门负责人还表示，接下来，重
庆女性公益联盟将围绕公益主题，开展
好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吸引更多的社
会组织和有志群众加入到女性公益联
盟。

市妇联打造47项社会项目服务妇女儿童家庭

重庆晚报讯 （记者 王乙竹）2018年
高考即将到来，我市高考前期准备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昨天，记者从重庆市2018年
高考新闻宣传工作会上获悉，今年全市普
通高考报名 250473 人，参加统一高考
182651 人（文科 72752 人，理科 109899
人；高职分类考试招生等已录取6万余人，
不再参加统一高考）。本次全市共设考区
39个、考点98个、考场6152个。

据悉，全市着力于实现“平安高考”目
标，前阶段在做好常规工作的同时，重点抓
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强化安全保密。坚持和落实“三级”责
任体系，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职责落实到
岗、任务落实到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责任体系。突出加强管控听力考试、
信息数据、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以确保万
无一失。汇编了《国家教育考试安全保密
操作规范》，修订完善了高考考务细则，对

做好新形势下的国家教育考试安全和考务
操作进行了再梳理、再完善、再规范。

强化考务管理。完善考场安全管理体
系，考生均在标准化考点、标准化考场内参
考，实现“三级联网”和“全覆盖”。所有考
场考试前1天及每场考试结束后对考场实
行封闭管理，各考点必须设立专用通道。
同时，强化监考员配置，增设视频监考员，
加强对考场的监控。加强入场检查，要求
考前集中时对考场监考员进行身份验证和
违禁物品检查，在考生入场时使用金属探
测仪在视频监控下对其进行认真细致的检
查，坚决防范手机等通讯设备带入考场。

强化教育培训。在全市范围内对全体
考务人员开展安全保密、考务工作三级培
训，做到不培训不上岗，考核不合格不上
岗。同时加强考生诚信教育，要求各区县
认真组织开展考生诚信教育和法治教育，
签订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实现考生诚信

教育全覆盖。
强化协调联动。召开高考安全部门协调

会，各部门各单位通过组建机构、制定方案、
系统发文、召开会议等多种方式，认真落实

“齐抓共管、联防联控”的工作机制，为高考提
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同时开展好“打击销
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
周边环境”“打击替考作弊专项行动”4个专项
行动，切实净化高考环境、维护高考秩序。

强化督导检查。市教委和考试院组建
11个检查组，在本周内分赴全市39个考区
所有考点，对安全保密、考前准备、四个专
项行动、考点建设及听力准备等情况开展
拉网式检查。

市教育考试院表示，今年高考前期工
作进展顺利，各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推
进，一定为全市高考考生营造一个公平公
正、温馨体贴、服务到位的考试环境，请广
大考生放心诚信参考。

今年重庆18万人参加高考
增设“视频监考员”防作弊

重庆晚报讯 （记者 文翰）昨天，国家
电网公司16.3亿千瓦时“藏电入渝”消纳协议
签约仪式在重庆举行。据了解，从今年至
2020年，西藏的清洁电能将逐年输送1.0亿
千瓦时、7.3亿千瓦时、8.0亿千瓦时至重庆消
纳。该协议是迄今为止藏电外送单笔体量的
最大协议。对于山城人民而言，这不仅让重
庆电网多了电力供应渠道，也增强了我市的
电力保障能力，让老百姓用电更加平稳无忧。

西藏是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战略储备
基地，国家重要“西电东送”接续能源基
地。水电可开发量达1.75亿千瓦，风电、光

伏资源也十分丰富。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
济中心，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外购电需求日
益旺盛。藏渝能源供需互补性强，加之重
庆市政府长期以来对口支援西藏昌都市，
积极推进电力援藏，充分具备“藏电入渝”
的先决条件、体制优势和经验基础。

通过此次签约，将助推我市减少标煤
消耗48.9万吨、CO2排放162.5万吨，环保
效益显著。对于我市用电也起到了强化地
方电力保障，丰富电力渠道的积极作用。
今年9月，山城人民就可以使用到来自西藏
的清洁电能。

我市签署藏电外送最大协议
今年9月来自西藏的电能将照亮山城

“民生警务”再出实招
市公安局出台服务全市旅游发展

实施意见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彭光瑞）近
日，市公安局召开了公安机关服务全市
旅游发展会议，对全市公安机关保障旅
游安全、作安排部署。同时出台《重庆
市公安局服务全市旅游发展实施意
见》，全力助推重庆旅游业发展升级版
打造。

《实施意见》重点围绕夯实治安防
范、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四个
安全保障”，对强化旅游安全风险防控、
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压实安全管理责任、
严防涉旅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提出了具
体措施；围绕维护旅游治安秩序、交通秩
序、市场秩序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对净
化旅游环境、确保良好秩序提出了明确
要求；围绕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健全应急
处置机制、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三个方面，
对建立高效率的应急处置机制做出了部
署安排。

重庆晚报讯 （通讯员 孙畅）“我
们看的不是电影，而是我们共同拥有过
的青春岁月，这是一种情怀。” 5月25
日晚，渝北区龙溪街道新牌坊社区活动
广场上播放的露天电影，吸引了包括辖
区张阿姨等在内的200余居民前来观
看。

当晚放映的是《新警察故事》，片中
精彩的故事情节，惹得在场的观众一阵
阵惊呼。“以前我们农村也会放露天电
影，只是条件没有现在好，那个时候在田
里放，不仅脏还到处都是蚊子。”李大伯
手摇蒲扇，惬意地说。自从知道社区开
始放露天电影，他总是第一个带着孙子
到场的人。据了解，这只是新牌坊社区
今年夏季文化季活动的一个开端，接下
来每周都会为广大居民举办精彩纷呈的
文化活动。

观露天电影
追忆曾拥有的青春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