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夕节
将至，66岁
的王琴香收

到了一份特别的礼
物 —— 她 的 肖 像
画。原来，这是她老
伴趁她去儿子家的
时候，花了两天时
间，悄悄为她画的。

“给你画皱纹和
白发的时候，就想起
你这半辈子的操劳，
真的辛苦了。”老伴
还告诉她，画她的每
一笔，内心都充满感
慨与感动。

重庆晚报记者 王薇 实习生
黄光英 李建陶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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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王庆民：琴香，相夫教子几十
年，你默默无闻任劳任怨，你总是
笑对艰辛憧憬未来……值此“七夕
节”之际，留美好记忆，向你致意，
送上肖像一张，道一声你辛苦了。
（摘自肖像画底部王庆民的留言）

儿子王祥：看了这幅画，我也
觉得非常感动。在我有记忆以
来，父母的感情特别好。我觉得
除了妈妈的勤劳以外，还因为爸
爸有一颗感恩之心，他总是感念
着妈妈的付出，让妈妈觉得做的

一切都值得。（王祥还计划，要帮父
母把这幅画装裱起来）

王琴香：昨天回到家，老伴就
送我这幅画，画得真的好好，好感
动。我会一生珍藏（据王庆民说，
王琴香最开始拿到这幅画的时
候，一句话没说，拿在手上端详了
几分钟，脸上又露出了她的招牌
笑容）。

邻居刘文平：这是我们邻里口
中的一对模范夫妻，一起慢慢变
老，其实就是最大的浪漫。

72岁爷爷的七夕礼物：

为老伴画肖像
添皱纹时眼眶湿润了

昨日上午10点半，重庆晚报记者来到位
于临江门戴家巷的一老式民居里。此时，72
岁的王庆民在家，那幅素描肖像画就摆在客
厅的窗台边，“这是昨天，我老伴收到礼物后
摆的，她特别欢喜。”

聊起创作原因，王庆民感慨地说，今年是
他和王琴香结婚的40周年，但他一回想才发
现，自己居然从没给王琴香送过什么礼物，

“她以前听到礼物就说不要不要，今年我一定
要送她一份礼物。”从事了半辈子字画工作的
王庆民决定，干脆画幅肖像画送给老伴。

8月5日，王琴香去儿子家小住两天，王
庆民便开始创作。他找来一张老伴最近的照
片打算对着画。画着画着他才发现，画老伴，
心中的形象比照片更清晰、立体。

绘画过程，王爷爷哭了又笑了——

添皱纹时泪湿眼眶画眼睛

勾好轮廓后，王庆民第一个细化的五
官就是眼睛。王庆民说，他和王琴香是通
过一位孃孃介绍相识的。那时候，有着大
眼睛和漂亮双眼皮的王琴香让他一眼心
动。王庆民从事工艺美术工作，王琴香是
一家安装公司的质检员。二人结婚后，王

琴香就把家务包揽了，让王庆民有更多的
时间进行创作，“她特别勤劳，把家里打理
得井井有条的。”

在画皱纹和眼袋时，王庆民眼眶湿润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原来她已经有这么多皱纹
了，她为这个家付出太多啦！”

画头发 昔日的青丝变银丝

在画头发的时候，王庆民内心也颇为感
慨。年轻时的王琴香，有一头乌黑靓丽的长
发。如今发际线也后推了许多，头发也稀少了
很多，“她专门染了头发，但银丝还是藏不住。”

照片里都看不到的白发，被王庆民画了
进去，“这些年她相夫教子，真的是操了很多
心，才让我们这个家如此幸福和谐，这些白发
就是见证。”

画嘴巴 笑容常在不说抱怨

在画嘴的时候，王庆民笑了。在他心里，
王琴香最常见的表情便是脸上挂着笑容，露
着依然洁白又整齐的牙齿。

王庆民说，因为王琴香的贤惠与温柔，两
人从没有大吵过。为了支持王庆民，王琴香

还把家里的客厅布置成王庆民的书画间，对
儿子也是细心照顾精心培育，如今儿子已经
是一名摄影师。在王庆民看来，这些年，王琴
香担负了太多。最让他敬佩的是，抱怨的话
王琴香从不挂在嘴边。

恩爱秘诀：有付出有感恩

◀王爷爷
说，这幅
画老伴很
欢喜。

◀ 在老伴
的支持下，
客厅被布
置成了王
爷爷的字
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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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雨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60001433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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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丰都县龙孔镇临江村民委员会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694000366301，声明作废●遗失丰都县龙孔镇楠竹村民委员会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6940003667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市綦江中学教师余再兴中

学高级教师资格证遗失，证书号
为：01120900455，现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綦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纳税识别
号：915002226220822826)重庆增值税普通
发票三张，发票代码：5000172320发票号码：
27806195,27806196,27806197声明作废

遗失2011年06月03日发重庆如烟网站设计
工作室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12200024845，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57715696-6，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50011257715696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500105MA5YQQPM9D的重庆学手教育信
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
日内到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学手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0日

通 知
我 厂 原 有 职 工 ：冯 开 富（男、身 份 证 号 ：

510226196902086694）壹人从 2018 年 6 月 2 日离
厂，未办理相关离职手续，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
已属自动离职，与我厂劳动用工关系也自动解除，但
未提供离职体检证明。请你见报后7日内持合川区
疾控中心体检证明交到厂办公室，过期将视为自动放
弃离岗体检权，之后与我厂无任何关系。

特此通知
重庆世纪金马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兰花山机砖厂

2018年8月10日

注销公告：原开县福临养殖专业合作社2018
年8月7日召开股东大会，成立清算小组，对
本合作社进行债权债清理。本合作社成立至
今无任何债权债务，现特登报公示，公示后注销
注册为开工商500234NA000178X(1-1-1)
号的养殖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 原开
县福临养殖专业合作社2018年8月8日

遗失何文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10101895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琼州物流有限公司车牌号渝F11010道路运
输证声明作废。吉安公司渝D5121挂营运证500222062385遗失作废。重庆互义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渝D31020
营运证遗失作废。卡乐公司渝BU6753营运证500110039436遗失。安嘉公司渝B3A717营运证遗失。原荣昌县
海燕公司渝CD2831营运证500226005833遗失作废。斌麟公司渝C166L9营运证500381014629遗失。重庆星
斗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D823D0营运证500108034420渝D821D9营运证500108027097遗失作废。永川
区胜利潼南一分公司渝CE1605营运证遗失。和诚公司渝BS5291营运证500110025599遗失。添福公司渝
D64883营运证遗失。重庆恒跃物流有限公司渝BZ5988营运证500110062996遗失。川福公司渝B163S8营运证
500104008759遗失作废。领富物流公司渝BZ8251渝AJ976挂营运证遗失。万事达公司渝BH2682营运证
500110051224渝BR1662营运证500110066057遗失。双旭公司渝BS6768营运证500110021038渝BS6696营
运证500110021042遗失。都发公司渝BZ6706营运证500222050000遗失。遗失力豪公司渝BG3282营运证
500222050260 作废。遗失优快公司渝 B7A805 营运证 500110070913 作废。一帆公司渝 A96368 营运证
500110049774遗失。重庆豪迈物流有限公司渝B9A828营运证500110079401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500105304846910G的重庆川行天下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到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川行天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伟岸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65889172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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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红苗寨美食文化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50011007030005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红苗寨美食文化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100000108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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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

公告
重庆凯米佳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社会保险局（以下简称：区社保局）受理了
彭光忠、张健、江智全、潘善洪投诉你单位未为其缴纳工作期
间养老保险一案。你公司收到《重庆市渝北区社会保险稽核
通知书》（渝北社稽通〔2017〕第29号）后，未在规定的时间内
到区社保局接受核查。区社保局于2018年1月将该案移交
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社局）
立案查处。因你单位未在工商登记住所地办公，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告知书》（渝北人社监
罚告〔2018〕3010号），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罚款7000
元）。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如
有异议，可在本告知书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出
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视为你单位放弃陈
述和申辩的权利。 联系人：唐朝旭、廖兰，联系电话：
67812591。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8 月10日

重庆欧嘉物流车牌渝BX1771车于2018年4月16日扣回，
跟借款人李丙成多次沟通，置之不理。现我公司按照合同约
定，限借款人五日内来公司处理，如拒不配合，公司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程序进行拍卖，所得车款归还公司借款、利息等相关
费用。逾期未办理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借款人李丙成承担。

遗失汪胜二级建造师执业印章一
枚，注册单位：重庆市永川区渝达
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渝
283060706872 （00） 建 筑
2011.07.08，声明作废

朱丹遗失重庆恒大世纪城85-602
契税收据：编号sjcl0039250，金额
39144.72元；维修基金收据编号
sjcl0039286，金额10191.2元，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5001050628676897的重庆个信财富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个信财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忠县悦来电气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2330000297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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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欧嘉物流车牌渝B9A707车于2018年3月15日
在缅甸出现交通事故，借款人唐永述弃车逃逸，我司
于2018年3月29日从缅甸托运回重庆，跟借款人唐
永述多次沟通，置之不理。现我公司按照合同约定，
限借款人五日内来公司处理，如拒不配合，公司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程序进行拍卖，所得车款归还公司借
款、利息、事故赔偿、修车费、托运费等相关费用。逾
期未办理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借款人唐永述承担。

重庆康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汽车合格证，一致性证书，环保清单（合格证编号：
WCH0701J1711360），车架号（LJ11PBBC8J1711360），车
辆 型 号 （HFC1041R93K2C2V） ， 发 动 机 号
（Q171107998Z）。特登报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一纵步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69KG9G）股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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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忠县博耀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593674894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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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忠县民丰金银花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30503610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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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腾达口腔诊所遗失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正副本：登记证号
PDY60154450010417D2152（发
证日期：2014年9月5日，法定代
表人：黄广），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原荣昌县嘉禾保洁服务部（注册
号5002262000017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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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500105MA5YQ3Q020 的重庆润
金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
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润金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0日

重庆欧嘉物流车牌渝D83719车于2018年4月18 日扣回，跟借
款人粟建成多次沟通，置之不理。现我公司按照合同约定，限借
款人五日内来公司处理，如拒不配合，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程序进行拍卖，所得车款归还公司借款、利息等相关费用。逾期
未办理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借款人粟建成承担

股权变更公告：重庆九号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权变
更：原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磊变更为张玉，原公司股东由张磊
变更为高安湖、高广学；2018.07.20以前的所有债权债务由
原股东全权负责，2018.07.20以后的所有债权债务由现股东
全权负责。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担保关系的各单位及
个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30日内向本公司申报。特此公告

●重庆鑫融运输有限公司渝BQ7252营运证遗失●龙吉公司渝BF6750营运证号500115025509遗失作废●重庆市熙轩物流有限公司道路经营许可证号
500115002427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映像星秀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MA5YMLE11U）经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
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8月10日
公告：重庆嘉和畅捷物流有限公司渝A9239挂、渝
AB538挂，请于登报之日起3日内完成车辆和营
运证年审手续，逾期未完善公司将报公安机关车
辆管理所和运管处，进行机动车号牌公告作废并
将行驶证和营运证注销，后果自负。

注销公告
重庆市康贵武术文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3MA5u54Y59G）股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公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2018年8月10日

●遗失重庆市合川区吉安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汪洪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编号：5000000402562，声明作废●遗失令狐荣胜（身份证号：420324197304022776）
军人残疾证，编号：渝军J003723声明作废●流水号为1110058427、1601622568的
华泰交强险 商业险保单遗失●遗失骆郝雯.女.2011-3-2出生证编号0500152229作废●遗失2017-9-15核发重庆众家和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U3DM89作废●遗失重庆市北碚区唐氏水产品经营部
发票领购簿915001095699099054作废●遗失重庆铜梁兴隆丝绢有限公司在重庆农村商业银
行铜梁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5166401作废● 遗 失 重 庆 靓 固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500905091247884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091247884声明作废●遗失林璐、肖人元之子肖竣瀚2013.5.11在重庆市永川区妇
幼保健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261336声明作废●重庆庆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5001087009909）遗失，声明作废。●遗失程俊鹏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院的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H500063112声明作废●胡秀莲遗失重钢总医院收费收据，收据号
0149160042327，金额3458.78元，声明作废。●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代
码3300162320号码39387576发票联抵扣联均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中庸商贸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壹枚、公章
壹枚、财务专用章壹枚、发票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诚意金收
据整本，编号1106476-1106500声明作废！●重庆隆强运输公司渝BH1222营运证500110000518遗失作废●遗失陈利平税务登记证（国税）正副本510522580322822作废●遗失江西明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公章(编号
5001127034569)、负责人私章(银行印鉴章)(聂晓凤)声明作废●郭天进遗失渝A72N37保单一份，保单
号码12622036020180001538，声明作废●贾洪哲遗失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沙坪坝三峡广场店发
票1张，代码050001700107发票号64490312声明作废●曾利芬建筑起重机械司机S证渝A 042012015329作废●遗失夏学平，张琼之子夏奇锐2012.3.2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妇
幼保健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443427作废●经营者广跃兰遗失2017年05月0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0MA5UJXBM75声明作废●遗失王薇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0680020180301268作废●遗失2017.2.20发重庆协庆模具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UBWYL9M作废●遗失重庆市大足区联彩广告工作室金税
盘，盘号44-66181284435作废●遗失重庆卉居商贸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003844009158）、
发票专用章（编号91500119075686553W）,声明作废。●重庆花之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2015.11.20核发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060534557R 1-2-2作废●重庆市南川区牧新建材经营部遗失2017.08.24核发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0756698257作废●遗失新鸥鹏地方集团房屋销售专用收据二张(号码：A0020958，
金额:80503元;号码：A0020957，金额：12492元)作废●遗失原潼南县代友建材经营部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重庆日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发票代码
5000162160号码00782443存根联遗失●重庆市和硕运输有限公司遗失渝AG3236道
路运输证渝交运管字500383016705作废●遗失唐兴模营业执照副本500224613477101作废

●遗失陈燕营业执照副本500224605908134作废●遗失2014.10.28发王长福执照正副本500106604116810作废●遗失北碚区龙凤桥街道龙车村民建社郑文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CQ091403050033作废●遗失重庆忆北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刻章证
明，编号50011420170503017作废●遗失2017.12.25发重庆山结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MA5YPRKN2T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