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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女性

3年多前，不少读者通过
重庆晚报的报道认识了教过贝

克汉姆踢毽、编过花毽教材的邓丹。
去年底，手工制作鸡毛毽的非遗传承人
李兴兰，又把这项传统技艺带上了重庆
晚报慢新闻。通过报道认识李兴兰的人
里，有邓丹，而想一睹邓丹花毽女神风采
的，也自然有李兴兰，这两位花毽高手
就这样隔空惺惺相惜着。前日，她
们俩终于见面了。重庆晚报-
上游新闻记者 李卓然

钱波 摄影报道

1 惺惺相惜
以毽会友

南山壹华里非遗集市，54岁的李兴兰趁
着雨天游人不多，赶紧打扫起自己的手工鸡
毛毽铺面。因为有位花毽爱好者要来拜访，
知己不多，她要好好准备。

李兴兰听记者说起来访者是邓丹，她吃
了一惊，“哎呀，我很早就在电视上看过，她踢
毽踢得太好了，原来她是重庆人啊。”而邓丹
了解到李兴兰，是最近在网上寻找重庆的制
毽人，偶然看到去年底重庆晚报的一篇报
道。邓丹告诉记者，自己平时也制作花毽，参
加各式花毽比赛和活动时，几乎都是自备花
毽，虽然取得了不少荣誉，但对于更“合脚”的
追求没有断过，这也是她来拜访的目的。

热情的李兴兰从自己的作品中挑出一盏
鸡毛毽，跟邓丹切磋起来。李兴兰将毽子抛
在半空，右脚内侧接住开踢，施展平踢技法，
一气呵成，任凭花毽在空中如何快速翻转，她

都能找到落点继续踢起，尽展几十
年的功底。邓丹则不愧是

中国花毽第一人，
一段即兴的花式

踢法，不拼速
度、个数，却
叫人眼花缭
乱，花毽似乎
绕着她周身

翻飞，就是不落
地，每每接近地面，总
能被她的脚背“吸

住”然后继续
翻飞。

接下来，李兴兰将邓
丹拉进自己的店子，“快来帮
我看看，有哪些需要改进
的？”面对花毽高手，李兴
兰很谦虚。但在做毽子
这件事上，她才是真正
的高手：作为手工羽毛
毽传统制作技艺的第五
代传承人，李兴兰的产
品有8大类 30多种，集
翻转性好、稳定性好、连续
性好、毽托弹性高、形态美观
和易于控制等优点于一体。从
选料到制作，一个手工羽毛毽成品
需要经过二十几道工序，纯手工制作。2017
年，李兴兰被渝中区政府和渝中区文化委评

为该区的手工羽毛毽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
人。去年底，李兴兰传承的手工羽毛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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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事业部高石127井
钻井工程环评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高石127井钻井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委
托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有关规定，公开下列信息：

一、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和途径 可在 http://
www.eiafans.com/thread-1204556-1-1.html下载，也可
电话联系获取纸质版。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
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征求内容为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及建议，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无关的意见，不属本次征求意见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 可在 http://www.eiafans.com/
thread-1204530-1-1.html下载。

四、公众提出意见方式和途径 网络下载公众意见表并
填写意见，可通过电子信箱提交（19428422@qq.com）或邮
寄（重庆市渝中区经纬大道784号，黄德彬17783079306）。
五、公众提出意见起止时间 2019年3月7日至3月20日。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事业部 2019年3月7日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事业部高石128井钻

井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高石128井钻井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委

托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开下列信息：

一、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和途径 可在 http://www.eiafans.
com/thread-1204557-1-1.html下载，也可电话联系获取纸质版。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
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征求内容为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的意见及建议，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无关的意见，不属本次征求意见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可在http://www.eiafans.
com/thread-1204530-1-1.html下载。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可通过前述网络链接
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意见，填写完成后的意见表可通过电子
信箱提交（19428422@qq.com）或邮寄（重庆市渝中区经纬
大道784，黄德彬17783079306）。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年3月7日至3月20日。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事业部 2019年3月7日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事业部高石129
井钻井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高石129井钻井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委
托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开下列信息：

一、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和途径 可在http://www.
eiafans.com/thread-1204558-1-1.html下载，也可电话联
系获取纸质版。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
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征求内容为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及建议，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无关的意见，不属本次征求意见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可在http://www.eiafans.
com/thread-1204530-1-1.html下载。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可通过前述网络链接
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意见，填写完成后的意见表可通过电子
信箱提交（19428422@qq.com）或邮寄（重庆市渝中区经纬
大道784，黄德彬17783079306）。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年3月7日至3月20日。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事业部 2019年3月7日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事业部高石130
井钻井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高石130井钻井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委
托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开下列信息：

一、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和途径 可在http://www.
eiafans.com/thread-1204559-1-1.html下载，也可电话联
系获取纸质版。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
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征求内容为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的意见及建议，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无关的意见，不属本次征求意见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可在http://www.eiafans.
com/thread-1204530-1-1.html下载。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可通过前述网络链接
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意见，填写完成后的意见表可通过电子
信箱提交（19428422@qq.com）或邮寄（重庆市渝中区经纬
大道784，黄德彬17783079306）。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年3月7日至3月20日。
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勘探开发事业部 2019年3月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斯巴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35563898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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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公告
我单位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不慎遗失，该

证书统一社会代码为12500000595185728U，有效期
为2016年9月7日至2021年9月7日，特声明作废。
重庆市沙坪坝国土事务中心 2019年3月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风之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MA5U39RJ13)股
东会研究决定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19年3月8日

废旧设备处置公告
我公司现有一批废旧设备需处置，处置方式

采用整体打包，公开竞卖方式进行。欢迎有意向
的单位于2019年3月13日上午9点正，携带公司
资质证明前来我公司报名，过时不待。
地址：重庆市巴南区花溪工业园区建设大道1号
建设工业一号门
联系方式：黄老师18723347272 2019年3月7日

遗 失 人 保 财 险 重 庆 市 分 公 司 车 险
营 业 部 车商业务一部保单1份，交强保
单识别号 ：AEDZAA2013Z00，保单
印 刷号：50001801179067，保单号：
PDZA201950010000147109，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嘉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盛成兴诉你司计时计件工资、解除
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争议一案，已于2019年1月30日
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2688
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一、由被申请人重庆嘉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盛成兴
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2018年6月至2018年
8月工资62595.11元、2018年9月1日至9月26日
工资6041元，以上共计68636.11元（大写：陆万捌
仟陆佰叁拾陆元壹角壹分）；

二、驳回申请人盛成兴的其他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

达你（单位），从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
发生法律效力。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
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3月8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嘉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袁鸿诉你司劳动争议一案，已于
2019年1月30日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
字（2018）第2687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由被申请人重庆嘉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
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袁鸿2018年
6月至9月30日的工资共计54730元（大写：伍万
肆仟柒佰叁拾元整）。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
送达你（单位），从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
即发生法律效力。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
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9年3月8日

遗 失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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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邬小丽（南岸区浪漫屋酒店管理服务部）遗
失于2017年6月1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5UMPQE15声明作废。●南岸区浪漫屋酒店管理服务部遗失发票领购簿，
税号：92500108MA5UMPQE1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太能特（重庆）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股东研究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
由500万元减少至200万元。请债权人自
减资公告之日起45日内，持有效证件到公
司办理相关法律手续。2019.3.8

减资公告：经重庆军平龙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339544795E）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50万元减至2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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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8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嘉耀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YPH7T17）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减至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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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小辣妹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3305010226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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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8日
注销公告：经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祥浩餐具消毒配送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0062895989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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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8日
减资公告：经股东决定，重庆嘉雍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YU6RJ4B，
拟将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减少为2000万元。请
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2019年3月8日
重庆市递谊物资有限公司渝北区
分公司遗失建行重庆渝北支行流
星花园分理处开户许可证，账号
50050108420000000070，核 准
号J6530069480401，声明作废
重 庆 惠 康 润 泽 糖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税 号
91500118MA5U9MUDX3）遗失江西九春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税号913601033432379316）开具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第2联，第3联）1份（发票代码
3600171130，发票号码05247017）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玄黄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6305189852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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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玄黄广告有限公司 2019年3月8日

遗失2018年11月8日成立的重庆市大足区旗袍文
化协会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1500111MJP583327P，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大足区旗袍文化协会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凯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税号 91500116331686385G）开
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2份
（发 票 代 码 5000174320，号 码
04242907、04242908）特此声明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嘉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刘杰诉你司计时计件工资、解除
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争议一案，已于2019年1月
30日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
第2689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一、由被申请人重庆嘉庆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刘杰
2018年6月1日至8月31日工资共计18378.09
元（大写：壹万捌仟叁佰柒拾捌元零玖分）；

二、驳回申请人刘杰的其他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

达你（单位），从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
发生法律效力。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
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3月8日

万鑫药房沙坪坝区襄正药店 (税号
500106L31686861)遗失通用手工发票
（三 联 百 元 版）50 份（发 票 代 码
150001620531，起止号码 06395276-
06395325）及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

遗失合川区冯应其餐饮店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51022619730813653401，通用机
打发票代码150001320410、号码
00019101-0001920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吉运机械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MA5YNH3E26）股
东会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至150万元
整。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巫山县腾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7585722438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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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德远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3953797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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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昱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通用定额
发 票（贰 元版）代码 150001623824 号码
15851201-15851300、15851401-15851500、
通用定额发票（伍元版）代码150001623825号
码13848201-13848300作废
遗失重庆市合川区润今副食经营部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500117597967619、
通用手工发票（三联百元版）代码
150001120531 号 码 20558977-
20559000作废

遗失重庆三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账号312003010400132823）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璧
山璧城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69781201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嘉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廖江波诉你司计时计件工资、解除
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争议一案，已于2019年1月30
日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
2686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一、由被申请人重庆嘉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
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廖江波2017年
11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工资共计173301.31元
（大写：壹拾柒万叁仟叁佰零壹元叁角壹分）；

二、驳回申请人廖江波的其他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

达你（单位），从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
即发生法律效力。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
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3月8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嘉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邓丽莹诉你司计时计件工资、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争议一案，已于2019年1月
30日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
第2690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一、由被申请人重庆嘉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
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邓丽莹2017年
11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工资共计234020.92
元（大写：贰拾叁万肆仟零贰拾元玖角贰分）；

二、驳回申请人邓丽莹的其他仲裁请求。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

送达你（单位），从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
即发生法律效力。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
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3月8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耘农 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于2018年10月23日受理的夏梦诉你司
计时、计件工资争议一案，已于2019年2月13日
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
2692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由被申请人重庆耘
农昇科技有限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支付申请人夏梦2018年6月1日至30日的工资共
计3500元（大写：叁仟伍佰元整）。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
送达你司，从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对本裁决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
法律效力。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当事人
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3月8日
遗失九龙坡区九龙园区德贵石材经营部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九龙园区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3252601，编
号 ： 6530- 00637887， 账 号 ：
11021875206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雄坤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在中国银行石坪桥支行的基本存
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29181201，（ 账 号 ：
111615518254），声明作废。

声明
现我公司“ 黄龙花园零星（四）装饰项目”、“原西南药业

成都公司厂房改造项目”、“长寿湖平安停车场卫生间、超市
及青条石梯步修建等零星装饰项目”、“武陵山森林公园银
杏楼装饰项目”、“黄龙花园二期1#楼1-4层装饰项目”、

“黄龙花园二期项目景观（硬景）工程项目”、“武陵山天语宾
馆加层会议室钢结构及室内外装饰项目”，以上七个项目已
完成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并已办理完竣工结算。以上项目所
有农民工工资、工程人员工资、所有的材料款、设备租赁费
用等已全部支付完毕。若与上述七个项目有关联的债权债务、
工资、材料款、租金等未结清的单位或个人，请于30天内与我公
司联系办理。逾期未前来办理者后果自负，我司将不承担任何
责任。联系人：唐先生 电话：023-63323006 ，地址：重庆
市渝中区北区路26号富城大厦A座15楼。
重庆中爱利东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3月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爱莱特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327721985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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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九龙坡区友信会计服务有限
公司（注册号500107000074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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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8日
重 庆 靖 恺 园 林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91500107MA050EP9H）遗失已开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
票联、抵扣联）7份（发票代码5000164160 发票号码01482459、
02045776、02045775、02045778、02045777；发 票 代 码
5000183160发票号码00223336、00223337）特此声明
荣昌世界城遗失房款收据第四联，票号：f5139036、f5140608、
f5140609、f5139097。房款收据第三联，票号f0823595，房款
收据第一、二联，票号01003620。股份收据第二、三联，票号
9609731,金科股份收据第二联，票号：9156910，遗失荣昌礼悦东
方金科股份收据，票号9611960,四联全部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荣昌区千程花椒种植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6MA5YYP65XX）
成员大会决议，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
之内向本社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添梓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8MA5UAX0B8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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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8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欣恒宾馆有限责任
公司2019年3月7日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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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利川
重庆庆速商贸有限公司（税号
500903660874598）遗失空白通
用手工发票三联百元版25份（发
票起号码：01913951，止号码：
0191397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渝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762661788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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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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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666432301C的重庆飞
卓科技开发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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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飞卓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3月8日
声明：我公司建造师陈平，身份证号，
51021219720414****，于2014年注册重庆
云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现注册证和注册印
章遗失。注册证书编号，00827514，注册印
章编号：渝235121332622（1）声明作废
重庆腾耀物流有限公司渝GB3096，渝G25029
车辆未按规定进行年度审验，已达不到安全行车
条件，请车主于见报之日起3日内与公司联系，逾
期公司将以灭失车输处理，同时注销其营运资
格，并报车管部门办理注销手续，特此公告！

车与物流公司渝D80765营运证500110092622遗失作
废。茂森物流公司渝D05259营运证遗失。齐源公司渝
AF378G营运证500222053108遗失作废。伟伦公司渝
BM7668营运证500103023782遗失作废。巨晟公司渝
BL0866 营运证遗失。国弘公司渝 BV3230 营运证
500110062611遗失作废。景泰公司渝BG7227营运证
500103042819遗失作废。和弘公司渝D18463营运证
500110083465遗失作废。慧鸿公司渝D67653营运证
500222087114遗失。锦豪公司渝D71604营运证遗失。
公告:重庆市骏宇运输有限公司以下19台车辆，即日起登报
灭失注销，特此公告。渝GBO328渝GB2781渝GB1011渝
GB1157渝CH1816渝GE6618渝GB5971渝GB3005渝
CB3631 渝 C15115渝CB5367渝GB1071渝GB1872渝
GB1986渝GB2037渝G17662渝GF1719渝GB6016渝
GBI667。高裕昌綦江分公司渝BN0893营运证遗失。九恒
公司渝D85517营运证500115058387遗失作废。银展
公司渝BN0762营运证500222033954遗失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耘农 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于2018年10月23日受理的陈露诉你司
计时、计件工资争议一案，已于2019年2月13日开
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2691号
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由被申请人重庆耘农昇科技
有限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
人陈露2018年 6月 1日至 7月 12日的工资共计
4948元（大写：肆仟玖佰肆拾捌元整）。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
达你司，从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
本裁决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
生法律效力。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当
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3月8日

通 知
原重庆天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职工唐高阳（身

份证号：51021819811004****），你已于2016年3
月1日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但你的二级建造
师注册关系并没有转走，请于2019年3月15日前
与公司取得联系办理相关转出手续，否则公司将申
请强制注销。特此通知

重庆天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号
为500105000602498的重庆领创物流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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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领创物流有限公司 2019年3月8日
注销公告：重庆焱利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7MA5U4M9B2J）经公司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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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焱利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3月8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
号为500901000014716 的重庆莹镜商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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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莹镜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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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MA5YX2N92D 的重庆浅
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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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浅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019年3月8日

●遗失刘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证书，证书编号：15281527声明作废●遗失张佳桥重庆职工医学院毕业证书，证
书编号：517555200206001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050001700107发
票号码：51401624，51401625，51401626声明作废●遗失2011年5月26日核发的个体户霍新周（大渡口区新燕
石材厂）（注册号500104600140298）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睿知通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
5001137106852）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37106853）声明作废●重庆福士拓计量检测有限公司遗失招商银行重庆鲁能星城支行开户
许可证账号123908533910601核准号J6530068895601声明作废●遗失2017.4.26核发的重庆旋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0MA5UHWBDXQ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周廷华渝HC0376税务登记证正
本，税号513525196711075450，声明作废●王素琼渝BM1906道路运输证500103026066遗失作废●重庆市渝北区龙豪度假村财务专用章遗失作废●张原玮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渝A042015033772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大学钟臻研究生学生证：证号20131702101作废●遗失潘彦灼营业执照正本500107603942416作废●遗失谭莉重庆医科大学护理学专业本科毕业
证及学位证：证号106311201805003329●九龙坡区九龙园区太熟悉三合鱼店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
代码050001700107号码57047488-57047500,声明作废●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杨新增律师执业
人员实习证遗失，证号：56971808110886，声明作废。●钟静昭遗失重庆市高新区医院住院发票，发票
号:000656465单据号:T0000077声明作废●遗失巫溪县滨河北路新世佳宾馆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38MA605UDD6A声明作废●遗失武隆区搏粤汽车修理厂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00232MA5YWCPQ6L声明作废●廖发刚税务登记证副本510231197007076313遗失●苏波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00226198309126517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益垦农业有限公司印章刻制、查询、撤销证明，声明作废●黄宏卓遗失重庆安邦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税号：
91500242065680641C）出具的发票（代码：5000162320、
号码：26582960）票面金额50000元、声明作废●重庆市北碚区生态环境局遗失非税票据两
张，票据号为002482610、002482645声明作废。●重庆尚上签竹制品有限责任公司遗失2015.12.21核发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345994944U作废●森勃汽车运输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1A611营运证500115046690遗失作废●遗失2004年2月25日核发的重庆市灵智弱电系统控制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12106792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夏秋影（江北区鸿祥泰百货经营部）
2015年12月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辉 烁 图 文 设 计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91500112MA5UT8M032）金税盘，编号661724759441，声明作废●重庆市宝瞳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王位)人名章，声明作废●遗失蒙德昌鑫出生医学证明编号H500190410声明作废●遗失渝北区缘份婚庆礼仪服务部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510218198109172916作废●遗失重庆鼎凌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公章一枚，编号5001078170911作废●遗失北碚星星印刷厂《印刷经营许
可证》，证号：渝碚区5006作废●遗失璧山区远利汤锅馆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JY25001200094504作废●遗失罗琼芳通用手工发票（三联百元版）代码
150001620531号码10683901-10683925作废●遗失2016.11.9发重庆佳德利物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092417742C作废●重庆龙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秦光
玲遗失股权证一本，证号317号作废●遗失龙思言出生医学证明○500045546作废●重庆臻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5002389801795，声明作废。●重庆昊文石油销售有限公司遗失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
证书副本：油零售证书第垫江2017001号，声明作废。●李华琴遗失2010年1月6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60022869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向玉琴毕业证，
证书编号126161201506000145，声明作废● 江 北 区 秦 阿 妹 火 锅 店（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2500105MA602FLDXC）遗失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荣昌区利林家具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08465860XA声明作废●遗失何有渝BZ3331营运证声明作废

●遗失郑敬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500103600128212声明作废●重庆妙泉制冷设备有限公司遗失重庆三峡银行李家沱支行开户
许可证账号0121014210003119核准号J6530085681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一：本公司印章名称为：“重庆市璧山区宗莉橡

塑制品有限公司”印章编号：5002278013065。”，现
声明该印章备案回执遗失作废。

二：本公司印章名称为：“重庆市璧山区宗莉橡
塑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财 务 专 用 章 ”印 章 编 号 ：
5002278013731，现声明该印章备案回执遗失作废。
声明人：重庆市璧山区宗莉橡塑制品有限公司2019年3月7号

作技艺又通过了重庆市级非遗的
公示。

当然，艺无止境，让高手来感
受一下有什么不足，李兴兰才有
针对性地进行改进。邓丹也没有客
气，说：“李阿姨的毽子作为工艺
品，确实是无可挑剔。但对于运动
员来说，又有其他的要求。”邓丹常
用的毽子只有一小支羽毛，尖部还明
显修剪过，“如果羽毛部分太多，那么
在踢毽时可能要高过膝盖才能完成一
个翻转。而要想踢一些花式的话，需要在很
贴近地面的部位做许多精巧的小翻转技巧，
这样就不合适，需要更精致小球的毽子，这样可以提
供更多的变化。”

李兴兰颇受启发，她告诉记者，自己在南山上的
小店开业半年多了，整体看生意还行，不过畅销的产
品以观赏、收藏类的花毽为主，适合踢的还真不多。
在李兴兰看来，制作毽子是传统手艺，但作为传承人，
她也要不断学习和创新，才能让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3 走进校园
走向坝坝

从区级到市级，李兴兰还有个愿望，就是
申请国家级非遗，问题也很现实，“现在踢毽

子的人太少了。”在与邓丹见面的前一
天，她还受邀在小学校园里教孩子踢
毽，“在我们一些城市中心的学校运
动场地不足，练跑步都只能立两个
桩绕着跑，如果能发展踢毽，就完
全不存在这些问题。”李兴兰希望
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花毽运动中
来，“我多做一个毽子出来，就多一
个人锻炼身体。”她内心更大的愿

望是，如果有更多的羽毛毽需求，她
曾经开过的厂子也能恢复起来，帮助

一些会针线活的人就业。
邓丹在重庆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工

作，负责许多项目的推广普及工作，但自
己的专长花毽却是其中最小众的一个。
邓丹介绍，情况在一点点好转，她作为
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每年要在重庆
进行3次左右的花毽运动培训，每次有
二三十人参加，虽然人数不多，但她培训
的都是各个中小学的体育教师代表，这
些教师们又能把技术带回校园，“所以现
在大中小学里各年龄段都有人参与，重
庆市的全民健身运动会上就有‘跳踢’
的项目，即是花式跳绳和花式踢
毽。”花毽在重庆的基础还是显得薄
弱，邓丹去过许多素有花毽传统的
地区，“在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的保
定，我们走在广场里、公园里，很多
人选择踢毽作为全民健身的锻炼项
目，如果哪天踢花毽的人像跳广场

舞一样多，我们就不愁这项传统体育
运动的传承了。”

2 非遗传承
也要创新

▼李兴兰
做毽子用
到的铜钱

▶邓丹向李兴兰讨
教做鸡毛毽的程序

▼ 李 兴
兰 看 邓
丹踢毽

▲最会踢毽的邓丹和最会做
毽的李兴兰合影

中年的她·坚守

英雄所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