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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老重庆

重庆晚报记者获悉，此次展览展示了上千
幅照片，展现40年来的重庆在政治、经济、文
化、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文献与影像。整个展览
分为重庆时间、重庆通道、重庆智造、重庆向新
和重庆表情等多个板块，展出时间持续到29
日，大家可前去免费观展。

在展览中，一幅长达18米、宽约70厘米的
长江三峡写真长卷就是从2003年三峡工程蓄
水前，从3500米的高空对长江三峡的真实写
照。这张写真长卷从奉节开始，沿着长江一直
到湖北宜昌，用1200张底片忠实地记录了长
江三峡193公里的每一寸土地，保留了长江三
峡亿万年原始风貌的最后倩影。

照片作者之一徐为民告诉记者，这张长江
三峡实景全貌由他和另外3个摄影师完成。当
时由于三峡即将蓄水，长江三峡两岸的居民正
在搬迁，就想用镜头全景记录未被淹没的长江
三峡两岸的地理、环境、风光。

“当时我们花了一个上午，租用一架农用飞
机，从湖北荆门到重庆奉节，在3500米的高空飞
了两个来回，用哈苏相机拍下了几千张底片。”徐
为民说，3000张底片都要编码，然后通过高精度
扫描，选用后电脑拼接，最后完成了这幅作品。

“前年在平遥展出过一次，当时是30米的长卷。”
索道、缆车是重庆3D魔幻城市立体交通的

代表。展览上，摄影师用镜头记录的望龙门缆
车、两路口缆车、嘉陵江索道、凯旋路电梯等老照
片，勾起了不少市民的回忆。

除了缆车、索道，重庆的立体还表现在桥。
展览上，重庆第一座长江大桥——建于1959年
的白沙沱长江大桥，1966年竣工的嘉陵江大桥，
20余座重庆代表性的两江大桥影像呈现出来。

“这二十几座桥不仅展现了桥都风貌，更记
录了这些大桥建设的时刻。”这些跨江大桥的拍
摄者黄河告诉记者，从开建到完工，他用照片记
录了每座桥梁建设的全过程。

重庆晚报记者 何浩 毕克勤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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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公 告

写字楼招租
位于牛角沱轻轨

旁写字楼 1700 余㎡
（每层570㎡），设施齐
全，交通便利，可整体
出租也可分层出租。
有意请联系：63076536

遗失声明
重庆中海海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人彭晓波，身份证号513125196401080017，缴

纳中海海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房诚意金，因本人不慎将收据遗失（收据编号为
CQTS027，金额50000元）,验证码：6eflb5dd-ccad-4139-ad58-745a8778426c现声明
作废。由此产生的任何经济纠纷与法律责任由本人自行承担，与贵公司无关。

声明人：彭晓波 日 期：2018.8.15

遗失声明：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彭水
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分局遗失重庆市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31份（票据编号：7904670085，
7904670325， 7904670659， 7904670907，
7904670923， 7904670931， 7904671336，
7904671512， 7904671598， 9870436352，
7952059846，751301411X- 7513014179，
7513014267，7513014283- 7513014339，
7513014726， 7513014750， 7029577447，
7029577453，7029578634，7029579151）声明作废。

重庆市老年大学遗失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99份，号
码 ： 615022201、 615022202、 718397734、
718397969、718397970、718398031、718398033、
718398034、718398038、718398041-718398045、
718398048、718403135-718403137、728121717、
728121718、728129127、728130320、728130321、
758181351-758181361、758182044-758182048、
758186020、765336460、770318022、770319206、
770319222、770319223、770319226、770319271、
790424602、790424802、790427921、790427970、
793980493、793982423、793982434、793982640、
775176012、775176013、775181905、775176821-
775176853、775177530、775178002、775178891、
775179634、775178067、775178366、775178967、
775178968。声明作废。

公告
“和记黄埔地产杨家山项目（三期）”建设项目位

于南岸区杨家山片区（南坪组团E10-2/02、E11-
1/03）地块。建设单位是和记黄埔地产（重庆南岸）
有限公司，现建设单位对原规划批准的烟道和围挡
进行局部调整，重庆市规划局南岸区分局将于2018
年8月17日－8月23日在“和记黄埔地产杨家山项
目（三期）”建设项目现场和售楼部对调整情况进行
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到“和记黄埔地产
杨家山项目（三期）”建设项目现场和售楼部查看。
联系人：郑仙林 联系电话：62605118 2018年8月14日

遗失声明: 陈施吉遗失贵州赤水恒
信置业有限公司的收据一张，该收
据编号为0079005，该收据为空白
收据，声明作废.2018年8月16日

个体工商户曾传兰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渝
税字512226197212063002号）声明作废
曾传兰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500113600258182）声明作废。

解除劳动关系公告
李在君，男，生于1972年7月，掘进队员

工，身份证地址：南川鸣玉镇丰岩乡正阳村8
组，2004年5月参加工作。2008年5月与公
司签订无固定劳动合同，从2017年11月15
日起一直无故旷工。

胡成能，男，生于1974年8月，采煤队员
工，身份证地址：南川区南城半溪河村，2007年
3月参加工作。2008年5月与公司签订无固定
劳动合同，从2018年3月20日起一直无故旷工。

何国元，男，生于1972年5月，掘进队员
工，2008年8月参加工作。2009年8月与公
司签订无固定劳动合同，从2018年2月27日
起一直无故旷工。
重庆市南川宏能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8月16日
●遗失人保财险龙宝支公司，机动车交强
险保单 PDZA201750020000104304
保单印刷号：50001700728638，作废●遗失人保财险经代部，机动车交强险保单
AEDZAA2013Z00，流水号：50001700597433，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煜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67335425X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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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黄登家具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1070004406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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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事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号 500222000577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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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遗失广州威拓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开具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
联 、抵 扣 联），代 码 4400173130，号 码
19700137， 19700138， 19700139，
19700140，19700141，特此声明。

遗失北碚区华洋灯具厂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碚支行同兴
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73731601， 账 号 ：
070901012001001098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正得时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69655773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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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忠志，男，55 岁，汉族，身份证号：
510213196306072032， 病 历 号 ：
19007806，遗失重医大附一院宁养院麻
醉药品使用知情同意书，特此声明
刘天祥遗失重庆市璧山区住院医
药费专用收据一张，开票日期：
2018 年 1 月 15 日 ，编 号 ：
006265946，合计金额：20981.32
元，特此声明第一联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彭水鑫坪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3500243MA5YRBPY1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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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忠县春霞建材销售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056482651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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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杰客隆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090035901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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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重庆宝疆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31MA5YN0TX7D）股东会决定，
现将注册资本从660万元减至10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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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给
天津泛艺国际货运代理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
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5000182130，发票号码：04860669，金额：
431407.00元,特此声明第三联发票遗失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区渝鑫金属活动板房厂：

本委受理何锋与你单位工伤保险待遇争议一案，
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1960号。因无法直
接或邮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
二十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
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
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
送达。现定于2018年11月1日上午9时00分在重庆
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6室
（二号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
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8月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速必达快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331666683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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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林泰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30487307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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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公告：以下人员的二级建造师注册印章：
李冠臻，编号：渝243141653083 侯俊丽，编
号 ：渝 231131339832 朱 小 波 ，编 号 ：渝
240121754779 贺 海 林 ， 编 号 ： 渝
213121334190 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久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以下车辆车主长期脱离
公司监管，驾驶人员拒不参加公司定期组织的安全培训学习，不按规
定进行强制安全检查和年审。拒绝按规定强制保险，处于长期脱保状
态。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现特登报申请车辆牌证公告作废。渝
BA183挂渝B8701挂渝B8911挂渝B7130挂渝B8533挂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江津区美括环卫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U4EB5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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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汇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失在中国
银行西彭支行开户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9281701，账
号：111615526956）；遗失单位公章，印
章编号：500107000101022；遗失财务
章，印章编号：500107000101022，遗
失法人私章：陈雪梅。声明作废。

重庆四唐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开户
许可证，编号：653000943780，核
准 号:J6530046736901，账 号:
11163958288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陪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税号91500000203193519M）增
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发
票 代 码 5000172130 发 票 号 码
0320694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铜梁区团碾加油站（纳税人识别
号：91500224693933734W）增值税专用发
票（中文三联无金额限制版）发票代码
5000172130，发票号：08847766-08847771
共六张，特此声明
声明：铜梁区牛三签餐馆遗失2016年07月04日
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4608091297；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22519871209652601 ；
遗失手工发票：，发票代码150001620531发票号
05030951-05031000，声明作废
佳鼎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AN7812营运证
500105001473遗失作废
森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9691挂营运证遗失作废
公 运 长 寿 分 公 司 渝 BT1885 营 运 证 号
500115054206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捷建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500110010170作废。重庆连庆物流有限公司渝
BS5800 营运证 500110030581 渝 A95769 营运证
500110049552遗失作废。浩天公司渝BS8611营运
证500110048691遗失作废。元仁公司渝D15499营
运证500110088472遗失 。重庆瀚鸿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渝 BG3788 渝 BG3766 渝 BG6221 渝 BG9202 渝
BG9631渝BH1360渝BH3093渝BG7662营运证灭
失注销。国弘公司渝BS9566营运证500110022438
遗失作废。鑫奥公司渝BX5358营运证遗失作废。恭
喜发财物流公司渝A92006营运证遗失。鸿山公司渝
D6T768营运证500115043947遗失。黄金钾公司渝
BM9923 营运证 500110052280 遗失。和诚公司渝
BR7209 营运证 500110070894 遗失。拓金公司渝
BV2222营运证500110040950遗失。

遗失重庆倬方岩土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7月1曰开给中铁二院重庆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码
5000181130发票号码02676555号02676556
号第二联抵扣联.第三联发票联.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市旭科电器销售有限公
司开具给重庆明睿福摩托车有限
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联和第
三 联 ，代 码 5000182130 号 码
05500239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涪柴全景机车制造有限
公司2018年8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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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炳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景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8
年8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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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炳
重庆瓷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南岸区分公
司（税号 91500108305202367F）遗失
2008版增值税普通发票（二联无金额限
制版）1份，发票代码5000171320，发票
号码0793330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志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2018
年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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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胜
重 庆 旭 沃 电 子 商 务 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500106MA5U7HP4XA）遗失通用手工发
票（三联百元版190mmX105mm）50份（发
票 代 码 150001620531，起 止 号 码
06422951-064230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赢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统一信用代码91500240MA5UJ1GF4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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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富裕惠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
一信用代码91500118MA5UJX891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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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綦江区志强艾灸条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MA5UHF6C3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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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
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禾顺行进口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3052871883）股东会决
议决定解散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
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重庆禾顺行进口贸易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经重庆迅博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9MA5YNDK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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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黄淑碧，51022119710627342401，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
●遗失刘远迅工程师职称证，编号01050114130声明作废
●遗失原潼南县向胤松室内环保服务部营业执照正副本
500223200016840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00223584295518作废
●遗失龙湖人家彭水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编号JY25002430033108，声明作废
●沙坪坝区尧舜日用品商行遗失2009年3月30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600152798声明作废
●遗失2010年4月20日核发的重庆市天秀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2000025202声明作废

●重庆路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
保险专用发票，发票代码5000172320，号码16305463声明作废
●渝A19T39营运证500100015882遗失作废
●重庆云安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747497326X），《发票领购薄》遗失，特此声明！
● 重庆国武汽车运输发展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
BM1787脱离公司监管不参加定期审验、牌证公告作废
●工贸实业公司渝A06T10遗失营运证500100013347行驶证作废
●遗失重庆市南川区白沙镇千里村民委员会公
章，编码:5003842000611,声明作废
●重庆索特盐化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经营者代码5000742898884,备案表流水号00104916,声明作废
●遗失蒋世芬营业执照正本500226600049091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市贵娥餐馆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编号JY25001160008341声明作废
●遗失肖愉千警官证111052作废
●遗失璧山区瑞吉大酒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JY25001200047032作废
●遗失桐君阁大药房南岸区合心药店药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证号：渝CB00900186作废
●遗失南川区吴明药房药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证号：渝DA0180416作废
●遗失重庆运芳商贸有限公司印章
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
●遗失2015.1.6发吴秀明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2700132348作废
●遗失2017.3.3发廖敏芝执照正本92500117MA5UCXHC5E作废
●遗失重庆市瑞源消防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机构
信用代码证G1050011801337110W作废
●遗失永川区桓域装饰设计室税务登记证副
本510281198208220738作废
● 遗失永川区亮丽汽车维修部（识别号
51022919760512329601）发票领购簿作废
●遗失夏志庆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12600498281作废
●遗失王其龙营业执照副本92500226MA5XEF8P9Q作废

●遗失彭光文营业执照正本500384600168203作废
●遗失王广明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9609647070作废
●王广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渝
交运管许可字500109009681作废
●个体工商户江丽遗失于2015年3月31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260073273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三得建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00223007424312）、公章作废
●遗失王建华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9600231197、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15197607265716声明遗失
●遗失盛云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0548259138）声明作废。
●重庆特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机动车合格证，合
格证编号：WBG064000336256，声明作废
●刘小平遗失2012年07月24日核发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10600115253作废。
●遗失王木书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
号：33032619670919291301，声明作废。
●遗失罗渝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3019720402391902作废
●遗失广州点今广告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在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铜梁支行开户许可证J6530083043401作废
●遗失重庆言必行商贸有限公司潼南分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500223300001442声明作废
● 遗失郑名山500223198707010692徐英500223199103113046
于2018年7月20日在潼南区妇幼保健院生一子郑熠然出生证作废

见证
重庆

蓄水前的长江三峡全
貌、望龙门缆车、上世纪80
年代的重庆街头、重庆的
跨江大桥……昨日，2018
重庆（国际）影像文化节在
重庆美术馆正式开幕，作
为影像文化节的首个展览
《见证重庆——大型影像
文献展》随之开展。

▲新大桥形象大全

▲策展方把一些老照片与长江三峡写真长卷配在一起，让观众更好解读。

◀鹅公岩大桥

◀坐缆车
到码头等
轮渡

▲建设中的菜园坝大桥

▲两路口缆车站

▲白沙沱长江特大桥

▲留在记忆中的嘉陵江索道

◀摄影师徐为民介绍长江
三峡写真长卷摄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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