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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就是我的城市，不需要任何标签
……”昨日下午，重庆籍著名导演张一白在
鹅岭贰厂举办“镜头里的重庆”沙龙，面对
粉丝“对重庆的标签是什么”的提问时，张
一白爽快地如是回答。

目前，《张一白重庆三部曲影像展》正
在鹅岭贰厂文创公园展出，近500幅影像
作品，是张一白的电影《好奇害死猫》《秘
岸》《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在重庆取景时他
随手拍的照片。

张一白说，从2006年的《好奇害死猫》
到2016年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整整10
年时间，那些压箱底的记忆终于在此次展
览中得到梳理与总结。

从小在解放碑附近长大的张一白有很
浓的重庆情结，他的很多电影作品离不开
他的重庆生活和重庆情感架构。张一白
说，十八梯是他很早就想拍的地方，在拍摄
《好奇害死猫》时只有少量镜头。“当时很想
在十八梯多取几个景，但由于当时十八梯
人口密集，拍摄存在很大困难。”

直到10年后拍摄《从你的全世界路
过》时，张一白打听到十八梯改造前期工作
接近尾声，十八梯的石梯步道和基本架构
还在，张一白觉得机不可失。为进场拍摄，
他向渝中区有关部门寻求帮助。“没想到他
们一口答应了，还帮我们拆围墙，清除垃
圾。”张一白说，当时他拿到渝中区负责改
造十八梯指挥部的指挥长戴伶赠送的《十

八梯档案》一书，书里面有十八梯曾经的老
照片。我让美术师按照照片还原曾经的街
景，包括每家每户的店招等，最后电影里面
呈现的关于十八梯的镜头都是十八梯真实
的记忆。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有个主要场景是
电台楼，这个电台楼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
贰厂文创园里的天台。张一白说，他当时
想这个电台一定要俯瞰重庆这座城市，最
好在解放碑最高的地方。“我回重庆时，当
时贰厂负责人告诉我他们想在贰厂打造一
个文创园，邀请我去出出主意。没想到一
登上楼顶，我就决定了，电影中的电台必须

放到这里来。楼顶上看出去的风景太漂亮
了，非常适合剧情。”

在分享会上，张一白透露，新的作品
《疯犬少年的天空》正在重庆拍摄，主要取
景在自己的母校29中和解放碑。“我曾经
也想过，老是在重庆拍电影是不是有点‘扭
到费’，但是我觉得城市的变化需要记忆和
记录，这里的人和故事需要人知道。”

“年过半百，拍摄的电影也没几部了，
规划几部来拍，也是叶落归根的一种方
式。”张一白感慨地说。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何浩 毕
克勤 摄影报道

春节是个团圆的日子，重庆是座包容
的城市。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想必在外
地打拼的重庆游子和在重庆打拼的外省朋
友都在收拾行囊，准备踏上故乡的归途。

为了帮助更多的朋友免受风尘辗转之
苦，上游新闻、重庆晨报、重庆商报和重庆
晚报联合嘀嗒出行平台，发起“2019春运
公益返乡顺风车”活动，我们将免费送出价
值3万元的顺风车券，帮助重庆读者在春运
期间跨省出行。

即日起，可以登录“上游新闻”APP客
户端，在页面下方找到“活动”二字点击并
报名，生成二维码，然后再将此二维码转发
给5位以上的亲友下载注册，即可具备嘀嗒
跨城顺风车券的领取资格。届时，我们会
从后台显示具备资格的读者中，选取前300
名发送电子抵用券，每张价值100元，可用

于在“嘀嗒出行”APP上预约跨城顺风车。
嘀嗒顺风车从2016年春运开始，至今

已参与四年春运季。据了解，为保障用户
2019年春运返乡安全，嘀嗒顺风车今年在
安全机制上新增并优化“八大安全举措”，
具体内容为：春运车主资质审核升级、全新
安全护航机制、启动春运安全联系人机制、
安全专线升级为春运安全专线、更多安全
工具、春运顺风车保险保额大幅上调、免费
提供车况检测及道路救援服务、暖心推出
心安春运宝典。

嘀嗒负责人表示，对回家过年而言，安
全是头等大事。为此，嘀嗒顺风车进一步
加强平台准入机制，车主除必须完成身份
证、驾驶证、行驶证验真审核以及信用和背
景筛查外，每单还均需通过人脸识别认
证。春运车主还要求历史行程中有顺风车

接单完成记录，且过往记录良好，无严重违
规行为。同时，春运期间平台责任险对于
跨城订单的保额进行了大幅上调，每订单
每人赔偿限额上调至30万元，每订单每次
事故赔偿限额上调至60万元，为平安返乡
提供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车主与乘客有
更好的使用体验，嘀嗒顺风车在2018年持
续优化匹配算法，旨在增大2019年春运合
乘率。同时，嘀
嗒顺风车将预约
时限扩大至 30
天，为有需求者
提供充足的合乘
匹配时间。

上游新闻记
者 马亮

看上游新闻，嘀嗒顺风车免费送你回家
300张跨城顺风车券免费派送，邀亲友下载APP注册即可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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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第三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刘艳、刘莉媛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件，案号为渝中
劳人仲案字〔2018〕第1640-1643号，现依法公告送达申请
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9年4月17日上午9：30
时在仲裁（二）庭（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和平路211号）开庭审理此
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畅游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35562571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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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

宝润来公司渝BY2700营运证500222042745遗失作废。
鸿普公司渝BS9306营运证500103035120遗失。重庆玉囤
矿业有限公司渝BV1183营运证50011003465遗失。重庆
丰圣物流有限公司渝D24361营运证500110083647遗失作
废。丰荣公司渝 BQ8066 营运证 500110009704 遗失注
销。重庆华旭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中华遗失安全证，编
号2014156，作废。重庆市原万盛区文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
寿分公司：渝BP6691营运证号500115048537遗失作废。
渝B97803营运证号500115047049遗失作废。渝AB035挂
营运证号500115047049遗失作废。重庆凯俊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渝D16909营运证号500115053314遗失作废。重庆巨金物
流有限公司渝D16909营运证号500115053314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陌犁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93395619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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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仿若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588902629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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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存心堂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32231666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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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菲尔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5U3K9W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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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丹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79070116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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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瀚宇睿盛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41K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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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维鸿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

“本专业合作社”）2019年1月30日全体成员决定，本专业合
作社决定解散，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四十三条之规定，
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专业合作
社申报债权，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冯科
注销公告：重庆行裂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9MA6025U895）经
股东会研究决定拟将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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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债务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企达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22165596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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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

佳驰物流公司渝BN6560营运证500110069379遗失作废
重庆公运六公司渝B30L11营运证500108016329遗失作废
重庆公运南岸分公司渝 D629V3 营运证
500108029352遗失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重庆市巴南区大宗商品交易商
协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500113MJP552125L，巴
民社证字第238号）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1月
31日起45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股东大会研究决定，重庆博傲吊装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MA5U5RLQ0L）拟
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大写：伍佰万圆整）减至100万元
（大写：壹佰万圆整），特此公告

重庆博傲吊装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2019年1月31日
遗失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开给江苏神华药业有限
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
联.抵扣联）发票代码5000182130
发票号码08229902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舒奔丝绸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UA5247J，经
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务
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
手续。2019年1月3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鸿鑫杰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339652964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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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

重庆市荣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市荣昌区富利煤业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蔡长成申请你公司工伤保险
待遇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渝荣劳
人仲案字（2018）第118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
书裁决结果如下:一、由被申请人重庆市荣昌区富
利煤业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蔡长成一次性伤残就
业补助金69，862.5元；二、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
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你公司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
定的情形之一的,可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
日内,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重庆市荣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月31日

重庆恒大优活城项目遗失收据一批，刘强秀
6-3-301 编号：0082011 金额：21352 元
编号：0157222 金额：42703元; 梅继伟6-
3-302 编号：0082012 金额：23482元 编
号：0157220 金额：46963元 ;徐培琴6-3-
318 编号：0082014 金额：21352元 编号：
0157221 金额：42703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美缘壹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MA5U72U7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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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美缘壹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1月3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优译翻译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5339562037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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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学林温泉开发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586856673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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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四川省眉山精诚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本委受理朱陶建与你公司因劳动报酬、赔
偿金引起的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由
于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碚劳人仲案字〔2018〕第1258号）仲
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委领
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决，可于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本裁
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遗失汤峰记者证，编号：B50000255000082声明作废。●陈雨建筑起重机械司机渝A042014026311遗失作废●李坤友建筑起重机械司机S证渝A042013020950遗失作废●遗失李成明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1027889作废●重庆启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遗失中信银行重庆分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
账号7421010182600447686核准号J6530051279901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茂 柯 建 筑 工 程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壹 枚（编 号
5001092008656）、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92008657）声明作废●重庆市祚山心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068251017Q，2018.10.9核发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圣戈班韩格拉斯世固锐特玻璃（上海）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公章
（编号5001001040589）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001040590）声明作废●重庆一本道广告有限公司遗失招商银行重庆洋河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123906731710101核准号J65300554331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昆拓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65017954，声明作废●遗失王民生重庆市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证声明作废●重庆鼎善医院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兴业银行重庆北碚支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346180100100041077核准号J6530064324302声明作废●赵正明:身份证号510212195803090812遗失医师资格
证书，证书号199850110510212580309081声明作废●永川区谢辉诊所公章遗失，印章编码
5003834013148，谢辉法人章遗失●遗失2018.10.30核发的重庆安迪骄阳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备案通知书（渝两江）登记内备字【2018】第064013号声明作废●遗失渝A00G39营运证500112018600作废●遗失重庆市铜梁区德章苗木种植场和铜
梁区金桂园休闲度假村公章作废●遗失渝北区广佳建材经营部银行开户许可证J6530054368101、
营业执照正副本 92500112MA5UAU2H1U 作废●遗失璧山区恒通汽车修理厂重庆增值税专用
发票代码5000183130号码01639223作废

● 遗 失 大 渡 口 区 罗 罗 餐 馆（识 别 号
92500104MA5UHEWWX7）发票领购簿作废●遗失重庆市渝北区豆豆网吧网络文化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500112200184作废●遗失2015.10.14发重庆市璧山区回归门业有限责任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0661820898作废●遗失重庆砼鑫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二
联）代码050001800104号码08626839、08626840作废●遗失丁聖纹营业执照正本500107600429011作废●遗失重庆市綦江区精合丰蓖麻股份合作
社2012年 03月 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500222NA000458X声明作废●遗失郑皓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274342声明作废●遗失2014年9月10日核发的江北区王小龙卤制品经营部
（王龙）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5603259058，声明作废●遗失2015年11月16日核发的江北区观音桥王龙卤菜店
（王龙）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5606661494，声明作废●遗失2016年6月3日核发的重庆凌众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577187287H，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道渝园林仿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九
龙坡区中梁山支行开户许可证:J6530000788801作废●遗失声明：遗失张健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
证书，证书编号：00213626，声明该证书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新盛创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B6MN84）股东会
议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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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

7261573924.1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901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8 10 15 17 18+01 08

奖 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6注
0注
80注
27注
1043注
311注

每注奖金
7771123元

--元
94273元
56563元
2868元
1720元

应派奖金合计
46626738元

0元
7541840元
1527201元
2991324元
53492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903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8 3 8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903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8 3 8 1 5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901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1 3 2 2 2 2 1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1月30日

2 8 0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9030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1月30日

基本号码
04 05 29 08 10 14 24

特别号码
22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90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