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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中国民族音乐

据了解，该场音乐会由美国神州中
乐团担任伴奏，音乐会上，蒋璐宇演奏了
许多传统的葫芦丝名曲，比如《幸福日
子》《茉莉花》等，由蒋璐宇自己原创的一
首乐曲《山水情韵》更是让在场的观众纷
纷点赞。

国庆节前夕，蒋璐宇从美国回渝，聊
起此次在美国举办音乐会的初衷，她坦
言是为了传播、传承中国民族音乐。“让
更多的人了解、喜欢中国音乐，让世界聆
听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蒋璐宇表示，
能有这样的机会来推广中国民族音乐，
将中国民族音乐介绍给西方的观众，这
是她多年来的梦想。

“我在大学学的可是唢呐专业。”蒋
璐宇的话让记者有点蒙。吹唢呐，常见
的不是汉子鼓着腮帮在用力地吹吗？
蒋璐宇莞尔一笑，“谁说不是呢，初学的
时候我腮帮子都吹麻了，咀嚼都嫌费
力。”虽然大学专业学习唢呐，但熟悉蒋
璐宇的人都知道，她其实是位“葫芦丝
姑娘”，而且拿过不少大奖。比如，
2007年，曾获首届“哏德全杯”云南葫
芦丝、巴乌电视大赛重庆赛区少年组一
等奖。2010，她在“未来之星”全国优秀
特长生文化节艺术周暨第七届中国优秀
特长生测试、推选活动获重庆赛区葫芦
丝高中组一等奖。

旅行中的葫芦丝缘

蒋璐宇，一个文静的90后，如何成
为葫芦丝姑娘？她说，这缘于一次旅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蒋璐宇妈

妈带给女儿的信条，所以，很小的时候，
妈妈就开始带着她看世界。蒋璐宇回
忆，小学三年级，跟着家人前往丽江游
玩，满街的葫芦丝音乐飘荡，好奇的她让
妈妈买了一支葫芦丝，同时很巧地也买
了一张哏德全老师的专辑，回到重庆反
复听后，渐渐迷上了葫芦丝音乐。

你或许对哏德全这个人名不是很熟
悉，但《月光下的凤尾竹》这首曲子你应
该不会陌生，它就是哏德全的经典代表
作。哏德全是享誉国内外的葫芦丝·巴
乌演奏大师和制作大师，被誉为当今葫
芦丝、巴乌演奏的一代宗师，1986年由
哏德全大师亲手制作的葫芦丝作为国礼
赠送给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并由皇家博
物馆收藏。

女儿想学葫芦丝，妈妈也犯了愁。
“在艺术领域的兴趣爱好，我一直坚持这
样的观点，孩子要学可以，但是一定要找
对老师。”妈妈告诉女儿，吹葫芦丝最好
的老师肯定在云南，要学也只能跑到云
南拜师。

6年打飞的拜师学艺

如何才能让女儿拜师哏德全呢？“我
四处托人打听，几番周折才找到了哏老
师。”蒋妈妈回忆，当时她带着女儿到云
南拜师，哏老师非常感动，难得女儿小小
年纪就有学习葫芦丝的强烈愿望。但同
时，哏老师也告诉母女俩，重庆到云南太
远了，学起来会很麻烦。“后来我们一家
人决定，每个大小假期，都去云南找哏老
师学。”

于是，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二年级
这六年，无论是五一、国庆，还是寒暑假，
一到假期，蒋璐宇就会带着假期作业，背

着书包跟妈妈“打飞的”往返云南重庆，
在哏老师工作室附近的宾馆住下。“每次
过去，附近邻居都会说，看，那坐飞机来
学葫芦丝的小姑娘又来了。”

“哏老师对学生很好，就像对待自己
的孩子一样。”蒋璐宇说，来回奔波学习
葫芦丝，虽然旅途很累，但自己觉得很值
得。蒋璐宇回忆，白天，她就在哏老师的
工作室刻苦练习。晚上，自己回宾馆做
假期作业。

让世界感受葫芦丝的魅力

“哏老师不收学费让我们感到很不
好意思。”蒋妈妈说，六年来，一直在“打
扰”哏老师，但哏老师却毫无保留地将吹
葫芦丝的技巧，全部交给女儿。“2008
年，哏老师去世了，女儿还在念初中，听
到这个噩耗哭了很久。”蒋妈妈说，当时
女儿就告诉她，这辈子没有什么能报答
恩师，只有让葫芦丝音乐在更多的地方
响起，才能不负恩师。

作为哏德全的关门弟子，蒋璐宇一
心想着把葫芦丝音乐传承下去。这些
年来，蒋璐宇潜心研究葫芦丝艺术和
演奏技艺，其演奏风格严谨细腻、沉
稳大气。近年来屡次荣获国际、国内
比赛大奖。2016 年，在美国曼哈顿
举办的第二届“纽约中国器乐国际比
赛”上，那时年仅22岁的蒋璐宇技惊
四座，唯一一个摘得专业组葫芦丝
及唢呐双重金奖。“希望今后能到世
界各地去演奏葫芦丝音乐，让世界
各地的观众感受它的魅力。”蒋璐宇
憧憬道。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周小平 受访者供图

本命年 观众与她“互燃”

参加完比赛，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谭
若依钻进被窝，补了一个长长的美容觉。
这是谭若依第一次站在世界舞台上，来自
世界各地67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小姐冠
军齐聚一堂，压力是难免的。“参加比赛，每
位选手都希望能有个好名次。”获得季军让
谭若依很满意。她谦虚地说，这得益于观
众们的“特别照顾”。在中国的比赛赛场，
谭若依一出场，掌声格外的多，观众热烈的
掌声点燃了她，在舞台上，让她更加自信，
发挥更加自如。用她的话说，这叫“互燃”。

在总决赛现场，对选手们的考察主要有
国服、泳装、礼服等环节。在国服展示中，谭
若依霸气侧漏的汉唐古装闪耀舞台，赢得了
大家的一致好评，最终她斩获了第三名。在
之前，她已经拿下了重庆小姐冠军、世界旅
游小姐中国区冠军，“虽然24岁是本命年，
但我的运气似乎还不错。”谭若依开心地说。

哭鼻子 处女座的完美情结

2019年是谭若依的丰收年，不过，处
女座的她也曾因为名次不理想哭过鼻子。

谭若依生在咸阳，长在重庆。2014
年，她从万州三中考入重庆大学美视电影
学院播音主持专业。身高1.75米的她格
外出众，在人群中格外显眼。2016年，也
就是刚上大二那年，她第一次参加了重庆
小姐比赛。“那一次只拿到了十佳，我的预
期是前三，可能跟星座有关，我是处女座，
希望完美，比赛下来还哭了。”回忆往事，谭
若依忍不住笑了。她说，如今自己早已坦
然，不会再因为一次比赛、一个名次就哭鼻
子。“做最好的自己，尽力无憾就够了。”从
重庆赛区，走在全国舞台，再走上世界舞
台，每到不同的地方，舞台更大，也让谭若
依有了不同的收获,心态也逐渐平和。

“每一次比赛，我都抱着向更优秀的人学
习的态度，所以更加淡然、沉稳。”谭若依说。

接地气 同学叫她“重庆高圆圆”

因为高，因为美，不相识的人都会觉得
谭若依有些高冷，不易接触。“其实不是，我
不是很外向的人，而且也比较慢热。”谭若

依个子高挑，一头长发，是妥妥的美人胚
子，走在人群中，回头率很高。在校园，同
学们都亲切地叫她“重庆高圆圆”，接触下
来，大家都会发现，生活中，她其实是个接
地气的重庆女生。尤其是吃，更是“豪迈”。

“吃得挺多的，就拿今天早上来说，吃了
一碗重庆小面，还有一个华夫饼，一瓶酸奶，
还有一堆水果。早上吃得多，中午晚上也要
吃……”谭若依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就是那
种特别招人恨的体质，怎么吃都不胖，尤其
是夏季，基本上每天都要吃宵夜，然而，依旧
不长肉，所以自己从来没控制过体重。

“最爱妈妈做的川菜，麻辣，口味重
点。其次就是火锅。”谭若依虽然不必担心
长胖，但她也很自律，比如少吃糖，多吃水
果，每月定期两天不吃肉。

不仅美 爱好广泛才艺多

“身材比例如何，脸蛋如何，外形条件
只是各类选美比赛中的一方面。前来参加
比赛的女孩，外形都不差，最主要的是才艺
比拼，还有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气质。”谭若
依告诉记者，从小学开始，国标舞、古典舞、
古筝等，只要她喜欢，家里都很支持，所以
她在艺术多方面都有所涉猎。

“我父母是做餐饮的，其实是很传统的
家庭，他们虽然尊重我发展兴趣爱好，但更
希望我将来能够找到一份比较稳定的工
作，中学后我一直以学业为主，考播音主持
专业也是希望将来做电台主播。”谭若依
说，她喜欢语言艺术，在她看来，那是另外
一种美。所以，每天清晨，她都要到民主湖
朗诵，练习自己的嗓门。

谭若依爱好广泛，除了播音，她还喜欢
琢磨话剧。2017年，在大坪的青年艺术中
心，经朋友推荐她主演了一个情景喜剧。“角
色就是个北漂模特，剧组觉得我挺符合，让
我演了女主角，很多台词，连续演了五场，话
剧让我在舞台上更放松，也提升了演技，要
是有时间我还愿意多尝试。”

不做作 做最真实的自己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愿失去的只是
无知，应把生命的无常变成奇迹。智美善
行，一切从心。”在24岁生日那天，谭若依
在微信朋友圈写下这段话。

“这一次2019世界旅游小姐全球总决
赛，我们选手们都不知道，大家在彩排的时
候，台下其实就有评委在打分。评委们会
观察生活中的我们是什么样的。这些细节
也是重要的参考。”谭若依告诉记者，事实
上，舞台的展示不是“秀”，台上台下，都要
做最真实的自己。对选手而言，这也是一
场历练与修行。谭若依认为，选美比赛是
一个发现美、完善美、弘扬美的过程，同时
也是自我提升、不断进步的一种方式。

拍宣传片、代言广告……比赛结束，谭
若依似乎并不轻松。“大三时备考研究生，
结果没考上。这是我心里的遗憾。”谭若依
说等忙完这阵，她想继续备战复习考研，到
大学继续深造。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周小平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
游新闻记者 钱也）昨天，重
庆各地气温不足21℃，不少
市民感受到丝丝寒意了。据
重庆市气象局预计，未来几
日，受切变线和冷空气共同
影响，我市部分地区有较强
降雨，东北部地区中雨到大
雨，局地暴雨，东南部地区有
中雨，最低气温将达到14℃。

昨日也是寒露节气，专
家提醒，进入寒露后，应及时
添衣御寒，尤其是足部保暖；

“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

天气预报

10月9日白天，西北部及

东北部偏北地区阴天有阵
雨，其余地区阴天到多云，大
部分地区气温16～29℃。主
城区：阴天间多云，气温18～
27℃。

10月9日夜间到10日白
天，东北部地区中雨到大雨，
中西部地区阵雨，东南部地
区阴天转阵雨，大部分地区
气温 14～25℃。主城区：阵
雨，气温19～23℃。

10 月 10 日夜间到 11 日
白天，东部地区小雨到中雨，
其余地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
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 14～
25℃。主城区：阵雨，气温
18～23℃。

今日开始降温降雨
市民注意添衣御寒

蒋璐宇
在美国举办独奏音乐会
为报恩师，要让葫芦丝音乐走向世界

谭若依
收获世界旅游小姐季军
提升自我，准备考研到大学继续深造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

园，水公铁交通枢纽旁标
准厂房11.7米层高，10t行
车，50年出让地，2800元/
平起，可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

023-4763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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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公 告

重庆昂美电镀有限公司电镀生产线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受重庆昂美电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
公司承担电镀生产线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该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1.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http://www.cqrc.org.cn
2. 公众还可通过电话、电子邮箱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
位索取纸质报告书。
建设单位：重庆昂美电镀有限公司 周总 18306072378
环评单位：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刘工 18398706655，
8094035522@qq.com
3.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影响的所有公众
（主要是江特电镀集中加工点周边2.5km范围内公众），及对
本项目建设或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
4.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
表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或电
话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9月30日至2019年10月11日。

张云海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
山大道塔陵格位手续一套，格位编
号 04A1- 10- 01- 4，发票编号
66709，合同编号 37360，安放证
编号17199声明作废。
遗失易先敏购买中粮鸿云项目4
栋1单元506号房，于2018年05
月05日。交款大修7849.6元，契
税 31815.6 元，收据号 0004262，
收据遗失，特此说明
重庆涵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新建电镀生产线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重庆涵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承担重庆涵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新建电镀生
产线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相关信息已在荣昌新闻网http://www.cqrc.org.cn/
html/2019-09/30/content_50685823.htm上发布，如需要
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询。
建 设 单 位 ：重 庆 涵 鑫 机 械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王 先 生
849138999@qq.com ，18696787122
环评单位：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张先生
35472279@qq.com，023-62668337
重庆涵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2019年10月9日

个体经营者：李 华 明 ，遗 失
2008 年 10 月 7 日核发的永川
区板桥镇寿永场镇个体工商
营 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码
500383600174621），声明补办。
减资公告：经重庆安诚医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40MA5UL8LA55）股东会决定，现
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至30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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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县威旺生猪养殖家庭农场忠县生态农业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受忠县威旺生猪养殖家庭农场委托，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承担忠县威旺生猪养殖家庭农场忠县生态农业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编制工作，现该报告的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征求与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ofz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618267&highlight=% B9% AB% D6% DA% B2% CE% D3%
EB%B5%DA%B6%FE%B4%CE%B9%AB%CA%BE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项目影响的公众，及对项目实
施有意见和建议的公众。
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并
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也可通过
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实名反馈相关意见。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9月26日至2019年10月14日。
5、联系方式：建设单位：忠县威旺生猪养殖家庭农场；罗老师：
023-54865777；295260324@qq.com。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杨工：023-
68089330；1320496379@qq.com。

重庆方金电镀有限公司新建表面处理生产线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重庆方金电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承担重庆方金电镀有限公司新建表面处理生产线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信息已
在荣昌新闻网（http://rc.cqnews.net/html/col32717.htm）
上发布，如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询。
建设单位：重庆方金电镀有限公司
联系人：殷总电话：18084031196Email：462617168@qq.com。
环评单位：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工Email：1737621159@qq.com电话023-62668337

重庆方金电镀有限公司 2019.10.8

重庆植恩药业有限公司达比加群酯、依度沙班、去甲文拉法辛、奥利司他等
产品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重庆植恩药业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达比加群酯、依度沙班、去甲文拉法
辛、奥利司他等产品生产线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现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信息已在网站
http://www.zhienyaoye.com/news/i1253.html 上
发布，如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询。
建 设 单 位 ：重 庆 植 恩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施 老 师
150120860@qq.com，13618313240
环评单位：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郑老师
1410643840@qq.com，023-62668337

重庆植恩药业有限公司 2019.9.26

减资公告：重庆百瑞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305275865D )经股东
会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5000万元减至400万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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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棋遗失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专业
名称：施工及维护（土木工程），级别：
助理工程师，发证时间：2018.11.26，证
号011601201125，声明作废。

重庆市民发矿业有限公司重晶石堆码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重庆市民发矿业有限公司重晶石堆码场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的有关规定，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意见。
1、征求受项目建设的公众或单位的意见或建议；
2、公众可前往建设单位办公室查阅纸质报告书，或通过网络
http://www.eiafans.com/thread-1263343-1-1.html 查
阅报告书。
3、公众可通过信函（重庆市彭水县鹿角镇乌江村诸佛乡青河
村重庆市民发矿业有限公司）、电子邮件（微信号：
wxr20031201）等方式，提交公众意见至建设单位。
4、在您看到此公告起10个工作日内，可提交意见和建设。

重庆市民发矿业有限公司

重庆太富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大堰采石场
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重庆太富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大堰采石场扩建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
该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意见。
1、征求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公众或单位的意见或建议；
2、公众可前往建设单位办公室查阅纸质报告书，或通过网络
http://www.eiafans.com/thread- 1263240- 1- 1.html
查阅报告书。
3、公众可通过信函（合川区三汇镇老龙村大堰采石场）、电子邮
件（3753470@qq.com）等方式，提交公众意见至建设单位。
4、在您看到此公告起10个工作日内，可提交意见和建设。

重庆太富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解聘通知

曹阳，身份证号：500101198910153716，因
你从2019年9月1日起至今无假未到岗上班，连
续旷工，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规定、人事聘用协议和
我单位相关制度，现解除与你的人事聘用关系！因采
用多种方式均无法联系你，请你自本通知发布之日
起，3日内到单位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校 2019年10月8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同方弘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李方毅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
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25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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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1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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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室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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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9日

彭水县宝骏矿业有限公司方解石选矿加工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彭水县宝骏矿业有限公司方解石选矿加工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环境影
响评价的有关意见。
1、征求受项目建设的公众或单位的意见或建议；
2、公众可前往建设单位办公室查阅纸质报告书，或通过网络
http://www.eiafans.com/thread- 1263340- 1- 1.html
查阅报告书。
3、公众可通过信函（重庆市彭水县诸佛乡青河村彭水县宝
骏矿业有限公司）、电子邮件（微信号：wxr20031201）等方
式，提交公众意见至建设单位。
4、在您看到此公告起10个工作日内，可提交意见和建设。

彭水县宝骏矿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四川志和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本委受理杨伟、杨鹏与你单位劳动报酬争议一案，

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2406、2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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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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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9日

谭 飞500102198608087996陈中勇51230119740728919X张斯宇500102199408091215廖兴波512301198111025739
刘 洪500102199011181757陈永兵513401197112170411张天霞512301198202200555卢奉艳522425198907026620
罗红军512324198309194372黄 峰500102198312255735彭 熠512301197311283738舒洪阳500102198909166890
傅家豪500221199807282718简晓波500102198710157217高仕兴512301197702068699杨 洁500102198604028032
盛 磊500102198905246696游德宾512301197311260974任小珂500102198601112693王 川500232199201056950
刘 云500230198701215295杨 兴500102198908180818曹庆洋500243199101021039孙 涛512301196506077091
杨堃华500102199002126131易于淇500102199407238692 刘易昌512301197304268759 刘发友512301196812178691
文 兵512301198011202312夏 欢500102199006072716，以上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遗失作废

寻亲启事
本人在重庆

市开州区博爱医
院捡到一名男婴。
生于2016年11月
28日现有两岁半，
起名曾浩栩，
联系人：倪章春
电话：18896152109

公 告
经渝府地〔2019〕276号文件批准，征收九

龙坡区巴福镇石马村2社、3社、4社、5社、7
社，赵坝村村委会、2社、3社、4社、12社、13
社、18社、19社，天坪村5社、6社、8社、13社、
14社部分集体土地，作为九龙坡区实施城市
规划建设用地。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已于2019
年9月25日发布九府征公〔2019〕15号征地
公告，依法实施该范围的集体土地征收。请
在该范围内还有青苗、农作物及坟等构（附）
着物的村民于2019年10月31日前自行搬迁
或处置，逾期未搬迁和处置完毕的，将视为遗
弃物进行处置。特此公告。

重庆高新区征地服务中心
二○一九年十月八日

翼万玖发公司渝D03481营运证500110074343遗失作废。重庆利生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营运证渝
B7135挂渝B7703挂 渝B7301挂灭失注销。重庆利晟运输有限公司营运证渝B2283挂渝B2288挂灭失注
销。遗失熊万胜从业资格证512224197101224931声明作废。祥悦公司渝BQ8828营运证500110052664
遗失。豪帅公司渝BR3522营运证500110013802遗失作废。兴迈公司渝D06367营运证500106037716
遗失。满宏公司渝 D7026 挂营运证 500110071379 遗失作废。重庆义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车牌渝
BP8651 交强险保单号 805072019500112003318 商业险保单 805112019500112003322 遗失，声明作
废。平祥公司渝BN5515营运证500107000849遗失作废。国弘公司渝B1A215营运证500110066260
遗失作废 。和弘公司渝 DA339 挂营运证 500110093286 遗失作废。久发公司渝 A7023 挂营运证
500104014558遗失作废。华运公司渝D56685营运证500113020054遗失作废。豪悦公司渝AC281挂
营运证 500110061016 注销。喜悦公司渝 BR9729 营运证 500110044996 遗失作废，欣铭公司渝
D88216 营运证 500110107600 遗失作废。重庆宣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渝 DL7817 备案证编号
11310713渝DS2687备案证11310717遗失作废。重庆奔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渝BL8389
营运证500110040341遗失作废。翼万玖发公司渝D1766挂营运证500110073824遗失作废。

重庆汉英环境治理有限公司“重庆西部电子电路产业园汉英
污水处理厂”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重庆汉英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承担“重庆西部电子电路产业园汉英污水处
理厂”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相关信息已在网站http://www.cqrc.org.cn/html/
2019-10/08/content_50689515.htm上发布，如需要了
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询。
建 设 单 位 ：重 庆 汉 英 环 境 治 理 有 限 公 司 王 总
1600891215@qq.com，18665285798
环评单位：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王工
564355029@qq.com，（023）62668337

重庆汉英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9日

公告
浙江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荣昌分公司：

田一奎向本委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本委已于
2019年9月11日鉴定田一奎在2019年3月13日所受
工伤伤残等级为玖级，无生活自理障碍。现依法向你
单位送达田一奎《初次鉴定结论书》（荣昌劳初鉴字
〔2019〕389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
对本次鉴定结论不服，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通
过我委递交劳动能力再次鉴定申请，由我委代向重庆市劳
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转交全部资料。申请人也可以直接向
重庆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劳动能力再次鉴定申请。

特此公告
重庆市荣昌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9年10月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开州区东杰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320354350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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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17大足区县工商局核发熊道珍个体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5600339309声明作废●遗失：昆明市五华区罗迪丹顿服装店2018年07月19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30102MA6NA0YA1N声明作废●白银身份证号码：500227199308187722，遗失护
士执业资格证编号：201483001933声明作废●陈秋林建筑起重机械司机证渝A042013021765遗失作废●江津区朗御副食店宋伦波遗失2016年05月18日核发的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1607790774，声明作废。●重庆天泊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编号：5001127064730），声明作废●声明:余强遗失重庆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发票1张:
发票代码150001621615票号02678498，声明作废●重庆云舒保健推拿会所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5003824021986），声明作废●古飞遗失重庆白象街-凯旋三期-4住宅-1-18-18-5收据
一张，收据号:P1013-00002471，金额:583.09元，声明作废。●遗失廖江源保险执业证 02000150011680120170300789作废●重庆康发运输有限公司渝BY8230营运证500115042432遗失补办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第一支公司出具的保单
号 为:25001006049900190000561，保 函 号: 201908-
056，保全金额:75万元，重庆三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诉重庆
庆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租赁合纠纷一案的诉讼财产保全保单
保函因遗失，现声明作废，该保函不能作为担保及理赔依据。
注销公告：经重庆广生源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03000063206）股东研究
决定，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
规定，请债权债务人45日内到公司办
理相关手续。2019.10.9
注销公告：经重庆伟业清洗服务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70000296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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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
注销公告：公司因故解散，请债权人、债务人持有效
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来我公司清算债权、债
务。公司债权债务清算完毕后将向工商部门办理注
销登记，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重庆锄禾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注册号5001082102063)2019.10.9
减资公告：经重庆五联亿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MA607G8HXQ）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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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堃筑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00106MA5U696H8L）股东会决议，注册
资本由5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人民币。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本公司债权人在本公告登报45日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林霞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10001443560）股东会研究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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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10月9日
注销公告：重庆海朋废油回收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12000020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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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海朋废油回收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9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新动态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2MA60DLM30E）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注
册资本由50万元减少至5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
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重庆新动态商
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2019年10月9日

●重庆祥华物流有限公司渝BV3361营运证500110041532遗失作废●遗失潼南区养蛙人美蛙鱼火锅店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3MA60FHL857声明作废●遗失苏其萍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13600371155作废●重庆市綦江区宇杰汽车美容中心税务登记证
副本号500222084674853遗失，声明作废●杨大飞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226700110700，声明作废●徐斌遗失重庆阳光壹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定
金收据，收据号A0003366，金额50000元，声明作废●遗失2018.6.15核发的重庆市飞勇道路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YRWP783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三 石 立 船 舶 修 造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50010569657030X）税控盘，盘号499906268412，声明作废●遗失2016.12.13核发的个体户王渝佳(巴南区梦想家酒店)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3MA5U8QBR99声明作废●遗失巴南区敏顺建材经营部公章壹枚
（编号500113710342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凯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8MA5U7PQG6D )
金税盘(661619633660)，报税盘(662506405665)声明作废● 遗失环宇旭辉(重庆)书画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601A924G)公章壹枚(编号500112714197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石河村村民委
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公章壹枚，声明作废●重庆建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建行重庆高新区支行科园四路分理处开户
许可证,账号50001043700050002592核准号J6530000344401作废●遗失重庆金晶鑫化工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重庆昊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招商银行上清寺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123906899610902核准号J6530056648402声明作废●个体户陆俊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
可证号JY25001080173369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渝莱信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刻制、查询、缴
销证明，编号50038320181011008，声明作废●遗失丰都县富东运输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002307010821），声明作废。●遗失吴利华二级房建建造师执业印章，
编号：渝201151652676，声明作废。●沙坪坝区张中庭粥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25001060200840,声明作废●北部新区欣洪建材经营部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3100032309100006645，核准号J6530034313601，声明作废●王雪婷遗失2018年12月13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7MA5YMC587F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铜梁区侯军日用品经营部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本JY15001510017953作废●遗失璧山区正兴德诚建材设备租赁站公
章一枚，编号500227600083015作废●遗失合川区华盛大厦红太阳大药房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证号：渝DB0160682，核发时间2017-04-28。声明作废

●遗失2018.3.8发重庆仁久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YRUCP7C作废●遗失重庆市潼南区玉溪镇爱鑫幼儿园食堂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JY35001520024220作废●遗失2016.3.16发重庆毅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5678755531作废●遗失云阳县云爽客房部特种行业许可证副
本:云公特2009字第012979号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龙氏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JY25001090102101作废●遗失桐君阁大药房铜梁区大庙镇张芬药店药品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编号CQ22-Cb-20140113声明作废●遗失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普子镇启蒙幼儿园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编号JY35002430034095，负责人王远芬，声明作废●遗失杨锦轩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311081作废●遗失荣昌区昌元街道李洪梅农副产品经营部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6MA5UG9P55X声明作废●九龙坡区石坪桥信一堂药店遗失2017.12.22核发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5YCJNG1B作废

哇哇哇！！！这两个重庆
这两个重庆
这两个重庆

姑娘真厉害……
姑娘真厉害……
姑娘真厉害……

重庆女孩蒋璐宇今年25岁，与同龄人相比，她更加文静内秀。这样的个性或许跟她从小修习音乐不无关系。就在上
个月，由美国佩斯大学孔子学院和美国神州中乐团联合主办的“山水情韵——2019蒋璐宇美国纽约葫芦丝独奏音乐会”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佩斯大学表演艺术中心举行，当晚，这位重庆姑娘带来的独具魅力的葫芦丝音乐，让每位在场的观众
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10月6日，“时尚青岛·点靓世界”2019世界旅游小姐全球总决赛
颁奖盛典在青岛举行，来自中国重庆的谭若依完美展现了自己的魅力，
在67国佳丽中脱颖而出，喜获季军。重庆小姐冠军、世界旅游小姐中

国区冠军、世界旅游小姐全球季军，
2019年，本命年的谭若依似乎特别受幸
运女神的垂青。

让 阅 读 慢 下 来 ，让 生 活 慢 下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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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9267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10月8日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1911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6 8 3 5 8 6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926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3 5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926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3 5 4 4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913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0 1 1 1 0 1 0 3 1 0 3 3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913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0 1 1 1 0 1 0 3 1 0 3 3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915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1 1 0 0 3+ 0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11 14 29 15 10 04

蓝色球号码
05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9115期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10月8日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913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0 0 3 0 3 1 0 3 3 3 0 0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913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0 0 3 0 3 1 0 3 3 3 0 0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915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3+ 3+ 0 2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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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奏音乐会现场 ▲蒋璐宇

蒋璐宇陶醉在音乐中

▲谭若依的背影

▲谭若依（第一排左一）与各国佳丽相聚青岛 ▲谭若依爱运动爱骑行 ▲穿上汉服的谭若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