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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航拍技巧
对于初学者，无人机在空中前后左右移动时，目光应对着无人机尾部来操控，

否则会晕了方向。拍摄时可采用由远及近、环绕飞行、盘旋拉升、直线横穿等摄影
手法。抓住目标点，从整体、局部、细节等方面拍摄，方便后期素材剪辑。此外，若
飞行途中遇GPS失效，可在操作杆上进行“关控”处理，无人机可自动原路返航。

重庆小伙航拍中国上百城区景点

一段东北雪乡视频
引三百万网友点赞

近日，
由一位重庆
80 后小伙
拍摄的一段

东北雪乡的航拍视频
惊艳了众网友，让雪
乡再次美遍全国。

今年初，他放弃
高薪，踏上航拍中国
之旅，目前已去过上
百个城区景点，拍摄
了 上 万 G 视 频 素
材。他说，要用手里
的无人机镜头，记录
下祖国的壮美山河。

重庆晚报-上游
新闻记者 郎建荣
受访者供图

视频引三百万网友点赞

最近，你是否在抖音刷到过一段惊艳的
东北雪乡美景。随着这段视频的火爆，这个
名叫“航拍中国”的抖音号也火了，数十万网
友参与评论，阅读量突破千万。

作者上传的所有319个短视频作品，全
部都用航拍镜头呈现。视频中，有沧桑古朴
的千年村落、巍峨的万里长城、接天碧绿的流
水画舫……各种美景让众网友不禁感叹：“太
自豪，祖国壮美河山惊艳到我了”“祖国大好
河山令人赞叹”。甚至有网友将视频中的美
景误当作动画。

记者看到，作品中上万点赞的爆款还真
不少，其中雪乡视频点赞量308万，评论14
万，转发27万；一段西安古观音禅寺的点赞
量也超过150万。

自驾全国航拍上百景点

昨天，记者联系上“航拍中国”视频作者
王修胜。32岁的他是重庆开州人，为了拍好
雪景视频，他已在东北呆了一个月，“我也没
想到视频会如此火爆，太意外！”

他告诉记者，今年3月他一人自驾进行

航拍，起点就在重庆。“航拍没有固定路线，
主要是跟着季节走，春天去云南，夏天去江
西，秋天去陕西，冬天去辽宁，哪里景美就
去哪里。”为此，他去过贵州、湖北、福建、河
北、甘肃等地，足迹几乎踏遍全国，拍摄的
景点有上百个。

“我平均每天要自驾两百公里，往返于
各地寻找美景。”有次去江西，为了抢时间，
他一连开了10小时的车。在他的背包里
有4个硬盘，存有上万G高清航拍视频。

辞职做航拍二次创业

一个人开车，一个人拍摄，一个人剪辑
制作……航拍9个多月以来，王修胜一般
两个月回家一次，呆四五天陪陪妻儿看看
父母，然后就又出门了。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月车辆保养
及油费、吃饭、景区门票，仅拍摄成本就在
1.5万元左右。“为了节约经费，我每天就吃
住在车里。”

王修胜曾是一家网络传媒公司股东，
年收入 30万元左右。为何会辞职做航
拍？他说，随着自媒体大火，加上自己又喜
欢旅游摄影，所以才决定辞职进行第二次
创业。

从决定辞职到筹备、再到航拍，创业近
一年来，粉丝从零增长到20万、再到100
万，如今已超过180万。王修胜用一段段
惊艳大气的航拍视频，征服了大家。

他计划用3年把国内各地的著名美景
先记录一遍。再往后有机会的话，想去国
外拍一拍。

王修胜 东北雪乡美景

万里长城

土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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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服 务

渝北旺铺招商
渝北双凤桥枢纽站少余旺铺招商，50-
300平自由分割。价优，人流密集。
17782283496 冉女士 13996190603李女士

遗 失 公 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高升镇财政所拟向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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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起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高升镇畜牧兽医站拟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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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
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管理
委员会在工行西部物流园支行的
开 户 许 可 证 ， 账 号:
3100035219024800029 核准号:
Z6530001947201声明作废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重庆汇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甲方”）、重庆汇丰国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二
方的股东决定，甲方拟吸收合并乙方。合并完成后，甲方继续存
续，乙方将注销。甲方注册资本1000万元，乙方注册资本500万
元，合并后甲方注册资本150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甲方、乙方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未提出异议的，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重庆汇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汇丰国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12 月 2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青乐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45KKX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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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文全等六户遗失荣昌县农民建设用地批准书，
遗失建设项目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重规建证荣
园区字[2008]164号。遗失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登记证，荣园区建竣备字[2015]009号。遗失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重规地证荣园区字[2008]
164号。遗失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重规建证荣
园区字[2008]164号，声明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超钢物流有限公司车牌号渝F28239渝F1822挂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豪帅公司渝BR1836营运
证500110012681遗失作废。卓众公司渝D12250营运证500115056960遗失作废。富庆公司渝BY6759
营运证500110010126渝BX2939营运证500110067188遗失。重庆明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L2566营
运证500110039050遗失。重庆恒山物流有限公司渝BU3955营运证500222069525注销。东能长寿分公
司渝AH2131营运证500115051098遗失作废，尚善公司渝AH2202营运证500115063648遗失作废。元
仁公司渝BA081挂营运证500110044317遗失。遗失重庆荣畅欣耀商贸有限公司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银
行巴南铠恩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83667201及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悦心公司渝D16910营运
证500115053267遗失。奔威公司渝BR7930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金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H0700渝
BH3097以上车辆保险脱保请于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国家税费、保险和车辆年审，行驶证、营运证、
登记证书、车辆牌照、未交回，逾期未完善，将向车管所申请牌证公告作废，后果自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铜梁区旧县街道农业服务中心拟向铜

梁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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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债权债务转移公告：重庆卤熊商贸有限公
司原股东李艳、谭鸿鹄现变更为股东严仕
鑫，声明，变更之日起，原债权债务转移到
原股东李艳、谭鸿鹄享有及承担，有异议
需及时办理确权，与现股东严仕鑫无关。

遗失作废声明
陈礼祥遗失2015年12月24日汇入

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的
21a-2-011号摊位保证金票据，票据编
号0032157，金额3606元声明作废

重庆海外旅业（旅行社）集团有限
公司合川清平镇门市，遗失合同
号 ：659432、647153、600692、
600687、 199085、 167058、
264491、264493、678597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南彭街道财政所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现已成立
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12月26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
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重庆市巴南区南彭街道财政所

遗失重庆鹏洋钢结构有限公司重
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川支行大铺子分理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693001375501作废

协信·车时光交房公告
尊敬的协信·车时光业主：

您所购买的“车时光”产品经相关职能部门验收合格，已具备交房
条件。

我司于2019年12月27日开始办理上述项目的入伙手续，敬请业
主本人按照我司寄发的《接房通知书》的提示，带齐相关资料、费用，前
往交房现场—18号楼商铺办理房屋交付手续。

如有不明之处，请致电：62411222。
特此公告

重庆驰盛汽车城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关于东原.旭辉江山樾五期南（推广名为园来）的交房通知
尊敬的东原.旭辉江山樾五期南（1-7栋）业主：

您所购买的东原.旭辉江山樾园来经相关职能部门验收合格，已达
到合同约定的交房条件，现特通过报媒体向您进行交房告知。

集中交付日期：2019年12月28日-2019年12月29日
集中交付地点：江山樾-销售中心现场请您携带相关资料与证件

前往办理。
详询：13883152873

重庆旭原创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2日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王雨琴（520102199712023421）：

本委受理你与重庆恒佳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案号
为渝中劳人仲案字〔2019〕第1866号，现依法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
本、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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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0
年3月12日下午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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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将依法缺席审理。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崇峻野猪养殖股份合作社（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3500102586874046X）成员大会决定，本
合作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在登
报之日起 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合作社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12月26日

公 告
李西蒂、杨佩佳、卢俊菱、卢苇、周韵：

我府于2019年4月2日向你们作出的《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九征字〔2019〕第015号）明确
决定：限定你们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自行搬
迁，并将位于九龙坡区石桥铺张坪村6-3-6-2号的房
屋交征收部门拆除。

行政复议、行政起诉期限已过，你们仍未履行搬迁
义务。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九府征催字〔2019〕第
003号催告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房屋征
收部门（地址：石小路222号；联系人：雷老师；联系电
话：023-62655523）领取催告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请
你们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自行履行搬迁义务，
逾期，我府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 2019年12月26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双碑中学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00106450440644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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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起90日内向
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罗广林 联系电话：023-88051158

渝之旅沙坪坝区中梁山镇门市遗失国内合同92843、97057、
101342、101343、103619、103620、103621、103622、103623、
112078、112079、112080、112081、112082、112084、112085、
112086、112087、112394、116005、116006、116007、116009、
116010、116012、116014、120451、120452、120453、120454、
120455、120457、120458、120460、125533、125534、125535、
125536、125537、125538、125539、125541、125542、138488、
138490、138491、138495、138496、149599、149600、149601、
149602、149603、155748、155749、155750、155751、155752、
155753、155754、155755、155756、155757、170329、170329、
170330、170331、170332、170333、170334、170335、170336、
170337、170338、170339、170340、170341、170342、170343、
170344、170345、170346、170347 出境合同 50478、54263、
55952、55953、60017、62142、64390、64391、64392、68629、
68630、68631、68632、68633、68634、74321、82081、82082、
82083、82686、82688、82689、82690声明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一品街道畜牧兽医站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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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市槿鸿矿业有限公司51万吨/年石灰石矿开采及碎石加
工项目（矿界调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示

重庆市槿鸿矿业有限公司拟对“《重庆市槿鸿矿业有限
公司51万吨/年石灰石矿开采及碎石加工项目（矿界调整）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全文公示，公众可以
通过以下链接查阅公示内容、环评报告书、公参意见表等信
息，网络链接：hhttp://bbs.fuling.com/thread-2316049-
1-1.html 。纸质版报告存放于建设单位办公室，建设单位
联系方式如下：重庆市涪陵区江北办事处碧水村四社，联系
人：蒋先生，联系电话：13896760515。

公 告
我司承建的重庆市云阳县中医院景

观工程已全部完工，现已交付使用，凡涉
及该工程的债权债务人，请于本公告之
日起3个月内，到我司项目部结清全部债
权债务，逾期者责任自负。

联系人：吕飞，电话：13368172666
江西威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4日

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重庆安顺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莉莉
机构编码：203530000000800
成立日期：2007年5月14日
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9号11-1、11-5
联系电话：023-67953298
邮政编码：400020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

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 2019年12月13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征 婚 交 友
www.023yuan.com 美的缘12年68067355

首期收据和代收代缴收据遗失声明
本人邓昕，身份证号码510212198305023573，于
2018年6月30日购买重庆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北渝星城一期项目29-1栋401号房，现不慎将
首期收据及代收代缴收据遗失。首期收据编号
11182083金额小写355756元（大写：叁拾伍万伍
仟柒佰伍拾陆）；代收代缴收据编号11182082金
额小写25973元（大写：贰万伍仟玖佰柒拾叁）。现
特声明原首期收据和代收代缴收据作废，由此产
生的一切经济纠纷由本人承担，与重庆鲁能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声明。声明人：邓昕

丰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登记决定书公告
当事人：丰都县谱晋商贸有限公司；住所：丰都县

三合街道滨江西路17栋2单元1-3；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230MA5U6WU20R；法定代表人：何楚鹏.本
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对当事人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作如下决
定：1、撤销本局2016年7月14日对丰都县谱晋商贸有
限公司的设立登记事宜；2、撤销本局2016年8月4日
对丰都县谱晋商贸有限公司的变更登记事宜。鉴于通
过当事人登记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无法联系当事人，经
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均无法向当事人送达《丰都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撤销登记决定书》（丰市监撤（2019）1号），
特以公告的方式送达。当事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
收到本撤销登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丰都县人民
政府或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
个月内直接向涪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丰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12月25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树袋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MA6001FE0R）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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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注册号
为500105001831588的重庆健柏商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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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健柏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恒滨新型建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6554059602W）股东大会研究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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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恒滨新型建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6日

●遗失2017年5月12日核发的重庆井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339535696B 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井 然 文 化 传 播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壹 枚（编 号
5001141043379）、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41043380）声明作废

公告:以下车辆因脱保脱审，多次联系不上，存在重
大安全隐患，现申请注销以下车辆：綦江区皓然运
输有限公司渝BN9697渝BN9162渝BU1692渝
BL1607 渝 BL7198。綦江区皓然运输公司渝
BQ8766 渝BN5978营运证灭失注销。

●遗失文网文（重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印章备案
回执，编号50011320190628015，声明作废●遗失2016.6.30核发的重庆德克斯特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6NAU8P声明作废●重庆能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未经公安机关备案自行刻制的公章(编号
500103000037273)及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0300003727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宜美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发票专用章
壹枚（编号5001023078616）声明作废●重庆台翔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印章刻制证明，声明作废。●重庆市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双叉柏树卫生室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副本 登记号PDY90275—050022612D6001声明遗失●遗失重庆市大足区石马镇白光村卫生站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副本，登记号57151650022591315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三峡书报刊传媒有限公司开具给王志
国收据（通卡押金），编号0000831声明作废●姚智峰遗失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毕业证,
证号50010119930218023X,声明作废●陈锦妍遗失四川美术学院学生证，
证号2018211061，声明作废●重庆志嘉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工行渝北支行龙溪分理处开户许可
证,账号3100216609024519210核准号J653002728320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禾田食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YPTRJXW声明作废

●遗失杨伟、汪德平之女杨皓茹2009.11.13在重庆市巴南区
人民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500071460声明作废●遗失蒲伍念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6600229212作废●遗失刘欢保险执业证00000550022400002019000927作废●遗失赖升联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980020190200258作废●夏浩瑞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JY15001070220658正副本作废●重庆市铜梁区建辉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公章遗失作废●遗失唐玲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191989补办●遗失重庆市潼南区琪杰电商经营部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5U3HET24）作废●遗失2018.4.24发铜梁区安能物流配送部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4MA5YCUB8X5作废●遗失重庆蒙镭科技有限公司，唐果法人章，公
章一枚编号5001127123304声明作废●张曦遗失第二代身份证，证号：
510212198306115445，声明作废

●重庆首邦物流有限公司渝BR6619营运证500110029145遗失作废●遗失王心艺《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500216878，声明作废●重庆市美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股权出质设立登记
通知书，质权登记编号：500232001099797，声明作废。●遗失富力湾12-5装修押金收据0057900声明作废●遗失富力湾14-2装修押金收据0055508声明作废●遗失毛万标重庆大学博士研究生学生证:学号20131301016g作废

（上接01版）

一字之差的转变

大堡村位于三益乡政府中心，距县城
38公里。三益乡党委书记陈云介绍，三益
乡名字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清朝。刘、岳、谭
作为当地三大姓氏，彼此间不时有矛盾爆
发，最终在一位僧人的调解下，三大家族和
好，三益乡由此得名。如今，三益乡的发展
方向也有了一字之差的转变——三宜，即
宜居、宜业、宜游。

大堡村雏形形成于清道光年间，其传
承下来的民居、古宅颇具土家风情，有众
多三合院、四合院和土家吊脚楼。村里有
41棵古树名木，水资源丰富，以茶园沟为
例，几乎家家户户都接有清冽甘甜的山
泉。这些资源如果加以利用，发展乡村旅
游的优势得天独厚。但居民家中青壮年
多外出务工，户籍人口1667人，常住人口
只有802人，一定程度导致这些具有历史
积淀的民居、古宅年久失修，出现破败无

人看管的情况。
今年6月，市住建委出台重庆市级传

统村落保护项目。这意味着，如果大堡村
这些民居群入选，将得到政府资金拨款，居
民就可以保护、修缮自己的家园。

作为市级项目，有着严格的评选标准，大
堡村传统村落的摸排调查重任，就落到了李
化身上。刘家大院、黄家院子、泥塘新院子、
茶园沟居民群，这是大堡村4个主要聚居地，
在字面上只有19个字，化身在脚下却意味着
约8000平方米的占地面积和约15000平方

米的建筑面积。每天跑前跑后的李化身上，
不仅承载着居民们修缮家园的希望，更肩负
着村里未来发展乡村旅游的重任。

“辛苦一点，也没什么”

是金子，总会发光；是老物件，不会总
被埋没！今年11月，大堡村成功入选市级
传统村落保护项目！

12月23日，记者跟随李化来到刘家院
子，门前两块道光年间的石碑无言伫立，碑

上有些模糊的字迹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在
这里，记者发现一对风化明显、造型古拙的
神兽。

“当时我和李书记来时，发现有只神兽脚
下的墩子都已经不见了。这里的居民也不清
楚是什么，有人说是饕餮，有人说是貔貅。后
来我们找到村里3位80多岁的老人和1位百
岁老人，经过他们确认，这是石敢当，在民间
寓意保平安。”驻村干部杨阳介绍。

“我们在调查摸排过程中，也发现一些
村民在翻修老宅过程中，把一些老旧、破损
的雕花门窗、木柱，要么丢弃，要么当柴烧
了。这事让人内心很沉重，我们不得不加快
摸排工作。幸运的是，村民知道要修缮家
园，发展乡村旅游，都非常支持配合我们，大
堡村能成功入选市级项目，离不开大家的共
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辛苦一点，多跑点
路，也没什么。”李化淡然地说。

如今的刘家院子经过翻修，已挂上新
的牌匾。听刘姓家族的人说，今年春节，刘
姓家族要在这里杀年猪、喝刨猪汤，他们到
时一定要请一个人：李化书记。

▲刘家院子门前的石敢当。 受访者供图▲具有土家风情的刘家院子。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