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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昨日是春运首日，重庆各地阴天有间
断小雨，海拔1000米以上地区还有雨夹
雪。在城口双河乡永红村，银装素裹，雪景
犹如画一般。15时，全市各地最高气温普
遍处在2-12℃之间，北碚最暖，11.8℃；酉
阳最冷，2℃。主城此时11.3℃。

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日各地阴天转多
云，中西部偏北及东北部地区有望见阳光；

明日全市各地均有阳光，早上坪坝河谷地
区有雾。

专家提醒，春运回家路上注意气温变
化，及时增减衣物。明后两日晨间坪坝河
谷地区有雾，自驾回家的朋友要注意雾天
行车的安全。

天气预报
今天，中西部偏北及东北部地区阴天

转多云，其余地区间断小雨转阴天，海拔

1000米以上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大部分
地区气温 3～13℃，城口及东南部-2～
7℃。主城区：间断小雨转阴天，气温 8～
13℃。

明天，各地多云，坪坝河谷地区早上有
雾。大部分地区气温0～14℃，城口及东南
部-3～8℃。主城区：多云，早上有雾，气温
6～14℃。

后天，各地多云到阴天，坪坝河谷地区
早上有轻雾。大部分地区气温2～13℃，城
口及东南部-2～6℃。主城区：多云转阴
天，气温8～13℃。

周末两天赶紧出去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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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公 告

周 铁 力 ， 身 份 证 号 码
500384198904280059，遗失法律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C20115003840500声明作废

重庆市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璧山区美柚鞋材厂（经营者：杨成美）：

2019年12月25日，本机关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璧人社
伤险认字〔2019〕1212号），决定将张雷2019年9月17日所受事
故伤害认定为工伤。因采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均未成功
送达该认定工伤决定，故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可在公
告期满6个月内向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者60日内向
璧山区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

特此公告。
重庆市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1月11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指往前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234MA5UGWLG2X）股东决定，将本公司
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根据《公司法》的
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更正公告
重庆文竞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本委于2019年9月27日通过《重庆晚报》向你单位
公告的蔡卫杰、吴丹丹、王杰、肖康、许鸿钦、张涛诉你
单位劳动报酬、二倍工资差额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
字〔2019〕第2487-2491、2561号）的你单位名称“重庆
文竟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系打印错误，现更正为

“重庆文竞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特此更正。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1月11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北部新区东涛花卉种植场(普通合
伙)（注册号500904200000947）经合伙人研究决
议拟将注销，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请相关债权
人，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企业办理相关
事宜。特此公告2020年1月11日

重庆市潼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高利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胡云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案号为渝潼劳人仲
案字〔2019〕第701号。因你单位地址无人签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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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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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10日下午14时30分在潼南区桂林街道金佛大道
41号人力社保局3楼仲裁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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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潼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0年1月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刘国清补胎店（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086326510E）投资
人决定拟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有
关规定,请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60日之内，到
本企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市律师协会万州区分会（财务章）●遗失重庆市律师协会江津区分会（财务章）●遗失重庆市律师协会渝中区分会（公章，财务章）●遗失重庆市律师协会江北区分会（公章，财务章）●遗失重庆市律师协会 两江新区分会（公章）●遗失重庆市律师协会永川区分会（公章，财务章）● 遗 失 重 庆 市 律 师 协 会 奉 节 县 分 会（公 章）●遗失重庆市律师协会大渡口区分会（公章，财务章）●遗失重庆市律师协会北碚区分会（公章，财务章）●遗失重庆市律师协会云阳县分会（公章，财务章）●遗失重庆市律师协会彭水县分会（公章），声明作废

陈建武，身份证号码510224197404163150；韩坤全，
身份证号码510224196809118935；余祥华，身份证号
码 512226197505041210；何 正 伟 ，身 份 证 号 码
510224197009111756；重庆市渝北区保安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已于2020年1月7日向上述四人邮寄了《关于
通知上岗的函》，由于非本人签收或者未妥投等原因，
望上述四人自登报之日起2日内到公司办理上岗相关
手续，逾期未办的，视为自动离职，劳动合同或用工协
议自动解除，自动放弃所有权益并承担由此带来的法
律后果及全部责任。特此告知。

重庆市南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重庆市南川区新聚源鞋业有限公司：

我局已于2019年6月21日对你单位作出了《劳动保
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南川人社监理〔2019〕1号），你
单位在收到该行政处理决定书后，既未申请行政复议也
未提起行政诉讼，并且也未在规定的期限之内履行行政
处理决定书中规定的义务。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催告书》（南川人社监理催告﹝
2019﹞2号），要求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通知书起的十日
内履行如下义务：

支付刘贤敏工资3200元，并加付赔偿金3200元，共
计6400元（大写：陆千肆佰元整）。

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
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
定，你单位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单位
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的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
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若逾期仍未履行上
述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
十三、五十四条之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南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1月11日

重庆市南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重庆市南川区新聚源鞋业有限公司：

我局已于2019年6月21日对你单位作出了《劳动
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南川人社监罚〔2019〕1
号），你单位在收到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既未申请行
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并且也未在规定的期限之
内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规定的义务。我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催告书》
（南川人社监罚催告﹝2019﹞1号），要求你单位在收到本
催告通知书起的十日内履行如下义务：

1.缴纳罚款：10000元（大写：壹万元整）；2.加处罚
款：10000元（大写：壹万元整）。

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
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
定，你单位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单
位在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的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
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若逾期仍未
履行上述义务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五十三、五十四条之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南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0年1月11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耀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王建军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根据《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委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2047、2048号仲裁裁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重庆市渝北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208室），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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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11日

●遗失重庆市开州区宝烁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002341011600、发票专用章、法人私章作废●遗失陈卓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294595声明作废●遗失桐君阁大药房铜梁区龙运极药店公
章，编号 ，5002247056698声明作废● 罗姗姗的护士资格证书不慎丢失，证书编号
12317273，执业地点；开州安康医院，特此声明作废。●周中开遗失2008年3月6日核发的个体户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33037733-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云海公司渝BH6678、渝
BH6650号货车营运证，声明作废。●谭颖声明渝BSH558车险保单号为202050103302019005839的
保单，发票印刷号为5000180010443350506的发票遗失，特此声明●遗失重庆太子装饰建设有限公司韩晓一级建造师机电专业注册
证，编号01012822；及执业印章，编号渝141161727895 声明作废● 重 庆 致 锐 远 交 通 工 程 技 术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06MA5YPXD14B，2017.12.28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辉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双桥经开区火炬路邻友饮食店发票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117007472）声明作废●遗失贵州中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永腾一级建造师机电工程专业
注册证，编号00726629；及执业印章，编号贵15217180754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江北区皇室思闲网吧2016.1.18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681491182Q声明作废●遗失2015年5月26日核发的重庆福来到标识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000052954声明作废●遗失江欧保险执业证00008350000000002019004220作废●遗失张保成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15MA5UPEF117作废●遗失2018.5.10发黎世勇执照正副本92500106MA5YWNTL0D作废●渝北区祥鑫矿泉水经营部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5001127073601声明作废●遗失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7社吴安明农村宅基地
批准书(2013）年第02078号声明原件作废●遗失2016.7.5发梁平县双凤石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8060505019C作废

●遗失重庆市巴南区勤俭印刷厂中国银行巴南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13445003作废●重庆亿隆运输有限公司渝 AN6076、渝 AN8873、渝
AN8783、渝AN8332、渝AN9996营运证正副本遗失作废●丁祥军遗失于2009.6.30与重庆市九龙坡区中梁山街道华
岩村第二经济合作社签订的联合经营协议原件，声明作废●沙坪坝区向乐村1-1-2号廖明英房屋
住宅租约证，证号20650，声明作废

民乐团员都是当地居民

新年音乐会的演奏群体，被称为建胜民
乐团。构成民乐团的人，都是当地的居民。

团长赵小重，今年 70多岁，尽管演
奏技术娴熟，却并不喜好抛头露脸。他
低调地说：“既然自己喜欢，分享给别人
又何妨。”

赵小重年轻的时候，从重庆钢铁工业
学校（现重庆科技学院）毕业分配到重钢炼
铁厂，一位读过书又对艺术满是憧憬的人，
显然生活无法阻止他前进的步伐。

工作时，他干过皮带工、炉前工、钳工、
厂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炼钢厂作为重钢最
大的厂，职工最多的时候达到5000人。

上世纪70年代，他自己动手做了一架
扬琴。这架自制的扬琴，当时还在厂里引
起不小的轰动，“都晓得我喜欢弹，但哪晓
得我是全靠摸索自学。”

条件好了以后，赵小重学扬琴的渠道
越来越广，技术也越来越成熟。退休后，赵
小重扬琴弹得好的消息不胫而走。有人就
劝他：“你索性教教大家，可以不？”

兴趣爱好者组建民乐团

指挥刘声宏在台上忘情地指挥着，他
双手的一起一伏，都能够让人感受到音乐
的跌宕起伏。

刘声宏被乐团其他团友称为刘老师。
他说，要说指挥，也是自己喜欢，“去看别人

这场高雅新年音乐会
演奏者全是当地居民

▲刘声宏在台上忘情地指挥着

▲民乐团认真演奏

▲领唱的也是主持人 ▲团长赵小重

▲音乐会现场

“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
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
的城哟……”冬日的重
庆，迎来久违的暖阳。

大渡口区建胜镇
百佳园社区，在9日下
午，迎来一场规格很高
的音乐会。这场音乐
会有 10 个演奏曲目，
包括《北京喜讯》《洗衣
歌》《康定情歌》《黄杨
扁担》《呼伦贝尔大草
原》等大家耳熟能详的
民乐。

台上参与演奏的，
则是当地 25 位居民。
不少人在加入这个民乐
团之前，甚至都没有碰
过乐器。或许，兴趣的
魅力就是这样神奇，最
终25位民乐团的“民间
演奏家”们，用自己勤学
苦练加喜好，为居民们
奉献一台别开生面的演
奏会。

指挥，有机会的时候请教请教，哪些时候该
怎么指挥，哪一个动作代表什么意思。”

在乐团，指挥就像一个家庭的家长一
样，起引领带头作用。

扬琴、二胡、大阮、大提琴、打击乐等东
西方乐器在他们手中得到完美的融合，每
支曲子结束，都能收获台下掌声无数。

赵小重告诉记者，民乐团最大的特点
就是团结。对爱音乐的老人们来说，乐器
就像他们的孩子，小心翼翼地呵护。有的
老人家庭条件一般，几乎不买衣服，不去饭
馆吃饭，都是带着盒饭来排练。省吃俭用，
为的就是要买自己中意的乐器。这些乐器
最便宜的要三四千，像大提琴这种都要将
近两万元了。

在音乐中感受和谐美好

家住百佳园社区12栋的杜婆婆农转
非后，一直住在这个小区。“我姐姐、姐夫都
在杨家坪住，现在街道周末组织我们读读
书、听听新年音乐会，我的视野也越来越开
阔。”最初搬进小区那两年，打麻将是杜婆
婆主要的休闲方式，“每天孙女去上学了我
就去打麻将。”

现在，杜婆婆还参加了跳舞、唱歌两个
社团，“我来听新年音乐会，主要是想培养
一下乐感，毕竟我要唱的是高声部，还是有
难度。”

每当辖区居民夸奖他们的时候，民乐
队的成员们总是笑笑说：“我们这个乐队，
不图名，不图利，只图有个好心情。能活跃
大家的文化生活，让居民群众乐一乐，让社
区有个和谐欢快的氛围。”25位老人走街
串巷，深入到各个街道、社区，为爱好民乐
的市民送去动听的演奏，让大家在美妙音
乐之中感受那份和谐与美好，更加热爱自
己的生活、热爱自己家乡。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渝凤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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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第2020010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0年1月10日

基本号码
19 22 29 07 21 17 23

特别号码
26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20005期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2000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5 9 1 3 7 8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001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1 1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001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1 1 1 1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0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