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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记录足有八百页

记者近日联系上了康小姐的爸
爸康藏，康叔叔今年 68岁，家住渝
中区大坪，是一名建筑工程退休工
人。记者看到，康叔叔的疫情记录
本为A4开大小，记录了全球140个
国家的疫情数据。细数下来，康叔
叔已经记满了4大本，每本100页，
出于环保考虑，康叔叔将每页纸都
作双面记录，也就是说，疫情记录足
有八百页。

康叔叔说，2020年初，武汉因疫
情封城的第二天，自己便开始了这份
记录，“疫情牵动着所有人的心，每一
个变动的数据背后都关乎着生命，我
在关注这些数据的同时，也将它们记
录了下来。”

每天花2小时做记录

每天上午10点多，便是康叔叔记
录疫情数据的时间，他会打开手机
APP更新最新的数据进行记录，通
常要花大约2小时的时间才能记录
完毕。

“我最初开始记的时候，是我们国
家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每天都特别
的揪心，盼望着数字可以下降。欣慰
的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疫情逐步得
到良好的控制。”康叔叔介绍。记者看

到，康叔叔的记录中，中国的数据最为
详细，包括不同省市的疫情情况全部
做了记录。其他130多个国家，也都
记录了其累积病例、当日新增、治愈病
例等数据。康叔叔说：“现在，全球的
疫情不容乐观，有的国家的每日确诊
人数数以万计，因此，我记录到国外严
重地区的疫情时，心情还是很沉重。”

坚持记到全球疫情清零时

康叔叔说，记录数据的过程中，自
己也格外关注与疫情有关的新闻报
道，结合起来看，也能对疫情情况了解
得更清楚。康叔叔告诉记者，自己会
持续的记录下去，直到疫情结束清零
的那一天。

康叔叔的老伴非常支持康叔叔的
记录工作，每天还会通过康叔叔的记
录本了解最新的疫情情况。“他开始记
录以后，对个人、家庭抗疫也更加重
视，经常在家庭微信群提醒大家勤洗
手，正确佩戴口罩等，家人们都说他是

‘抗疫达人’。”
康叔叔的女儿康小姐说，此前自

己回家时，老爸都不曾透露在做这份
记录，但每当老爸谈起各国的疫情数
据时，总是既准确又迅捷，自己还一直
很惊讶，直到看到疫情记录本，才知道
老爸背后的坚持。“老爸的记录本，也
反映出了普通市民对抗疫的关心和关
注，正是无数这样的力量汇集起来，我
们国家抗疫的力量才如此的强大。”康
小姐说。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
薇 摄影报道

“那天是大年三十的下
午，才吃完午饭，老爸就去书
房开始写东西，我走近一看，
惊呆了。”前几天，90后的康
小姐在朋友圈晒出了一沓手
写报告，引来无数亲友点赞
与惊叹。原来，这些都是她
老爸亲手记录的全球疫情数
据，已坚持记录了一年。截
至目前，已经记了满满八百
页。康小姐的老爸还表示，
全球疫情一天没有结束，自
己就会一直记录下去。

剪纸遇到剪纸
零星散落的技艺被挖掘

因为家族传统，彭茂琳从小就会剪纸，
也喜欢剪纸。“50多年前，我们家族来到了
重庆，很小的时候，外婆就教我剪纸，我喜欢
看一张纸经过巧手和剪刀，成为大家想要的
模样。”彭茂琳回忆说。

10多年前，彭茂琳来到渝北双凤桥，发
现当地民众生活中会用到剪纸，比如，婚丧
嫁娶时，多数家庭都会用到剪纸。但是，整
体而言，这门技艺比较零散，既没有专门从
事剪纸的老艺人，也缺少传承人。

据彭茂琳介绍，制作方法上，渝北剪纸
最初是采用煤油灯熏制剪纸复制图案，再用
剪刀雕刻纹样图案，其后，又运用传统手工
制作的宣纸，蜡和草木灰制作的蜡板，刀、剪
等工具纯手工制作，通常要经过构思，手工
图案绘制设计、修改、定稿、选纸、染色、剪
制、装械……十几道工序。常用于手工布鞋
及布料纹饰设计纸样，也用于传统风俗活
动、祭祀等。一番研究后，彭茂琳结合自己
所学，对当地剪纸进行了系统化梳理和归
纳，渐渐地，渝北剪纸开始散发光芒。

融入当代元素
鲜为人知的剪纸“出圈”了

“传承的老技艺，大家都有，然而，制作

和表现却可以是独特的。剪
纸是一门艺术、一门语言，就
要描述和反映当代人的生活，
也要契合当代人的审美，这才是

它的魅力所在。”彭茂琳这样说，
也在这样做。

传承过程中，彭茂琳在创作时，
融入了科技元素，比如，采用平面
多层次3D立体表现手法，让纸
画有了光影效果，呈现立体感
觉，也为表现都市生活，打开了
一扇窗。据介绍，平面多层次
表现效果剪纸，还获得了国家技

术发明专利。
彭茂琳透露，2010年，北京举

行的“真爱之夜感动中国”慈善晚宴上，
《新嫁娘》被拍出了15万元的价格。除了
《新嫁娘》，象征着清正廉洁的作品《碧水清
莲》，还曾获得中国（重庆）“茶花杯”工艺美
术精品奖金奖。2011年，彭茂琳和同事们
创作的《清风南韵》还被来渝访问的英国安
德鲁王子收藏。

2019年，第八批重庆市级非遗项目名
单公布，渝北剪纸正式成为重庆市级非遗项
目。这些年来，让渝北剪纸从鲜为人知到走
出国门，彭茂琳付出了太多太多。

年轻人慕名而来
带动残疾人学手艺增收

让彭茂琳欣喜的是，喜欢渝北剪纸作品
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慕名而来，靠的不
是公司的营销，而是渝北剪纸作品的魅力。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现在，大家的购买
渠道也多了，不仅可以来到线下的店铺参观
购买，还可以通过微店进行线上选购。

彭茂琳之前的工作室如今已发展成为
公司，和彭茂琳一样，公司的20多个员工也
都是残疾人，在进行剪纸创作前，员工们都要
进行很长一段时间的专业培训，掌握技能后，
方可慢慢上手。彭茂琳觉得，作为渝北剪纸
的传承人，她发挥的带动作用也真正体现了
出来。在这里，工作的残疾人们用学到的剪
纸技艺，获得报酬，融入社会，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朱婷 实习生 杨璐
嘉 受访者供图

渝北剪纸“出圈”

剪纸不仅是用剪
刀做窗花，它是一门
镂空艺术，也就是说，
它可以是你能想到的
任何模样。

今年58岁的彭茂琳，是渝
北剪纸非遗传承人，她要纠正
人们对于渝北剪纸的刻板印
象，在她和同事们的巧手下，渝
北剪纸可以是小挂件、心愿卡，
也可以是美人图，还可以是屏
风，能用来装饰，也可以作为伴
手礼。从散落在民间的技艺到
系统整理归纳，渝北剪纸不仅
成为了重庆市级非遗，还成功
“出圈”，被中外友人喜爱和收
藏，彭茂琳带领着她的同事们
也通过渝北剪纸，获得了更加
光明美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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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区夏血旺酒楼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130006183声明作废
●重庆供销厘米生活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原重庆迪丝兰
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遗失重庆重客隆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
司开具的质保金收据号码0002044，金额伍仟元，声明作废
●遗失邓宇航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215378作废
●遗失陈建分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0600102020005229作废
●遗失万盛经开区茂源谷度假村公章5001107011266作废
●本人王诗颖遗失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学生
证一本，学号1915120506，现声明作废。
●遗失彭水刘文学诊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登记号PDY00
016X50024317D2122有效期2018.3.14至2021.3.3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阿兴记实业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
MA5U4HCQ0M）股东会决定，现
将原注册资本由9000万元减少至
7047.111万元。特此公告。

清算公告
我公司承建的重庆市合川区双槐镇双门村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工程，已于2020年6月25日竣工，本项
目部即将撤销，为做好工程的收尾清欠工作，请与本
工程有业务往来的客户和民工在本公告之日起15日
内与项目部或公司取得联系，结清所有工程项目款
项，逾期不办理本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项目部联系人：刘文春.电话：13883709963公司联系人：
陈锐.电话：13908385383.公司监督电话：023-42823568

重庆易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3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双成服饰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唐光奉、李涛与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第
479、4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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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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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4日上
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仲裁四庭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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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3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翰伟纺织品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唐光奉与你
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第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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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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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4日上午9
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仲裁四庭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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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3日

南彭物流基地产业及配套功能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编）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重庆公路物流基地建设有限公司委托重庆
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南彭物流基地产
业及配套功能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现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按照《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征求公众意见及建议。
《报告书》纸质版查阅地址：重庆公路物流基地建设有
限公司（巴南区南彭公路物流基地环道东路6号），规
划影响及结论详见：https://pan.baidu.com/s/13as5
mtLfMAp0vWydQCu5Ag，提取码:3ks1。公众可
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现场填写等方式，在规
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反映与
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联系人：覃老师；
联系电话：13996251917；电子邮箱：343019626@qq.
com。重庆公路物流基地建设有限公司2021年2月

年回收并利用3万吨有机溶剂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年回收并利用3万吨有机溶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已完成征求意见稿，现征求公众意见。公
众可通过以下网络链接查阅获取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发表意见建议。一、报告书
及意见表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Y9L
NWEMZkmepj4CCNUZHg，提取码：wbv9。二、
建设地点：重庆市万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龙园。
三、征求意见公众范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
围内的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四、公众提出
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电话：余工13101010072；邮
箱：1260874768@qq.com。五、查阅纸质报告的方
式和途径：到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查阅纸质版报
告。六、建设单位：重庆渝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七、提出意见截止时间：2021年3月3日前。

撤销2021年2月4日刊登的重庆罗府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公章遗失启示，仍使用原公章。
遗失重庆市罗府建筑工程机械租赁站公章一
枚（印章编号5003834082442），声明作废。

公告 重庆左中运输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陈果与你单
位关于解除劳动关系，工伤保险待遇，经济补偿争议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合川劳人仲案字【2021】第64号申
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1
年5月10日下午2时30分，在合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地址：合川区南津街江城大道236号）一楼112
室（仲裁一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领取
本案裁决书的期限为开庭后的10日内。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2月23日

减资公告：重庆晓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MA6032018W）经股东会研
究决定,根据《公司法》规定, 注册资本从3000万
元减至20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

重庆市中交丽景、公元时光等七个物业项目秩序维护服务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重庆中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二、物业项目基本情况：标段一：物业项目1：中交丽景小区，位

于重庆市大渡口区双龙路2号，占地面积约7.6万，建筑面积约36万平米，物业类型有高层住宅、配套商业。物业项目2：公元
时光小区，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双园路1号，占地面积约2.4万，建筑面积约9.1万平米，物业类型有高层住宅、商业街、配套商
业。物业项目3：中交那里小区，位于重庆市大渡区杨渡路639号，占地面积约3.9万，建筑面积约21万平米，物业类型有高层
住宅、商业街、配套商业。标段二：物业项目1：香漫岭小区，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双龙路6号，占地面积约4.6万，建筑面积约
16万平米，物业类型有高层住宅、洋房、配套商业。物业项目2：香悦岭小区，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双龙路3号，占地面积约2.4
万，建筑面积约8.9万平米，物业类型有高层住宅、洋房、配套商业。物业项目3：万都汇小区，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双龙路1
号，占地面积约3.5万，建筑面积约19万平米，物业类型有高层住宅、商业街、配套商业。物业项目4：中交康桥小区，位于重庆
市双福新区九江大道169号，占地面积约8.9万，建筑面积约27.9万平米，物业类型有高层住宅、洋房、配套商业。备注：项目
其他简介见招标文件。三、招标服务范围及内容：本次招标范围为以上两标段物业项目秩序维护小区门岗、巡逻岗、车库收费
岗、车库管理岗（不含消防监控室岗）所应履行的安全防范服务内容。四、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投标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合法注册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独立法人（证明文件：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含国税、地税）、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
件加盖投标人公章）；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具备良好的从业信誉和安全保卫经验，具有完善的管理体系和健全的内部管
理规章制度，有大型住宅秩序维护服务经验的单位。2.投标人须至少具有2个或2个以上的有效业绩，有效业绩指（同时满足
下述要求）：（1）合同签订时间范围：2018年1月1日至今；（2）单个合同的年度服务金额：不少于人民币100万元；（3）业绩合
同内容：仅限于秩序维护或保安服务；（4）业绩应用范围：大型物业（其中1个需为10万平米以上住宅，另一个为10万平米以
上的大型商业中心、五星级酒店、写字楼等大型场所）。（5）业绩证明文件：A. 合同关键页（加盖投标人公章）和合作公司证明
（加盖合作公司公章）。B.其中合同关键页须体现合同双方、业绩合同金额、服务内容、项目应用地及面积。C. 需至少1个合
作公司证明，证明需体现合作公司评价以及联系人、联系方式，否则视为无效证明文件。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
许分包。五、委托管理期限及合同签订：1.委托管理期限：2021年3月25日至2022年3月24日（暂定），委托管理期限为一
年。2.合同签订：合同期限为一年，前三个月试用期，如在试用期内考评不合格或有重大违约行为，合同甲方有权随时解除合
同，并不承担责任或补偿。如合同到期后，评估为优秀的，第二合同期可采取续签方式，不再进行招投标。合同价格按照实际
招标价格执行。3.人员进场方式：根据招标项目实际需求，分批次、陆续进场，最终进场人数为招标总人数。具体相关事宜在
与中标人签订合同时约定。六、投标报价：1.标段一按总人数61人，标段二按总人数59人（含驻场队长、门岗、巡逻岗、车库收
费岗、车库管理岗、换休人员）综合计价方式即平均按每人每月的单价进行全部包干。2.本次招标采用无最低标底限价方式
（但应高于重庆市2020年最低工资标准），最高限价为4600元/人·月（含税）。（一标段：一年期全年最高总价限价3367200元
（含税）。二标段：一年期全年最高总价限价3256800元（含税））以最低有效报价为经济标基准分评分满分计算，其余按递减
方式扣除相应分值。3.本次招标以综合分值最高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的原则进行。七、本次招标不统一组织现场勘察和统一
答疑。八、投标费用：1.投标保证金：人民币1万元，购买标书时缴纳，开标结束后7个工作日无息退还。2.标书成本费：人民币
300元，不管是否中标，都将不予以退还。九、报名截止时间：从即日起至2021年2月28日17：30。截止日后概不接受报名。
每家单位只能参与标段一或标段二的报名，不能同时参与两个标段的招标报名。联系电话：13896135328 联系人：霍先生。

重庆市中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2021年2月23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雅居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9MA60CWD46U）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2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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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3日

声明
近日，我司发现“重庆赛创家居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赛创家居装饰”）于2020年11月6日成
立，其企业名称与我司名称“重庆赛创空间装饰设计有
限公司”髙度相似，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误认。基
于此，本公司在此严正声明如下：本公司成立于2015年
12月8日，“赛创”企业名称核准注册较“赛创家居装
饰”在先，经过公司长期使用取得较强显著性，在业内
获得普遍认可与广泛好评。“赛创家居装饰”的一切行
为、服务及其产品，与我司没有任何关系，请广大客户
仔细鉴别区分，警惕该公司的混淆行为，避免因此造成
损失。如遇有仿冒我司进行服务的行为，敬请向我司
及时反映。若涉及侵犯我司利益的行为，我司将保留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权利。望请广大合作伙伴理性辨
别、甄别非我司之意思表示，勿被蒙蔽损及自身权益！

重庆赛创空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2021年2月2日
重庆宝箴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车辆渝BS2636营运证
号500110019606以上车辆长期脱离公司监管，驾驶人
员拒不参加公司定期组织的安全培训学习，限车主在
登报五日之内到公司完善一切手续，预期未完善公司
将向车管所申请灭失注销，及营运证注销；后果自负，
并追究其法律责任，车牌照、行驶证、营运证、未收回。

遗失牟波从业资格证512224197501301713作废，遗失牟波车牌渝AM1T57道路运输证作废，
重庆市万州区越宏物流有限公司车牌号渝F1135挂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嘉峰中轮物流有限公司
渝DU7860营运证500381035573遗失作废，稳固公司渝D56597营运证500115055100遗失，
都发公司渝BV8661营运证500222032918遗失，重庆康丰物流有限公司渝DY7095营运证
500110119649遗失作废，重庆达标物流有限公司营运证渝DU3106遗失作废，重庆耀悦汽车运输
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渝BQ6898营运证500110008889遗失，重庆富存物流有限公司渝D56281
营运证500115065498遗失作废，綦江区银盆公司渝D23633营运证500222086089遗失作废，
普浩公司渝D34787营运证500115056078遗失作废，綦展公司渝D29091营运证500222088759
渝D63318营运证500222092897遗失，尊翔江津分公司渝D38835营运证500381021218遗失作
废，东能长寿分公司渝BF7915 营运证500115054686遗失作废,骏运公司渝BP8606营运证
500115050601渝A89H8挂营运证500115054238渝BP0137营运证500115033643渝BB375
挂营运证500115046674渝B6928挂营运证500115021402渝B1352挂营运证500115025075
渝B6711挂营运证500115004388渝B1172挂营运证500115041237遗失作废，汇顺公司渝
A91720营运证500222041609遗失，成泰公司渝D34766营运证500222074557遗失。

籍力公司渝D69625营运证500110093191遗失作废。
隆越公司渝D95938营运证500222063654遗失作废。
鑫益城公司渝B2A181营运证500115047024遗失作废。
互义达公司渝D08897营运证500222093196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西农大科信动物药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742889101M）股东会决
定，现将注册资本从2288万元减至2088.80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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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肖既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229034作废
●遗失孙帮林建筑高级工程师资格证书，
编号渝工高职第A130001 声明作废
●遗失罗天荣工民建高级工程师资格证
书，编号渝工高职第A15006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宏航船务有限责任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9150
0107793549916P）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793549916）作废
●遗失周小林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30600152010作废
●遗失忠县祺俐小吃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2500233100022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江南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渝B63T29翁喻虹
社保预缴收据一张（收据号:905025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易行通物流有限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雨水后天降临山城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石亨）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
天，重庆部分地区有阵雨，但大部分地
区仍旧有阳光出现，气温不会有大幅
降低。后天，雨水将彻底占领重庆大

部分地区，倒春寒即将来临，气温也会
随着降雨明显下降，届时，重庆各地气
温将回落至20℃以下。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2月23日：阵雨转多云，15℃～23℃
2月24日：阴天间多云，16℃～24℃
2月25日：小雨到中雨，13℃～20℃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04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5 4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04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5 4 0 8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2月22日 9 3 6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043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1年2月22日

基本号码
20 12 03 11 23 16 17

特别号码
08

中奖号码：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21019期

36 43 61 53 44 01 54 39 08 30
02 06 55 50 10 46 03 62 75 29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0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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