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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重庆市永川区胜利路街道办事处
杨广桥村马蹄冲村民小组遗失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永川支行万寿分理处办理的基本存
款账户的开户许可证，账号1831010120010
000595，核准号J6530008152604声明作废

公告：巴南区东原·香郡贯穿道路将于2021
年5月6日至6月9日期间占道施工并实行
交通管制，其中前10天双向禁行，后25天
单向通行。重庆友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东
原·香郡物业服务中心 2021年4月30日●遗失北部新区镇三关火锅店食品经营许可

证，编号JY2500359000172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渝都律师事务所谭海明律师执业
证，编号：15001201510323718声明作废●赵亮遗失建筑工程师证书（编号：
021401112173）及相关文件，声明遗失。●李夕文遗失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开具的重庆市住院
医药费专用收据，票号000354714金额4777.40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肯智科技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印章备
案回执（备案回执编号：50022420190902007）声明作废●遗失潘世全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JY15001510005401作废●遗失黄琪淋在重庆市永川区飞龙路333号4幢
1单元1-1车位协议，车位号A002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通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5003833000498财务专用章500383401650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美家惠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382700542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庞超建材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078231993，声明作废.●遗失胡玉婷出生医学证明，编号V500006316作废●遗失重庆舟国商贸有限公司公章（5001035007554）作废

重庆恒升2021春季拍卖会（油画）
预展时间：2021年5月14-15日10:00-16:00
拍卖时间：2021年5月16日10:30
预展及拍卖地点：重庆渝北香奈公馆6-18号
电话：023-68636475

重庆恒升拍卖有限公司 2021.4.30

清算公告
重庆市九龙坡区星光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5001075842711021)拟将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到本单位清算组提供有效凭据，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逾期不予受理。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5310907233 联系人：谷老师

2021年4月30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园思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禹洪全与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第
16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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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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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院仲裁二庭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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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高瓴项目管理（重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杨珊与你
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第
14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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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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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

公 告
四川万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何容【申请述称：2020
年11月10日16时22分左右，何容在四川万为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承建的大悦祥云（C地块）项目工地1号
楼11层拆模时被砸伤，要求认定为工伤】向我局提交
工伤认定申请，本局已于2021年 4月 21日依法受
理。因本局通过邮政EMS特快专递向你单位送达的
渝北人社伤险举字〔2021〕222号举证通知书被退回，
现依法予以公告送达。为保障你单位的合法权益，如
你单位认为何容所受伤害不是工伤，根据《工伤保险
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请你在本公告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机关提交证据材料，如不按期履行举
证责任，本局将依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依法作出
工伤认定结论，你单位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公
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4月30日

询价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垃圾处置服

务询价采购（第二），估算总投资80万元，合同期2
年。请具有相应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21年5
月7日16:00前携营业执照、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
等原件并提供盖鲜章复印件，到我司201室报名。
联系人：唐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 报名地址：
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玖安公司渝BY0105营运证500110057884遗失作废。
银冠公司渝BZ8032营运证500222053554，渝AG658
挂营运证500222053470遗失作废。重庆九辉物流有
限公司渝BT3879营运证500115058118遗失作废。鑫
万家公司渝BV1583营运证500110036110注销。飞鼎
公司渝BZ9256营运证500110064736遗失作废。奔峰
公司渝BU9533营运证500110031413遗失作废。吉润
公司渝D82999营运证500110120798，渝D92658营运
证500110107531遗失作废。妙宸公司渝DA2972营
运证500110121600遗失作废。重庆华彩物流有限公
司BM3319营运证500110044109，渝BT9880营运证
500110092652，渝BY8106营运证500110053020，渝
BY3839 营运证 500110058569 注销。金元公司渝
BV6852 营运证 500110039452、渝 BS6385 营运证
500110056906遗失作废。安格公司渝B5A828营运
证500110067955遗失作废。重庆龙祥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长寿一分公司渝D83C19营运证500115058625、
渝A9106N营运证500115067304遗失作废。

现有重庆市渝航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由于保管不善，拾
遗重庆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给本公司的投标
保证金收据一份，收据日期：2018年9月18日，编号：
2941538，金额：2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现特此声
明作废，该收据所产生的任何权责均与贵司无关。

胜 丰 公 司 渝 BV3697 号 500110117661，渝 BV3750 号
500110117305，渝BV3956号500110117635，渝BV3786号
500110117625，渝BV5935号500110044259，渝A90595号
500110081572，渝A38089号500110102070，渝A90797号
500110049856，渝A90667号500110052840，渝BV3293号
500110107940，渝BX5211号500110045045，渝BV6763号
500110105171，渝BV7910号500110103627营运证遗失作废。
君 睿 达 公 司 渝 D12185 号 500110077880，渝 D17409 号
500110102716，渝D05868号 500110104014，渝D36591号
500110079923，渝D34137号 500110108651，渝D46215号
500110083362，渝D18485号500110108653营运证遗失作废。
强 帮 公 司 渝 BV9638 号 500110045430，渝 BY7050 号
500110053448，渝BY9186号500110121244，渝BY5137号
500110109312，渝BY9057号500110057920，渝BY9609号
500110102349，渝BY1937号 500110058652，渝BZ0929号
500110104283，渝BZ3277号 500110060121，渝BZ3609号
500110084600，渝BX3017号500110103398营运证遗失作废。

六六顺公司渝D15700营运证500222074257遗失作废，政
彤公司渝D70221营运证500110075156遗失作废，创汇公
司BS3850营运证500110052581遗失，阅宇公司渝BL9633
营运证500110121942遗失作废,重庆市全友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500110105213渝D85286营运证500110105213遗失

卡 乐 公 司 渝 B3996 挂 号 500110096415，渝 B3898 挂 号
500110002419，渝B7325挂号500110005555，渝BQ3333号
500110098159，渝B3617挂号500110006288，渝BQ3797号
500110006287，渝BQ5679号500110097653，渝BQ5596号
500110037132，渝BQ5715号500110098914，渝B3807挂号
500110008605，渝BQ5693号500110009478，渝BQ6682号
500110008893，渝BQ7970号500110035500，渝BQ7737号
500110097339，渝B7102G号500110012080，渝BS2136号
500110019187，渝BS6500号 500110102528，渝BS6305号
500110020904，渝BS6202号 500110020906，渝BS6211号
500110020908，渝BS6525号 500110020909，渝BS6693号
500110057965，渝BV1176号500110033070，渝BV9062号
500110117608，渝BV1507号500110099781，渝BV1598号
500110084869，渝BV1666号500110084866，渝BV1657号
500110035267，渝BV1715号500110106971，渝BV1707号
500110035786，渝BV1732号500110106418，渝BV9280号
500110115266，渝BV9185号500110115265营运证遗失作废

重庆市南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无主货物认领公告

2021年4月9日，重庆市南川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接南川公安局110举报中心转来群
众举报，称有人在G65高速路南川至大观方
向的大观服务区的停车区有一拖挂车车厢内
有人正在包装冷冻食品。我局执法人员立即
到举报地点进行核查。经查，举报内容属实，
现场在拖挂车（牵引车车牌豫NM6635，挂车
车牌豫N0835）上查获涉嫌未经检验检疫的
冷冻牛百叶674件（规格：20-25kg/件，非定
量包装），现场拖挂车驾驶员不能提供上述牛
百叶的随货同行单据及入境货物检验检疫合
格证明或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明文件，执法
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
百一十条第四项的规定，对上述冷冻牛百叶
实施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渝南川市监扣
字[2021]0410-1号）。

经调查，以上查获货物现场当事人无法
确认，承运人也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货物来
源及运输证明。现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
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三十九条、七十四条第
五项、《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涉案财物管理
和处置暂行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予以公
告，请上述货物所有人持有效证件和持有关
货物所有权属证明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
日内，主动到重庆市南川区市场监督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协助调查并接受处理。逾期
不认领和不接受调查处理，我局将按无主货
物依法进行处理。

联系地址：重庆市南川区南大街92号
联系电话：023-71436564
特此公告

重庆市南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4月14日

坑洼路变柏油路
居民出行好惬意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
闻通讯员 冯苏婷）新建小区外
有坑洼路，特别是雨天积水通行
更为不便。在大渡口区八桥镇人
大代表朱书进的努力下，相关部
门迅速介入，最近，家住大渡口区
五一村铭鑫鼎尚源小区附近的居
民走上了平整的新路。

据了解，这一段长约200米
的坑洼路属于小区外的“过渡地
带”，区城投、道路承建方等协调
行动，迅速将路面建成柏油路面
方便周边群众出行。

“五一”天气
先晴后雨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钱也）据市气象局预计，今年
五一假日期间，我市先晴后雨，5月2
日至4日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4月30日：晴间多云，15℃～31℃
5月1日：晴间多云，18℃～33℃
5月2日：多云转雷阵雨，21℃～

29℃
5月3日：小雨，20℃～26℃
5月4日：小雨，17℃～23℃
5月5日：阴天，16℃～23℃

五一假期马上来啦，想好怎么玩耍了
吗？对于景区来说，无一不是“人从众”，与
其去这些热门景点与游客打堆，不如来一
场与众不同的体验——邀上亲友，一起乘
坐轨道交通去往重庆主城的文化展馆，感
受一番艺术的熏陶，过一个不打挤的假期。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展览：最是春光好读书
展出时间：即日起至5月17日
线路：轨道交通2号线曾家岩站A出入

口步行800多米
内容：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于 4 月 23

日~5月16日面向观众开展“最是春光好读
书”微展览。展览展出明万历款青花人物
纹瓜棱瓷罐、清白套黑玻璃渔樵耕读图鼻
烟壶等11件藏品（其中二级文物1件，三级
文物4件），照片18张。还介绍“韦编三绝”

“凿壁借光”“悬梁刺股”“映月读书”大家熟
悉的中国古代文人励志故事。

重庆巴渝民俗博物馆
展览：巴蜀七十二行雕塑展等

展出时间：5 月 1 日至 5 月 5 日 9：00~
17：00

线路：轨道交通3号线碧津站1号出入
口出站步行1公里左右到达

内容：巴蜀七十二行雕塑馆共有115件
雕塑作品，分为城乡力夫、良工巧匠、家庭
作坊、文人艺匠、街巷能人、市井商贩6个单
元。主要以雕塑方式专题展示清代至民国
时期，巴蜀地区传统行当的兴衰演变和匠
心文化的传承发展。

王琦美术博物馆
展览：时代的声音——王琦版画艺术

研究展
展出时间：即日起至6月20日
线路：轨道交通2号线曾家岩站C号出

入口步行400多米到达
内容：本次展览以《王琦全集》为学术

脉络，展出王琦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版画
作品四十件。

原·美术馆
展览：“重逢岛X——看见的与看不见

的”艺术展
展出时间：即日起至6月24日
线路：轨道交通6号线上新街站1号出

入口出站乘坐338路公交车到达海棠烟雨
公园公交站即到

内容：艺术展呈现了19位（组）青年艺术家的
优秀作品，涵盖架上、雕塑、装置、影像、摄影等。

龙美术馆（重庆馆）
展览：松山智一《自然可解》
展出时间：即日起至5月16日
线路：轨道交通6号线大剧院站5号出

入口出站步行300多米到达
内容：这是重庆馆首次引进国外艺术

家的个展，来到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展览，
而且拍照凹造型两不误，关键是人也不多，
可以尽情享受艺术空间。

重庆时代美术馆
展览：“春秋大梦”潮流空间艺术展
展出时间：即日起至6月1日
线路：鱼洞站2号出入口出站步行1公

里左右到达
内容：本次展览通过对9个美术馆空间的改

造，形成9个不同空间维度，以艺术家的个人风格和
个体关注为出发点，结合艺术空间、艺术装置和影
像，契合为独立而统一的“春秋大梦”的主题空间。

金山意库
展览：天马与行空——2021 金山意库

儿童艺术节
展出时间：即日起至6月6日
线路：轨道交通3号线金渝站3号出入

口步行600多米到达
内容：2021金山意库儿童艺术优秀作

品展聚集了28家重庆本土优质的美育研究
机构，以架上绘画、装置、雕塑、综合材料等
形式，展示多元的美育成果，为大众带来了
一场灵感碰撞的艺术盛会。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月

五一不想“人从众”不如来场艺术熏陶

安居古城“唱”玩夜
这个五一节让你嗨个够！

悠游原乡，品味铜梁！2021重庆铜
梁原乡文化旅游周在铜梁荷和原乡正式启
幕。作为本次铜梁原乡旅游文化周的重头
戏之一，本次安居古城将让你好玩，让你好
吃，让你好看。除乐队、龙舞、汉服美女之
外，还有更多耍事，比如风筝节、房车露营
等，带你领略多元文化的魅力，与岁月静好
的千年古城安居碰撞出火花。

民俗活动带你领略古镇文化底蕴

5月1日至4日，安居古城将推出《翰
林省亲》《蚌姑戏沙弥》《水云龙》《刘雪庵音
乐情景剧》等脍炙人口的民俗节目展演带
你领略铜梁安居的深厚文化底蕴。

《乡愁安居》驻场文艺汇演中，湖广会
馆古舞台是安居古城的热门景点之一，活
动期间《请到安居古城来》《一起去安居》
《花开盛世》（舞蹈）《变脸》《人间好》《王婆
骂鸡》（川剧）《魔术》等众多精彩文艺节目
将在这里轮番上演。

在木构的屋檐下，在斑驳的老圆桌
边，放着花瓷茶碗，姿态轻松的人们，坐在
厚重的长凳上，被苍古的巨大匾额环绕。
看台前的演员顾眸流盼、唱念做打，仿佛
穿越千年。

风筝节与家人放飞亲手DIY的风筝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抓住春日的尾
巴，相约安居，一起趁着东风放纸鸢，定格
安居的春日美景！

在长假的5月1日~4日期间，在安居
国家湿地公园以青山绿水、草长莺飞的自
然之态为背景，感受到“纸鸢与孤婺齐飞，
春江共长天一色”之美。在现场，你可以看
到长达数十米的特技风筝表演和数十只动
漫形象风筝放飞。当然，也可以亲自动手，
与家人朋友一起放飞亲手DIY的风筝。
同时，还有20名汉服美女亲临现场活力助
阵。美食区、互动打卡区、腾旅景区互动等
也会同步开启。

“唱”玩夜，品古城新潮玩法

本次文化旅游节的重头节目，音乐嘉
年华、萤火虫后备厢及非遗集市改装车展
示、潮玩、美食等众多新潮玩法汇集安居，

等你来打卡。
5月1日~4日：以“原乡·放肆嗨”、“原

乡·享音悦”、“原乡·燥起来”、“原乡·释青
春”为主题的音乐嘉年华正式开启。独立
乐队、对角巷乐队、王璟&孵化乐队、银冕
乐队、刘俊良、罗永川等乐队和音乐人，将
带来精彩表演。还有大型灯光秀、龙舞表
演、整点抽奖等穿插其中，为你带来震撼惊
喜的“唱”玩夜！

第一天的“原乡·纵情嗨”演唱部分将
由2013年成立并通过《夏·唱游·日记》《私
奔丽江》两张专辑收获了无数粉丝的“夏天
播放”乐队领衔。还有本土知名乐队“李波
与重庆孩子”带来极富山城风情的演绎。
在乐迷心目中享有盛誉的乐队会依次登
台，陪伴山城粉丝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其中包括2013年成立的对角巷乐队，他们
一直以来以做独立摇滚、颇具英伦风情而
闻名于圈内。

5月 3日领衔的则是有着经典代表
作《重庆的味道》的璨乐团，摇滚大咖脉
星冲、百变小魔女龙灵吒也都在现场开
唱的嘉宾之列。率先开唱的是本土知
名原创音乐人、歌手胡海舰，当晚献唱
的还有音乐唱作人张蒙以及火爆全网
的阿冗。

玩房车搭帐篷酷玩时尚等你来

5月1日至4日期间，每日9:30-17:
30主办方与非常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机构联合打造的“艺术联成渝，文创聚铜
梁”萤火虫夜景文创市集，都会准时开市，
各种新奇好玩、满含铜梁原乡风情的文创
产品可以一次选个够。

此外，在汽车改装潮玩派对上，可以与
志同道合年轻朋友一起，共同引爆酷玩的
时尚潮流。

你也可以选择在黄家坝露营，利用露
营基地现场布置的房车、帐篷等，深度体
验不一样的原乡风情及安居古城。此外，
活动还将全程通过直播间对外直播，将

“原乡音乐会”和夜游安居的魅力展现给
更多观众！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杨野 实
习生 李家润 铜梁宣传部供图

▼大型灯光秀

▼玩房车搭帐篷

◀民俗活动展演品

▼铜梁舞龙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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