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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南岸区凯宾斯基大酒店大堂右侧电
梯旁老酒馆，接受海外华侨李先生委托，以1000万
一瓶的价格，收购上世纪的汉帝茅台一瓶；以500万
元的价格收购上世纪绿美人茅台酒一瓶，市民朋友
们请互相转告，好好看看家中是否有这两款酒，否则
一口酒喝掉两栋别墅，那就太可惜了。如提供线索
并成交，老酒馆酬谢提供线索热心人士5-10万元。

公司负责人邵经理介绍，前两天来自新加坡的
海外华侨李先生找到他，李先生说他对贵州茅台酒
情有独钟，尤其是极具收藏价值的汉帝茅台酒和绿
美人茅台酒，他的私人老酒收藏馆就差这两瓶酒就
齐全了，他愿意以分别1000万、500万的价格收购
这两瓶酒。李先生的收购老酒不为喝酒，只为传承
中华酒文化，等这两瓶酒收购到，就开一家中国老
酒博物馆，让大家参观，感受自杜康酿酒以来，中华
民族博大的酒文化。

邵经理说，老酒馆除收购这两瓶酒，还高价大量
收购新老茅台、新老五粮液、国窖、剑南春酒、古井贡
酒、洋河大曲、双沟大曲、黄鹤楼酒、汾酒等老酒，重
庆市区内可上门收购，外地量大也可上门收购。老
酒馆对国酒茅台，更是青睐有加，其中包括茅台生肖
纪念酒、90年代茅台、80年代茅台、地方国营茅台、

三大革命茅台、葵花茅台、茅台特供等老酒。
老酒馆鉴酒专家介绍，很多市民不懂老酒价

值，更不懂如何收藏老酒，致使明珠蒙尘，家中老酒
出现跑酒和品相被破坏的情况，老酒闲置多年后竟
一文不值，十分可惜。市民们一定要好好看看家中
是否有老酒，或许您家中或亲友家中就有价值两栋
别墅的老酒，赶紧拿来变现才靠谱。
温馨提示：

老酒馆只在店内交易，市民切勿相信街边收
购，以防上当受骗。
地址：南岸会展中心旁

边（凯宾斯基酒店）大堂右
侧电梯旁，陈年老酒馆
邵经理联系电话：

18523516965
乘公交 115 路、121

路、145 路、149 路、301
路、308路到会展中心站
下车亚太路口上行200米
路南。乘地铁，坐3号线
工贸站3B出口，直行路口
尽头左转上坡就到。

南岸区凯宾斯基酒店老酒馆：

1000万买瓶老酒 提供线索奖10万

遗失公告
重庆市九龙坡区房屋管理局杨家坪房管所遗
失重庆市规划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渝规地
证[2004]九字第0109号声明作废，若有异议，
自登报起三十日内向重庆市九龙坡区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反映，联系电话：68410015

重庆乐俊铝业有限公司年产30000吨建筑门窗
铝型材、幕墙铝型材深加工项目（二期）环境影

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受重庆乐俊铝业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工商大学环境保

护研究所承担重庆乐俊铝业有限公司年产30000吨建筑门
窗铝型材、幕墙铝型材深加工项目（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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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版全文和公
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bbs.e47.cn/forum.php?mod=
viewthread&tid=160060&fromuid=36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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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乐俊铝业有限公司：凌工：
1912547418@qq.com，18623545477环评单位：重庆工商
大 学 环 境 保 护 研 究 所 ：况 工 ：023-62304714，
1597503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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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工业园
德油路周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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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至2019年6月6日。

重庆金格家具有限责任公司家具、套装门生产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受重庆金格家具有限责任公司委托，重庆工商大
学环境保护研究所承担重庆金格家具有限责任公司家
具、套装门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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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
见 表 下 载 链 接 ：https://www.cqhc.cn/tiezi-
196938-1-1.html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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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格 家 具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刘 老 师 ：
13983729190，2497489618@qq.com 环评单位：重
庆工商大学环境保护研究所 ：梁老师：18223468463，
1945595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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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合川区草街街
道春江路2号2幢周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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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至2019年6月6日。

公 告
由重庆海博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金科.世

界走廊B区(南门山步行街）已完工72个月、
廊桥水乡三组团二期E1-E5、E7号楼及E19
号楼车库已完工57个月、大足金科中央公园
城一期一标段已完工42个月。请与该工程相
关的债权债务人于登报日起7日内，来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事宜，逾期公司概不认可。

重庆海博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05月27号

傅伟遗失发票，票号01988975、13413976
－13413983、13413987－13413989、134
13999－13414000、33638601－33638700、
33703264－33703300，声明作废

刊登
热线
郑重提示：本版只提供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15023163856

遗失李哲瀚《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443674，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市创世纪宾馆（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2733944498T）经决议，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本单位清产核资组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联系人：郭怡，地址：
渝北区新牌坊一路1号，电话：67788888

遗失任欣悦《出生医学证明》编号：E500003408，作废
合川区小康汽车维修部遗失2017年6月1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92500117MA5U8R1H6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梵业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7MA5U64B23C成立日期2016年05月
23日）因故解散，请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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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清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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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5月28日

遗失何廷碧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500901606681305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杭州朱养心药业有限公司（税号913301
05143042478U）开给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税号915000002028293351）的浙江增值税专用
发票（抵扣联+发票联）:发票代码3300182130，发
票号码06798709，价税合计122352元，特此声明

经营者张平遗失2018年12月5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92500103MA5Y6KCK4X，声明作废 谢桂花在龙泉北京路66号铂悦城3栋1单元1002号的

购房收据遗失:编号0189359,金额216930元,声明作废
谢桂花在龙泉北京路66号铂悦城3栋1单元

1002号的购房合同遗失合同号311059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苏佳贸易有限公司备案通知书（渝
两江）登记内备字［2018］第056804号声明作废

认尸公告
渝中区下三八街22号米克俊，男，生于

1942年10月14日，于5月25日病故于渝中
区第四人民医院，现社区急寻子女亲属前来认
领尸体，望其家属在三日内与归元寺社区联
系。 三日后将作为无人认领尸体处理。

联系人：蒋老师 联系电话：63814240
归元寺社区居委会 2019/5/27

注销公告：经重庆苏佳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12000147199）股东会决议，拟注销本公司，根
据《公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
45日内与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事宜，特此公告。

重庆到家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融侨半岛分公司空白收
据编号0150116盖有公司财务章，一式三份，遗失作废

遗失陈雨菲《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190529声明作废
遗失陈雨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156709声明作废
梁亮遗失出租车从业资格证，证

号：50010819890618043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博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袁厚芳（二级建

造师建筑工程）注册证书，编号；00831890声明作废
蒲从山遗失于1999年12月27日核发的重庆市卫生

局医师资格证书199950341510225660212155作废
遗失陈志欣之子田铭浩于2013年5月13日在第三军医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0500261372声明作废

重庆市兴宇汽车车桥厂经营部遗失1996年
8月1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061803338；遗失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无名氏（口述 朱立碧）地址不详 2019年5月24
日在巫溪县精神卫生保健院因呼吸循环衰竭死
亡.请其家属见报后前来认领，如30天无人认
领，将按照相关政策依法处理.联系电话023-
51515513巫溪县民政局 2019年5月25日

认尸公告
2019年5月26日在丰都县高家

镇货运码头长江水域发现一具男尸，
尸长约1.65米，约35岁，脖子上系红
绳装饰品，请知情人与长江航运公安
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七岁小儿郎，上的怪学堂。学生我一个，
先生一大帮。男牢房里去上课，下课又回女牢
房。表面读的人之初，暗中学的新文章。”昨日
上午，重庆梁平区实验小学的操场上，一阵锣
鼓声响起，伴随着《小呀小儿郎》的曲调声，斜
挎着一个破旧书包的“小萝卜头”蹦蹦跳跳地
登上了舞台。

重庆市“小萝卜头”进校园示范活动在这
里举行，正在上演的节目是梁山灯戏《黎明前
的小信使》。

剧本改了近半年

由梁平区文化馆的演员们表演的《黎明前
的小信使》延续了梁山灯戏的特点，整场戏仅
有三名演员，三个人便撑起了整个舞台，用精
湛的表演讲述了解放前夕的白公馆内，“小萝
卜头”是如何与监狱看守斗智斗勇，在男监狱

和女监狱之间传递情报。
“整场戏一共17分钟，修改之后会将它精

炼到15分钟。”这已经不是这部戏第一次被改
动，原梁平区文化馆馆长彭雪莲说，这部戏的

剧本从半年前就开始创作，改了十余次，连戏
名都变了9次。

在梁平区实验小学的演出也是该戏的第
一次公演，之后他们还将走进更多学校，将“小
萝卜头”的精神传递给更多的孩子们。

舞台表演很精彩

“妈妈又有个任务要交给你，有份重要的
密件去交给陈叔叔，要快，要安全……”

“妈妈，我把它藏在裤儿缝缝里，特务找不
到。”

为了传递情报，“小萝卜头”将密件缝进了
裤子里，并将一只蟋蟀“藏”到了裤兜里，用来
吸引看守注意，为真正的情报打掩护。

整部戏中，台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小
萝卜头”和监狱看守，吸引了现场数百名观众
目光的不仅是两人斗智斗勇的情景，更是因为
他们精彩的表演。

11人创作两个月

除了梁山灯戏，现场让孩子们感到惊喜又
熟悉的，还有梁平木版年画《小萝ト头的故事》。

10幅年画借鉴了国家级非遗梁平木版年
画的构图、用色、造型、开脸等表现手法，通过
手绘与电脑制作、绘画与儿歌解说词相结合的
方法，再现共和国最小的烈士宋振中在狱中生
活、学习、斗争的故事。

它们的创作者是梁平木版年画传承人莫
绍萍和她的工作室。

“梁平年画多以驱邪纳福、喜庆吉祥等为
题材，这次讲述宋振中烈士的故事，对于我们来
说也是一次挑战。”梁平木版年画传承人莫绍萍
介绍，为了做好这组年画，共11人参与，整个团
队的成员都是梁平区各乡镇学校少年宫的优
秀美术老师。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冯锐

梁山灯戏、木版年画……

来看非遗如何精彩讲述“小萝卜头”的故事

上下班和出游何时是出行高峰？
主城区交通发展年报为你解答

上下班什么时段是出行高峰？周末出游什么时间畅通
无阻？对于每一位市民来说，都或多或少关心这些问题。

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牵头、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承担编
制的2018年度《重庆市主城区交通发展年度报告》中，
“居民出行大数据”一目了然，让我们通过这份报告来读懂
主城区的交通生活。

报告显示，在工作日，主城区居民出行的
总体特点为早上6点开始出行量不断增多，
在8：30左右到达第一个峰值（早高峰）后缓
慢下降，12点左右成为白天的一个出行低
谷。16点起出行量再次增加，在18：30左右
到达第二个峰值（晚高峰）后较快下降，在
19：30后继续缓慢下降。

在小汽车出发时间分布上，早上6：30开
始，出发的小汽车逐渐增多，7：30-8：00之间
达到出发峰值（约占监测到全天出发小汽车
总量的8%左右），8：30后出发的小汽车逐渐
减少。16：30开始，出发的小汽车逐渐增多，

17：00-17：30之间达到出发峰值（约占监测
到全天出发小汽车总量的 9%左右），18：00
后出发的小汽车逐渐减少。

在轨道交通进出站刷卡时间分布上，
早上 7：00 开始，乘坐轨道乘客逐渐增
多，8：00左右达到峰值（约占监测到全天
轨道交通刷卡客流占比的 7.2%），8：30后
乘坐轨道乘客逐渐逐渐减少。17：00 开
始，出发的小汽车逐渐增多，17：30-18：00
之间达到峰值（约占监测到全天轨道交通
刷卡客流占比的 11.4%），18：30后轨道乘
客逐渐减少。

报告显示，在周末主城区居民出行上，早
上7点开始出行量不断增多，在10：30左右
到达全天出行较为集中的时刻，之后出行量
基本保持平稳，无明显的低谷，直至19：00后
开始下降。

而在出行选择道路上，快速路中内环快
速路西环立交至高滩岩立交、真武山隧道运
行压力较大，主次干道中解放碑、观音桥、时
代天街、三峡广场以及南山周边道路运行压
力较大，桥梁上石门大桥、嘉华大桥、渝澳大
桥、黄花园大桥、千厮门大桥往渝中区方向过
江压力较大，其他道路相对较为畅通。

与工作日出行特征不同的是，周末出行

无明显的早晚高峰，10：00至19：00左右出
行较为平稳。

而在重要节假日期间，洪崖洞、解放碑及
朝天门景区人流主要以夜间旅游观光为主。
夜间时段（19：00 至 23：00）进出景区的游客
数约占全天游客总数的一半，其中洪崖洞夜
间游客比例最高，占全天客流总数的50.2%，
朝天门景区夜间游客占比48.0%。

磁器口及歌乐山烈士陵园景区人流主要
以白天旅游观光为主。白天时段（9：00至18：
00）进出景区的人数占全天总人数的83%。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梓涵 实
习生 柏俊成

工作日出行特征数据
7：30-8：00、17：00-17：30，路面上小汽车达峰值

节假日出行特征数据
洪崖洞、朝天门夜间游客比例占全天一半左右

高峰时段，这些区段车厢拥挤
轨道交通1号线：高庙村-两路口
轨道交通2号线：马王场-牛角沱
轨道交通3号线：铜元局-嘉州路
轨道交通6号线：红旗河沟-光电园

观音桥：14.6万人次 小什字：14.1万人次

南坪：8.9万人次 沙坪坝：8.2万人次

红旗河沟：8.1万人次 两路口：7.9万人次

大坪：7.6万人次 石桥铺：7.3万人次

较场口：6.5万人次 杨家坪：6.4万人次

轨道观音桥站客流量最大
2018年主城区轨道站进出客流量Top10站点（日均进出总量）

梁 山 灯 戏
《黎明前的小信
使》表演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