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览现场。

昨天上午，重庆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校庆《聆
听重大·岁月留痕》大型画展在重庆大学A区
图书馆逸夫楼一楼展厅正式开幕，现场展出《岁
月留痕·笔尖下的重大》及《聆听重大》两个项目
的部分作品近四十幅。该展览筹备十个多月，
将在重庆大学A区和虎溪校区分别展出一周。

43幅钢笔画记录重大的历史变迁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欧阳桦一直以
来都非常热爱画钢笔画，多年来一直坚持以钢
笔画的形式记录重庆旧时的面貌，反映老重庆
星罗云布的老建筑及市井生活。

记者看到，在他随身携带的布包里放了10
多支各式各样的钢笔。他告诉记者，有些钢笔
都画坏了。

“一共画了43幅钢笔画，耗时一年左右，有
单体建筑比如B区老图书馆，也有大景比如菜
园坝老校区全貌。”在重庆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之
际，欧阳桦教授特地为学校创作了一系列还原
老重大风貌的钢笔画。

欧阳桦说，他在重庆大学四十余年生活
积淀的基础上，还收集研究了各个时期的文
献资料、地图、老照片，对各个时期的老建筑
进行详细研究，创作完成了包括了A区工学
院、理学院、临江路、沙磁医院、民主湖、B区
老礼堂、C区教学楼、虎溪东大门等学校地标
性建筑。

“与史料不一样的地方是钢笔画更清晰，取
的角度具有艺术性，或者是一些新挖掘的景点
等。”欧阳桦说，最大的一幅60厘米×40厘米，画
了一个月左右，画的是从中渡口远眺重庆大学。

“声音地图”展现“耳朵上的重大”

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听到重庆大学各个
地方最真实的声音……全国高校首个“声音地
图”由美视电影学院副教授罗俊完成了。

记者了解到，《聆听重大》是在借鉴国内外
声音地图的概念基础上，发现校园的各种自然、
人文、历史的声音：从五教的下课铃声，到钟塔

的准点钟声；从虎溪云湖的天鹅叫声，到风吹过
竹林、梧桐大道奏响的协奏曲……通过声音唤
起深藏在每一个重大学子心中对于校园的独特
记忆，展示一个“耳朵上的重大”。让师生校友
身处世界各地，也能感受到学校的人文氛围。

在近十个月的时间里，罗俊团队在三个校区
穿梭，在民主湖、缙湖、云湖、各教学楼、各实验室，
在师生们熟悉的地方采集各地标独有的声音，初

步建立了属于重庆大学的独特的“声音地图”。目
前已采集制作完成校园40个点的声音样品及视
频，完成延时摄影成片一部，照片40余幅。

记者看到，画展现场还专门配置了高清大
屏、耳机，搭建了一个声音地图系统，嘉宾在现
场戴上耳机就可听到来自校园各个角落的自
然、人文声音。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付迪西

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听到学校各个地方最真实的声音……

重庆大学“画”出全国高校首个“声音地图”

欧阳桦介绍钢笔画作品。观众体验《聆听重大》。 上游新闻记者 刘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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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水公
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11.7米
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地，
28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重庆博源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与财
务专用章（编号均为：5001122032627），声明作废

重庆市永川区凌宏松鸿酒楼遗失2017.5.18核发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JY25001180026673声明作废

父亲罗友见与母亲陈香遗失罗忆涵女
出生证，证号：S500161438，声明作废。

遗失李云龙中级职称证021401111809声明作废
江北区好宜信食品经营部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JY15001050111011,声明作废
刘之彬遗失乡村医生执业证23200204119751401101作废
重庆墀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200704263

0001;财务专用章:编号2007042630001各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邦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遗失车辆渝B7T872

行驶证与营运证:运营证号50010002364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合川区骅康理财咨询有限公司财务章5003

827002881.发票章500117084692883各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曼普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5001057015424)声明作废
沙坪坝区九龙白酒经销店遗失2015.08.13核发个体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660610018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迅哲达商贸有限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曹柏言《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226390，声明作废。
遗失渝中区有家食品经营部2015年9月10日核发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3606252717，声明作废
遗失秦子乐.男.2018-4-21出生证编号R500392566作废
遗失巫山县九亭脆李种植专业合作社公

章一枚编号为5002379811195声明作废
遗失李映羲（原名李胤羲）出生医学证明K500083692作废

品牌婚介
美的缘 教师主办11年
68067355也可四海 www.023yuan.com

综合房讯

注销公告：公司因故解散，请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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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博户合众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8MA6092CGXQ）2019年9月7日

遗失声明
重庆天原化工总厂（纳税人识别号
915001052030005296）遗失发票专
用章一枚（编号5001057047742）、法
人（李小丹）私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恒美运输有限公
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
证号500105012403声明作废

免责声明
本协会系合法成立，旨在搭建石材行业

资源与信息共享平台，促进重庆石材行业有
序蓬勃发展的社会团体组织。2019年8月
8日，本协会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章程规定
已履行完毕换届程序，第二届已正式成立并
接手相关工作，现将本协会相关情况声明如
下：2019年8月8日前以协会名义设置的债
权债务及相关权利负担引起的纠纷和造成
的一切法律后果，其相关责任概由第一届成
员承担，本协会概不负责。特此声明！
声明人：重庆市石材协会 2019年9月6日

浮尸辨认通告
长江水域女尸081#身高1.58米

约35岁441#身高1.60米约30岁黑白
花纹内衣米色休闲鞋442#身高1.55米
约50岁深色短袖深色五分裤082#身
高1.57米约37岁浅色短袖浅色短裤，
请家属七日内前来认领。
长航公安局重庆分局电话：63770249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志寰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回兴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24435001
账号108810597654声明作废

催款通知
重庆犇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贵我双方协议约定，贵司应支
付本人位于渝北区华渝?怡景苑小区230
个车位的托管经营费。但截至今日，贵
司已拖欠2019年6月—7月两月的托管
经营费75000元及相应的资金占用损失
费。请贵司于2019年9月15日之前付
清所有拖欠的费用。张忠于保留追究贵
司违约责任的权利。

张忠于 2019年9月6日
重庆市渝北区大湾镇金点幼儿园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正本（教民150011260001401）；遗失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2500112593665998W）
（原登记证号：010296），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市渝北区大湾镇金点幼儿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12593665998W）
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拟
向重庆市渝北区民政局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于登报之日起30日内向本
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2019年9月7日

公 告
我公司承建的后山镇石坝路摇白路扶贫攻

坚项目已完工，现对该项目的债权情况公告给
各相关权利人：1、我公司对上述项目的人工、材
料、机械等所有费用已全部清偿完毕，无其他任
何借款、欠款及应履行的债务。如与此项目相
关的人工、机械、材料及其他经济法律债权人及
其他关联人对此有异议的，请于公示发布之日
起15个工作日内向我公司电话申报，并在申报
后5日内凭相关证明到我公司办理有关手续，逾
期未申报或者申报后5日内未来公司办理的，视
为自动放弃全部权利，我公司将不再承担相应
责任。2、项目部已经解散，项目部人员的工资
已全部支付。至此，项目部不再履行相关职责，
项目部的所有成员未经我公司另行特别书面授
权，不再代表我公司及该项目。3、项目负责人
余朋川仅负责办理竣工结算，将工程尾款支付
回我公司账户、协调处理工程移交、保修的权
限，未经我公司特别书面授权，不得再代表我公
司及该项目。 4、该项目从未刻制和使用任何
项目部印章、资料章等等，如有持有相关印章的
权利人，属于私自刻制、违法持有，我公司将依
法追究其相应责任；我公司对持有相关印章印
鉴资料的权利人，不承担一切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部门：成控二部 联系方式：023-58236856
重庆市渝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9月6日

公 告
重庆球球商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申请人杜
佳诉重庆威琅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和你单位
因计时计件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渝两江劳仲案字〔2019〕
第691号仲裁裁决书，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裁决结果如下：一、被申请人威琅人力资源
公司支付申请人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
月31日工资共计5400元；二、驳回申请人的其
他仲裁请求。上述款项5400元，限被申请人威
琅人力资源公司、球球商贸公司在收到本裁决
书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完毕。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
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不
服本裁决，可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
裁决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四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自收到本裁
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委所在地的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撤销。一方当事人逾期不起诉或不申
请撤销又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9月7日

公 告
重庆链众实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潘艳霞、李
静宇诉你单位的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向你单位送达渝两江劳仲案字〔2019〕第
680、681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裁决结
果如下：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潘艳霞2018年
12月剩余工资和2019年1月工资共计3550.68
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五日内付
讫；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8年12月剩余
工资和2019年1月工资共计3810元，限被申请
人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五日内付讫。上述款
项，限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付讫。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本裁决
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申请
人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
本裁决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自收到本
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委所在地的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撤销。一方当事人逾期不起诉或不
申请撤销又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9月7日

公告：重庆链众实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申
请人付苏龙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渝两江劳仲案字
〔2019〕第682号仲裁裁决书，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裁决结果如下：一、被申请人支付申
请人2018年11月9日至2019年2月工资22,
809.77元，限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付
讫。二、驳回申请人其它仲裁请求。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决，可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即
发生法律效力。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9月7日

遗失声明承诺书：胡国厚，身份证号码：51020219
440323121X，于2013年10月20日购买由湖北
华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苏马荡皇家壹号
A区11栋603号房屋（实测房号11-1-603），建
筑面积：44.26㎡成交总价款146058.00元（大写：
壹拾肆万陆仟零佰伍拾捌元整）。现《联合建设协
议书》及收据原件丢失，原《联合建设协议书》、收
据原件复印件作废，特此声明！同时本人承诺，此
房屋无任何转卖及及产权纠纷问题，一切的法律
责任及经济纠纷由本人承担，与开发商无关。

渝北区兴隆镇长兴日用品经营部遗失2011.02.25核
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600155752声明作废

北部新区君益日用品咨询服务部遗失2014.03.06核
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3601194795声明作废

麦克爱康药房重庆市渝北区立尔康药店遗失2003.11.20
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3038383-1,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炫彩日用品经营部遗失2004.03.06核发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3041034-1,声明作废 认尸公告

2019年9月3日在丰都县高家
镇货运码头长江水域发现一具尸体，
尸长1.65米，请知情人与长江航运
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声明：重庆市巴南区天星寺镇农业服务中心
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巴南支行天星寺分
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8526305
账号1009030120010000420，声明作废。
有限公司注销公告：公司因故解散，请债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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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坛坛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8MA5U8APC1X）2019年9月7日

丁秋悦遗失护士执业证书，证书编
号：201550001189，执业地点：上清
寺学田湾社区卫生服务站，声明作废

重庆大船长餐饮有限公司遗失2015年
04月1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500103007928647；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03331542197；遗
失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姓名：柴亚维（身份证号652801197507031629）
遗失,专业名称：建筑、资格名称：高级经济师职
称证（编号：021402000061）声明作废。

通 知
驾驶员工刘刚身份证号码：51230119680111****。
我公司通知你与2019年9月9日回本公司报道，待
我公司进行工作安排，如你不回公司报道或者不愿
意公司进行另外的工作安排，我公司将视为你自愿
放弃，将按照自愿辞职办理相关手续。

重庆双高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9月6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街道财政所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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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街道财政所
2019年9月6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街道市政管理监察大

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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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街道市政管理监察大队

2019年9月6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街道社会事务服务中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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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城街道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2019年9月6日

遗失重庆能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胡永
军 二 级 建 造 师 执 业 印 章 渝
219151651529，牟兵二级建造师执业印
章渝219151651480，刘思灵二级建造
师执业印章渝201111225176，声明作废

重庆市盛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张昌军
遗失二级建造师（建筑专业）执业印章注
册印章编号渝203121227800声明作废

重庆市盛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周利遗
失二级建造师（建筑专业）执业印章注册
印章编号渝242121334451声明作废

遗失2003年1月15日核发的重庆鸿儒广告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7180191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鸿儒广告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71801916）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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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

公 告
吴洪超，男，身份证号：51352319811006

****，自2019年7月16日起无故旷工，累
计旷工超过30天，依据《劳动合同法》及公
司的规章制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我公司
已与你解除劳动合同。请你在7天内到公
司办理离职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中国石油运输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2019年9月6日

陈琰琰遗失重庆阳光壹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发的阳光100国际新城项
目E3-2-19-03购房收据两张，编号
0020362，金 额 50000元 ，编 号
0002005，金额629680元，声明作废。

声 明
我（李小燕）于2019年6月份出具书面

委托书给罗双禄，由罗双禄全权处理重庆旺
宏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事务，现罗双禄
超越委托权限处理重庆旺宏建材有限责任公
司相关事务和滥用委托授权事项。现我（李
小燕）特别声明：我已于2019年7月1日解除
与罗双禄委托关系，解除委托之后如罗双禄
仍以重庆旺宏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名义处理相
关事务，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
均由罗双禄个人承担和负责。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小燕 2019年9月7日

遗失声明
江北区石继承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和副本，经营许可证编号
JY25001050154288，声明作废。

程杨遗失重庆恒大御龙天峰29-3307号房收据客户联1
张,收据客户联编号yltfn0106319金额76382.7元,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马斯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127031556）声明作废

公告遗失

杨影遗失重庆力帆红星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开具的装修保证金收据，
收据号HXSY-004794，声明作废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李晟 实
习生 刘雨濛）文化与科技会碰撞出怎样的火
花？学前教育有哪些趋势？9月12日至15日，
第八届重庆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将在重庆国际
博览中心举行。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从文
博会组委会方面了解到，本次文博会N6馆作
为融合创新文化艺术馆，将带来上海文化装备
展、丝路国家首届国际学前教育文化产业展、中
国乌木展等展览，届时还将举办亲子嘉年华、乌
木雕塑比赛等体验活动，。

为《流浪地球》做过特效的公司来了

VR/AR体验、智能机器人、沉浸式球幕影
院、4G直播包······汇集各种“黑科技”的上海
文化装备展是本次文博会的一大看点。

记者了解到，本次展览聚集了：曾为《流浪
地球》《捉妖记2》等电影做过影视云渲染支持
的量子云、致力于VR/AR系统研发的图萌科
技、专注摩天轮项目的创新研发制造的巨马、打
造沉浸式球幕影院全套方案的互动世界集团、
研发了4G直播背包的爱米科技等24家文化装
备企业。

“上海文化装备展之所以能落地重庆，是因
为目前行业普遍看好重庆在智能产业上的发展
前景。此次参展的文化装备企业不仅是国内顶
尖，部分甚至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文博会组委
会相关负责人说，在重庆展示国内和世界上先
进的文化科技装备成果，有助于重庆文化企业
开扩眼界，并且通过与业内先进企业交流合作，
为本地发展带来更多合作的机会，进一步提升
文化产业发展水平。

该负责人表示，对于市民而言，此次上海文
化装备展将是一场具有科技体验感的游览，能
够一睹文化科技的风采。“本次展览是我们与上

海装备协会和上海高科技基地初步的合作，未
来还将举办更大规模的展示。”

7场论坛探讨学前教育产业发展趋势

随着二胎政策的出台，针对幼儿的学前教
育产业逐步兴起。据了解，此次丝路国家首届
国际学前教育文化产业展分为展览、论坛、以及
儿童相关活动三个部分，并分别推出了不同的
主题活动。

论坛方面，本次文博会将围绕学前教育产
业举办1场高峰论坛，和6场圆桌会议，吸引
300多名国内外学前教育专家、幼儿园园长参
与。“希望通过这次国际交流，共同探讨亲子产
业、语言、戏剧、研学旅行等领域发展趋势，分享
最新成果，推动学前教育产业发展。”重庆市教
育国际交流协会学前教育分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除了精彩纷呈的论坛，英国、日本等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参展商，以及重庆本土企业欧文英
语、童兜天地、青苗荟等均带来了最先进的学前
教育项目。届时参观者将会在展览上看到幼儿
园人工智能机器人课程等成果，了解科技与学
前教育结合的最新趋势。

而来到N6馆，不仅能够听到前沿的教育
理念和趋势，还能来一场寓教于乐的体验。据
介绍，本次文博会期间，这里将举行多个与儿童
有关的项目活动，例如非遗陶艺、扎染等手工制
作课程，亲子嘉年华、亲子运动会等活动。相关
负责人透露，此次活动提供了近5万张免费的
游园卡，希望亲子家庭能够一边游玩，一边获得
先进教育文化的洗礼。

数千件乌木作品首次在文博会展示

金丝楠乌木因深埋于河床等低洼淤泥中，
埋藏数千年形成，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为了
让更多人了解乌木文化，中国乌木网将举办中

国首届乌木展，为市民带来了数千件收藏家作
品，并邀请乌木行业顶级专家、民间雕刻大师等
一同参与。

这一展览有哪些亮点呢？中国乌木网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次展览代表了目前乌木行
业的最高水平，汇集了不少重量级的作品，例如
江津雕刻大师谭明华带来了其设计的根雕作品
《清明上河图》。

“对于很多普通市民来说，平时很少见到
乌木作品。本次文博会，我们汇集了很多来自
福建、浙江、四川的大师的精美作品，希望借助
首次大规模的展览，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乌木
文化。”

据悉，为了丰富乌木的展示方式，除了现场
展览之外，还将举办雕塑大师现场比赛，市民可
以现场一睹乌木雕刻的风采。此外，还有乌木
藏品拍卖会等活动，吸引更多人关注乌木文化，
前去参观还有机会获赠乌木礼品。

24家顶尖文化装备企业首次齐聚重庆

乌木作品金丝楠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