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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展览
平均每天1个新展在渝开幕

12月22日，在川美美术馆、文联美术馆、鹅岭二厂等
地方，5个新展览几乎同时开幕。“展览都看不过来了！”知
名策展人、批评家韩晶，在2019年的周末，已经不止一次
地遇到过这样的“困扰”：“有好几次，同一天下午就有三四
个展览开幕，只能看完一个展览，立刻奔向下一个展场。”

重庆在2019年到底举办了多少个展览？仅记者采访统
计的10家美术馆、艺术空间、画廊等机构，2019年已经举行的
展览数量就达到了183个。作为市美协秘书长的魏东经常出
席各种展览开幕式，他告诉记者：“2019年重庆市各大美术馆、
艺术院校、艺术机构等举行的展览数量，肯定超过了300个。”
也就是说，几乎平均每一天，就有一个新的展览在重庆开幕。

韩晶告诉记者，“2019年重庆很多的独立艺术机构也
特别活跃，比如HE基地、十方艺术中心、锦瑟画廊等，他们
都根据自己的不同定位，给观众们带来了更为丰富的艺术
展览，与公立大型美术馆形成了很好的互补。”

声音
名家热议
2019重庆美术

吴为山（中国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中
国美术馆馆长）：“重
庆的雕塑一直闻名全
国，整个山城就是一
座雕塑。全国美展油
画和雕塑展区在重庆
举行，吸引到那么多
艺术家来观展、相互
学习，肯定会推动重
庆美术更大的发展。”

闫平（中国美术
家协会副主席）：“重
庆和川美油画的发展
影响了整整两代艺术
家，《收租院》《父亲》
等一系列的作品以及
很多的优秀艺术家，
都在美术史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全国美展
来到重庆展出，也是
对重庆美术发展的一
个肯定。”

尚辉（中国美术
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
任、《美术》杂志执行
主编）：“川美油画上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
发展，让重庆成为了
油画重镇。今年能在
重庆、在川美举办全
国美展油画展，无疑
是对川美油画的肯
定，这是很有历史意
义的，也是一次将进
入美术史的展览。”

郑工（中国艺术
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重庆美术在
油画、版画、雕塑等领
域都取得了一系列成
就，在不同的时期，都
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和
艺术作品涌现。重庆
艺术家总是力求通过
作品还原现实生活，
表现作者对现实生活
的感受。同时相当讲
究诗意，艺术作品通
过诗意化地表达，让
作品更为直观感人。”

重庆晨报·上游
新闻记者 孔令强 实
习生 李钰琪

拿下中国美术最高奖拿下中国美术最高奖，，承办全国美展承办全国美展，，平均每天有展平均每天有展览览…………

重庆美术界重庆美术界20192019年的那些牛事年的那些牛事
12月20日，北京，“第十三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览暨第三届中国美术奖、进
京作品展”颁奖仪式在中国美术馆举
行，来自重庆的艺术家收获了1金2铜
的好成绩；两天后的重庆，5个不同的
展览在川美美术馆、市文联美术馆等场
馆几乎同时开展……这就好像是2019
年重庆美术的一个缩影——重庆的艺
术家获得了中国美术的国家级最高奖，
重庆的观众们在家门口看到了越来越
多的精彩展览。己亥岁末，就让我们回
顾下2019年重庆美术的“123”。

20192019重庆文体年终盘点重庆文体年终盘点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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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平自由分割。价优，人流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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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房讯

九龙坡铁路幼儿园125001077500855414
遗失法人证书正本（法人江华），声明作废。

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遗失7000元（含
税）专票（票号：00684552）一张，声明作废
张春明遗失法律专业自考专科

毕业证，编号3101397声明作废
杨涛，杨勇，遗失重庆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收

据一张。房号C7-Y1-1-902.票据号p1001-
00036929金额402536类型:楼款，声明遗失

公告遗失

公章、财务章遗失启事
我单位以下分公司公章、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1.重庆市报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江津分
公司公章（5003815019539）。

2.重庆市报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沙坪坝
第二分公司公章（5001078022868），财务专用
章（5001078081288）。

重庆市报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6日

江北区集雅美姝美容院遗失在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海尔路支行
的开户许可证，账号114417405107，
核准号J6530031555301，开户许可
证编号653000623954，声明作废

公 告
南岸区弹子石大佛段正街328号、大佛段正街316号、大佛段正街324号、大佛段
正街322号、东山坪正街265号、大佛段正街292-2号、大佛段正街288号、大佛
段正街264号、大佛段正街222号、大佛段正街208号、大佛段正街198号、大佛
段正街194号、大佛段后巷1-1号、大佛段后巷4号、大佛段后巷8号、大佛段后
巷28号、东坪一村4号、东坪一村28号、东坪一村72号、东坪二村63号、东坪二
村68号、东坪二村21号、大佛段后巷40号、大佛段后巷77号、大佛段后街42号、
东坪二村36号、东坪二村13号、东坪二村5号、大佛段后巷68-2号住用户：

根据南岸区房屋安全鉴定办公室出具的《重庆市南岸区城镇房屋安全鉴定报
告》安鉴南字﹝2019﹞第064、065、066、067、068、069、070、071、072、073、074、
075、076、077、078、079、080、081、082、083、084、085、087、088、089、090、091、
092、093号，南岸区弹子石大佛段正街328号、大佛段正街316号、大佛段正街324
号、大佛段正街322号、东山坪正街265号、大佛段正街292-2号、大佛段正街288
号、大佛段正街264号、大佛段正街222号、大佛段正街208号、大佛段正街198号、
大佛段正街194号、大佛段后巷1-1号、大佛段后巷4号、大佛段后巷8号、大佛段
后巷28号、东坪一村4号、东坪一村28号、东坪一村72号、东坪二村63号、东坪二
村68号、东坪二村21号、大佛段后巷40号、大佛段后巷77号、大佛段后街42号、
东坪二村36号、东坪二村13号、东坪二村5号、大佛段后巷68-2号房屋被评定为
C、D级危险房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按照《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建设部129
号令）和《重庆市城镇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市政府284号令）规定，你们作为房
屋使用安全责任人，本公告发出7日内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

南岸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重庆市总队第六
支队一大队遗失农行南岸支行南坪分理
处开户许可证（账号060901040000180，
核准号J65300060362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拟注销
重庆工学院星照汽车学校（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72031005031），请债权人于登报
之日起45日内来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工学院星照汽车学校 2019年12月26日
注销公告：经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拟注
销重庆市攻关进口汽车修理厂（注册号
5001071800194），请债权人于登报之日起
45日内来申报债权。特此公告。重庆市攻
关进口汽车修理厂2019年12月26日
重庆市巴南区李家沱街道五园湾社区居民委
员会，账号1039110120010000123，开户行：
重庆农商行巴南支行融汇分理处，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证
件号：55500113304837803W）和开户许可证
（证件号：J6530048126102）遗失，声明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军队转业干部管理服务中心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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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
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声明：遗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分公司
（税号91500000699290135N）开给重庆几米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税号91500000MA5YRWA13K）的重庆增
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发票代码5000184130
发票号码02149786金额549.00元，特此声明

招标公告
项目：重庆逸翠庄园、珊瑚水岸、玥湖园、御峰一
期、御峰二期、御峰11A、御峰13#及御峰14#地块。
招标内容：维修物料采购：土建劳保类、五金类、弱
电类、机电类。
投标人资格要求：1.国内合法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
企业及注册资金RMB10万及以上；2.营业执照范
围有电子电器/五金机电/仪器仪表/建筑材料/化
工产品/安防用品/日用百货等材料经营资格；3.能
按中标价提供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有意投标公司须于2019年12月30日前携公
司数据及相关证明文件到指定地址，经我司审核通
过后领取标书，同时欢迎贵司加入我司认可承判
商，具体询联系人。
截标日期：2020年1月6日中午十二时正。
联系人：何小姐 联系电话：63695014
索取标书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御泰路30号2楼家利重庆
回标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御泰路30号2楼家利重庆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天星寺镇财政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001137784607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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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
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联系人：
吴老师 联系电话：023-664580602019年12月25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初级中学校(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1250010645049953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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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联系人:邓颖玥 联系电话:13512350402

吸收合并公告
重庆恒安心相印纸制品有限公

司（本公司注册资本2163万美元），
吸收合并恒安（重庆）纸制品有限公
司（本公司注册资本277.8万港元），
合并后恒安（重庆）纸制品有限公司
依法注销，合并后续存公司重庆恒安
心相印纸制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198.75万美元。根据《公司法》和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合并各方的债权债
务由合并后续存的重庆恒安心相印
纸制品有限公司继承。请被合并方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
未在规定期限内行驶上述权利的，吸
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2019年12月24日

品牌婚介
月老婚介63608167
15年口碑，成功率高，非去不可
www.023yuelao.com

债权转让通知
关建、何梅、关俊和：

关建、何梅（下称借款人）于2012年6月8
日与缪青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向缪青借款220
万元，缪青依法履行合同向你发放了贷款。对
此借款债务，借款人提供了何梅、关俊和所有的
位于金科廊桥水岸26栋7－1的房屋抵押担保，
双方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做了抵押登记。《借款
合同》期限已届满，借款人未能在约定期内偿还
借款本息。为此，缪青已将《借款合同》和《抵押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一并转让给夏德森，关建
何梅关俊和应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向夏德森履
行《借款合同》与《抵押合同》项下全部债务。

债权转让人：缪青
债权受让人：夏德森

现遗失重庆融汇投资有限公司融
汇丽笙酒店总统套房一晚（双早）
房券一张，劵号为：FB20191224-
1，有效期：2020/6/30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泰尚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万里
遗失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及执业印
章；注册证书编号：建[造]16500004830,执
业印章编号为：B16500004830，声明作废

成都铁路公安局重庆公安处严丽华的人
民警察证遗失，警号115815，声明作废。

融创?金裕项目五期（M21-2/02、M22-1/02、
M22-2/02、M23/02）地块交房公告

尊敬的融创?金裕项目五期（M21-2/02、M22-
1/02、M22-2/02、M23/02）地块的业主：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融创.金裕项目五期
（M21-2/02、M22-1/02、M22-2/02、M23/
02）地块：M21-2/02地块叠拼1-24号楼，商
业25-30号楼；M22-1/02地块合院1-12号
楼，商业13号楼；M22-2/02地块合院1-12号
楼，商业13-15号楼；M23/02地块合院1-20
号楼，商业21-23号楼，现均已具备交房条件，
具体交房事宜详见交房通知书。特此公告！
重庆葛洲坝融创金裕置业有限公司2019年12月26日

2019.12.20遗失龙有良身份证510231198003096717作废

债权申报公告
因工作调整，我司拟对北碚城南公交站

场配套CNG加气站项目核销，现对外债权债
务清理，请各债权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60
日内持有效证明来司申报债权。
申报地点：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407办公室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喻诗洋 韩丹 67955661

特此公告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6日

江北区湘域餐饮店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遗失，编号：JY25001050071191。特此声明注销。

重庆辰亚湾酒店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8MA5U7LJC8P
）遗失报税盘（金税盘），盘号：662506340435声明作废。

两江新区云酌火锅店（税号92500000MA5YP7M
53U）遗失金税盘，编号：6617322755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英遗失重庆建玛特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灯巢分公司（原灯巢家居有限公司）开据的履
约保证金收据一张，金额36063元，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渝中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15262302，开户银行：工商
银行重庆解放碑支行，声明作废

陈青510213198207166147，遗失华润置地
（重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万象城南区二楼
APDL204商铺Clioblue收据贰张，收据编
号商业00000309，记载金额￥1000元（水
电费押金），收据编号商业00000310，记载
金额￥5000元（POS机押金），特此声明作
废。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其法律后果由
我承担，与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无关。遗失重庆市合川区龙市镇中心村第七村民小组公

章和重庆市合川区龙市镇第八村民小组公章声明作废
李俊星遗失警官证，警号：5018564，声明作废
遗失陈国东重庆大学研究生学生证:学号20121301011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告
重庆锐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
处罚告知书》（渝北人社监告〔2019〕2012号）。
经调查，你单位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属实，我局
于2019年10月21日依法向你单位送达了《渝
北区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渝北人社
监令〔2019〕2037号），责令你单位限期内到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完成社会保险登记，但你单位
逾期仍未办理。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
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我局决定：拟对你
单位拒绝执行《渝北区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
指令书》（渝北人社监令〔2019〕2037号）的行为
处以罚款2000元至20000元。你单位在本告
知书送达次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有权向我局进行
陈述和申辩，逾期未陈述或申辩的，视为放弃陈
述和申辩权利。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我局地址：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
联系电话：67812595。

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12月26日

遗失声明：李文强遗失重庆大学学
生证，学号201601130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邱静2019年11月01日不慎遗
失第二代身份证，证号：500223198903077720
自遗失之日起，一切非本人签名和持证使用身份
证签署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均与本人无关,
本人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重庆益锦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452L3K）
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
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车聚德(重庆)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2019.8.26核发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7MA60EU4T9L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车聚德(重庆)汽车维修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5001076049967)、财务专用章(5001076049968)、
法人私章（法人姓名：刘渝江）、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婷琨吉商贸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5001001190287)、财务专用
章(5001001190288）声明作废

陈开云遗失道路旅客货物运输从业
资格证5001100030009004356作废

兹有我单位重庆市合川区太和镇沙金村村民委员
会，账户1604010120010001537，开户许可证号码J65
30017330903，因开户许可证丢失，现登报声明作废。

重庆市大足区骑胜农业发展股份合作社开户许可证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873558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汇多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壹枚(编号5003827017765)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1月24日成立的重庆蓝创科技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00042505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蓝创科技有限公司国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08091208914），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091208914）声明作废

渝A1522挂营运证号码NO.1284152遗失作废

重庆可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綦江分公司
车辆渝BL7035,渝BL9215,渝BL5553,
渝 BL6329,渝 BL7959,渝 BL8059,渝
BL0376,渝 BL5826,渝 BN0123,渝
BN1576,道路运输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 失 重 庆 雅 士 高 商 贸 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500105MA608J9L2Q）2019年7月16日开
给成都精之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税
号915101056295079763）的重庆增值税专用
发票（抵扣联，发票联），代码5000191130，号
码02230785，价税合计60982.2元，声明作废。

催收公告
重庆元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据重庆智玺
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我公司）与重庆元迪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贵公司）于2016年
12月31日签订的《债权债务确认书》确认：贵
司应向我司支付货款32516353元及资金占用
损失。请贵公司于公告之日起十日内依约向
我公司支付货款及资金占用损失。特此公告。
重庆智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2月26日

催收公告
曹均：根据王义安与曹均于2016年12月29
日签订的《2016年12月31日曹均向王义安借
款确认单》确认：你尚欠我借款本金及利息共
计115420444元。请你于公告之日起十日内
按约定向我偿还借款及利息。特此公告。

王义安 2019年12月26日

金长明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渝K042011010775遗失作废

公 告
我司承建的大渡口区2018年防撞护栏

等附属设施政治工程，于2018年9月29日竣
工并交付使用，现已与建设单位重庆市大渡口
区市政工程处结算完毕。请所涉及本工程的
劳务班组和各位工友、原材料供应商等以及相
关本工程债权人，请在本公告之日2019年12
月26日起30天内到我司工程部进行对账结
算、领取各种应付款项。逾期后果自负并视为
自动放弃，请相互转告！

联系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兴华东路43号
（原老车站6楼）

联系人:工程部:徐敏
联系电话：023-7226199813551250524

四川仁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21日

公 告
我司承建的大渡口区2018年城市隧道

及下穿道容貌政治工程，于2018年9月29日
竣工并交付使用，现已与重庆市大渡口区市政
工程处结算完毕。请所涉及本工程的劳务班
组和各位工友、原材料供应商等以及相关本工
程债权人，请在本公告之日2019年12月26
日起30天内到我司工程部进行对账结算、领
取各种应付款项。逾期后果自负并视为自动
放弃，请相互转告!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洋河中路
116号2单元13-2

联系人:冉先生 王女士
联系电话:1301830001613108904478

四川川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21日

首杨水果重庆地区闭店公告
因公司经营品牌调整，经公司研究决定，

现将重庆地区的首杨水果门店于2019年12
月31日前关闭。首杨水果重庆地区的会员顾
客，请办卡人携带其身份证及其同名银行卡、
首杨水果会员卡（包括鲜果卡、贵宾卡等），前
往……（地址），办理会员卡的退卡事宜，联系
电话：4008-779-517。给广大顾客带来不
便，敬请谅解！
首杨水果重庆地区门店 2019年12月26日

附：首杨水果重庆地区门店如下：
1、栖霞路店（地址：北部新区栖霞路16号9幢1-4）
2、金龙路店（地址：渝北区龙溪街道金龙路261号

附7号10幢1-7）
3、金沙港湾店（地址：沙坪坝区新生村17号附6号）
4、华润润街店（地址：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55号

27-1-1和27-1-38）
5、保利爱尚里店（地址：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119号

附24号）
6、高岩路店（地址：渝北区回兴街道高岩路55幢75号）
7、东海长洲店（地址：南岸区涂山镇578号1层门面12号）
8、风临路店（地址：南岸区风临路21号附4号）
9、龙展路店（地址：北部新区龙展路11号）
10、小龙坎店（地址：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333-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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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观展。

杨世斌和他的作品《家庭系列之花样年华》。

李震 《为新中国雕塑》 焦兴涛 《烈焰青春》

展览现场人潮涌动。上游新闻记者 高科 摄

1枚金牌
焦兴涛获中国美术最高奖

在第三届中国美术奖的颁奖仪式上，著名艺术家、四川
美术学院副院长焦兴涛从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
手中，接过了一枚“沉甸甸”的金牌——凭借作品《烈焰青
春》，他获得了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唯一的一个雕塑金奖，也是
70年全国美展历史中的第三个雕塑金奖。

雕塑《烈焰青春》历时近一年创作完成，使用柏木雕
刻，表现了一名年轻消防队员从抢险救灾的一线下来，稍
作休息准备重返战场的一个瞬间。五年评选一次的中国
美术奖是中国美术界的国家级最高奖，雕塑作品获奖尤其
困难——在之前只有1984年第六届杨冬白《饮水的熊》和
1989年第七届曾成钢《鉴湖三杰》获得过雕塑金奖，焦兴涛
也成为了历史上获得雕塑金奖的第三人。获得金奖后，焦
兴涛表示，获奖对于自己是一个鼓励，“同时也会让青年雕
塑家们更有信心，去创作属于自己的雕塑作品。”

此外，来自四川美术学院的两位青年艺术家也获得了中
国美术奖铜奖——李震的作品《为新中国雕塑》获得了雕塑铜
奖，杨世斌的作品《家庭系列之花样年华》获得了油画铜奖。

两个展区
70年全国美展在渝设展区

今年，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也首次来到了山城重庆。全
国美术作品展览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共同主
办，是国家级的权威性、综合性美术大展，是国内水平最高、规
模最大、范围最广、种类最多、影响最强的美术盛会。第十三
届全国美展共设13个分展区，其中，油画、雕塑两个展区的展
览双双在重庆举办，是国展70年来第一次走进重庆，也是除
北京外首次由同一省市同时承办两大画种的展览。

1个多月的展期里，共有38.76万人次的观众走进美术
馆，观看了油画和雕塑展区的展览。为了给观众们提供更
好的观展条件，重庆展区组委会设立了免费的专业导览，
同时应观众要求延长展期。同样是在第三届中国美术家
的颁奖仪式中，在重庆举行的油画展区和雕塑展区获得了
全国美展组织工作先进单位，第十三届全国美展重庆展区
组委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市美协秘书长魏东等还获
评了全国美展组织工作先进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