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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晚主场迎战鲁能
龙哥渴望止住连败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鲁蜜

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项目攀岩决赛在渝开赛

“岩壁芭蕾”给你刺激

淘票票获得独家互联网联合发行
助力《战狼2》登顶票房总冠军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王淳

重庆商报讯 8月 6日，《战狼
2》在上映 11 天后，创下单日票房
4.33 亿元的中国影史新纪录。截
至昨天早上 9点，《战狼 2》的累计
票房已接近32亿元，距离中国电影
票房总冠军《美人鱼》33.74亿元的
纪录不到 3 亿元，按照目前势头，
《战狼2》很快将超越《美人鱼》成为
中国电影票房新的冠军。有业内
人士分析，淘票票作为《战狼2》独
家互联网联合发行平台，是实现电
影票房登顶的一股强大助力。

预售票房淘票票占比近半

《战狼 2》7月 27日上映，在排
片仅占14.5%的情况下，拿下了过

亿元的票房，成为今年最火爆的
国产片之一，线上预售发挥了巨
大作用。在《战狼 2》上映之前，
在淘票票平台上，针对《战狼 2》
的专题宣传页已经上线，将影片
亮点和主创采访的相关资讯推送
给用户，吸引用户提前购票。

数据统计，7 月 27 日之前，
《战狼 2》线上预售票房超过 1 亿
元，其中淘票票占比接近 50%。
由于独家互联网联合发行平台
的 优 势 ，淘 票 票 获 得 出 品 方 的
全部票补，平台上《战狼 2》的票
价是线上售票平台中最优惠的。
在《战狼 2》第一天的票房里，每
5 张 票 就 有 2 张 是 由 淘 票 票 售
出，推动《战狼 2》上映首日的上
座率接近六成，远远超过同档期
其他影片。

被赞教科书级的宣发案例
由于上映首日一炮打响，《战

狼 2》的排片占比第二天由 14.5%
大幅升至 41.9%，单日票房突破 2
亿元。7 月 29 日和 30 日是《战狼
2》上映的首个周末，是《战狼2》营
销最关键时刻，淘票票在这两天投
入大量资源，将《战狼2》的单日票
房推升至3亿元级别。

有业内人士分析，作为独家互联
网联合发行平台，淘票票与《战狼2》
主发行方北京文化联合，通过线上线
下结合为《战狼2》打了一场堪称教科
书级别的宣发战。现在，淘票票的线
上营销能力已经得到行业公认，不仅
提高影片宣发效率，还将大量资源合
理地投放在用户端，帮助影片取得更
高票房，帮助影院提高上座率。 《战狼2》海报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谢聘
实习生 郭羿君

广告

个人独资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万州区大石村电子商务经营部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1MA5U36XG7X） 投资 人决
定 ，本企业拟注销 ，按 《个人独资企业法 》规定 ，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
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 ：18983550598 联系人 ：杨小平

重庆市万州区大石村电子商务经营部
2017年8月7日

行政处罚告知书
合川运政告〔2017〕295号

荆勇，男 ，1977年4月6日出生 ，身份证住址 ：
重庆市合川市土地巷10号附3号。 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现将拟
对你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知
如下 ：经查明 ，你于2017年7月18日19时10分左
右 ，驾驶渝DH1395号长安牌小型轿车涉嫌未取
得经营许可 ， 擅自从事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 。
有你和乘客笔录等证据为证 。依据《重庆市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 第四十
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予以警告 ， 并处
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涉嫌犯罪的 ，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项 （未取得经营许可 ，
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的规
定 ，拟对你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责令改正 ，予以
警告，并处壹万元罚款 。你应在接到本通知之日
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并在三日内有权向本机
关进行书面陈述、申辩。 对责令停产停业 、吊销
许可证或者执照、 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
以一千元以上罚款 、 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
以二万元以上罚款的拟处罚事项， 你有权在三
日内书面提出听证要求 。逾期不陈述 、申辩或要
求听证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执法机关地址：合川区将军路10号 邮编：401520
联系人：杨建洪 电话：02342820938
重庆市合川区交通运输管理处 2017年8月1日

个人独资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万州区谭莉水果种植园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1015842508973）投资人决定 ，本企
业拟注销 ，按 《个人独资企业法 》规定 ，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申
报债权 。 联系电话：15215238977联系人：谭莉。
重庆市万州区谭莉水果种植园2017年8月7日

个人独资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万州区坤庆养殖场（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15779917699）投资人决定，本企业拟
注销 ，按 《个人独资企业法 》规定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申报
债权。 联系电话 ：15923439053联系人：应大坤。
重庆市万州区坤庆养殖场 2017年8月7日

自贡市荣州房地产有限公司重庆第二分公司
遗失2015年3月30日由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九龙坡区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 注册
号 ：500107300020600，2006年 8月25日由重庆
市地方税务局核发的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
税号：500107768850029，2007年1月1日由重庆
市国家税务局核发的国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
本 ，税号 ：500107768850029，由重庆市九龙坡
区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本 （有效期 ：自2013年11月13日至2017年11月
13日），代码：76885002-9，声明作废。

梓豪运输公司渝BJ3357渝BJ9607渝BG7600渝BJ555
渝BL1955渝BG9250注销 ； 恒驰运输公司渝BN7937
营运证号500222002185 注销重庆平益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渝B5H901营运证500222022128注销 ；雷胜汽
车运输公司渝BF9857营运证500115028946注销
注销公告：重庆杰凯房地产营销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231000006019）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销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请相关债权人
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 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2017年8月8日
注销公告：重庆楠渝柏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77FL8J）经股东研
究决定拟将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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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 2017年8月8日
注销公告：重庆万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5C0621）经股东
会研究决议拟将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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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2017年8月8日

●遗失重庆市中国旅行社 （集团 ）有限公司南
坪工商大学门市部2014年4月14日核发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 ：50010830001086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中国旅行社 （集团 ）有限公司渝
中区恒通云鼎门市部2013年3月5日核发营业执
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50010330004845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中国旅行社 （集团 ）有限公司大
坪门市部2008年8月6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注册号 ：50010330001759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中国旅行社 （集团 ）有限公司大
坪门市部服务网点备案登记证 （编号 ：L-CQ-
CJ00002-WDYZ09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中国旅行社 （集团 ）有限公司袁
家岗门市部2007年7月31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
副本注册号：50010330000768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中国旅行社 （集团 ）有限公司江
北融恒时代门市部2014年6月4日核发营业执照
正本副本注册号：50010530010501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中国旅行社 （集团 ）有限公司江
北融恒时代门市部服务网点备案登记证 （编
号：L-CQ-CJ00002-WDJB29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中国旅行社 （集团 ）有限公司江北
区山水天成门市部2013年6月18日核发营业执
照正本副本注册号：50010530004154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中国旅行社 （集团 ）有限公司渝
北空港门市部2015年5月12日核发营业执照正
本副本注册号 ：50011230002203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中国旅行社 （集团 ）有限公司渝
北空港门市部服务网点备案登记证 （编号 ：L-
CQ-CJ00002-WDYB05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中国旅行社 （集团 ）有限公司永
川金港明珠门市部2014年7月3日核发营业执照
正本副本注册号：50038330010360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中国旅行社 （集团 ）有限公司永
川金港明珠门市部服务网点备案登记证 （编
号：L-CQ-CJ00002-WDYC02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中国旅行社 （集团 ）有限公司秀
山县门市部2014年9月28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
副本注册号：50024130000242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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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联翼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8MA5U31CB9F）2017年8月8日

声明 : 重庆中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税号
9150 02423050907801) 遗失已开具重庆增
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联）3份 :发票代码5000
134650，号码02044778-02044780，声明作废

声明: 重庆启瑞盈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
合同两份 ：QRYD（通 ）字 （2016）第87号 ，合同金额
23800元 ；QRYD（通 ）字 （2016）第76号内容不详 ，
现声明作废 。重庆佰鼎律师事务所遗失合同一份：
BD（民）字（2017）第97号内容不详 ，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升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71EF6D） 股东决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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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8月8日
注销公告 ：经渝电联合 （重庆 ）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AT461G）
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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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转让通知书
重庆市远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我公
司与齐伦 （身份证号 ：510224196801196832）
在2016年2月5日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 》，
贵单位所欠我公司 （2007）长民初字第1134
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全部债务及利息 ，于
2016年2月5日起转给齐伦， 请贵单位将该
款项支付给齐伦。 特此通知。

单位名称 ：重庆天瑞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2016年2月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重庆市远君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我公
司与齐伦 （身份证号 ：510224196801196832）
在2016年2月5日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 》，
贵单位所欠我公司 （2006）长民初字第1007
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全部债务及利息 ，于
2016年 2月5日起转给齐伦 ，请贵单位将该
款项支付给齐伦。 特此通知。

单位名称 ：重庆长寿建设工程公司
2016年2月5日

关于股权转让的债权申报公告
重庆源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057234873） 的股东 、
监事 、法定代表人等人员的工商登记已于2014
年8月6日变更完毕。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原股
东将承接股权转让前本公司的所有债务 。 鉴
于此情况 ， 对本次债权转让行为有异议的单
位或个人 ，请持有效债权 、债务 、担保凭证 ，在
本声明刊出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主张权利。
逾期申报的债权 ，本公司将不予受理 ，债权人
可直接向原股东主张权利。 2017年8月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长寿区岩洞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 （注册号500221NA000328X）成员
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 》 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 ，请
债权人到本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长寿区汤家坡山羊养殖
专业合作社（注册号500221NA000329X）成员
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 根据《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 》 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 ，请
债权人到本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
注销公告：经重庆伦创科技有限公司 （注
册号500109007949286） 股东会研究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 。 根据 《公司法 》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斯波特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 ：91500101MA5U9UK018） 股东决
定 ，本公司拟注销 ，按 《公司法 》规定 ，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之内到本公司申报
债权。 特此公告 重庆斯波特商贸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万州区承毅二手车经纪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1MA5U61D013）股东
决定 ，本公司拟注销 ，按 《公司法 》规定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之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 。
特此公告 重庆市万州区承毅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
声明：因本人不慎将重庆江北嘴新鸥鹏教育城二期
4块地5幢5-12房相关收据遗失 ，收据号 ：20687456，
金额21991元 （代收税费项目 ）；收据号 ：20687457，
金额155000（首付款项目），在此本人陶涛声明上述
收据作废 ，并以此遗失声明办理相关手续 。

遗失声明 ： 遗失2016年2月1日由重庆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巴南区分局核发的
重庆海络健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113MA5U4L8DX1）声明作废

声明: 重庆凌平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失
2017年03月2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
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000MA5UFT7W0H；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
声明：拜尔森（重庆）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
识别号91500000MA5U77BM0R) 遗失金税盘 :
编号44-661609761924;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
发票代码5000162320号码19038732-19038756；
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 发票代码5000162130发
票号码01107645-011076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
5月26日开具给杨洋位于鲁能中央公馆三期9号
楼2203号房屋的房款收据 ， 号码NO.CQLN.
01015305，金额1072322元 ，代收代缴收据 ，号码
NO.CQLN.01015304,金额37176元 ,声明作废。

重庆东昇鑫鼎邦融资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注 册
号 ：915002230661660031 （副 ）
本1-3-2遗失作废 。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宏攀贸易有限公司 （注
册号500106000543967）股东会研究决定 ，
本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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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8月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意锦婚庆产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3052750720）, 股东会研
究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 《公司法 》规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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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8月8日

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江劳人仲公字（2017）79号

重庆浩源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李杰与你单位因解除劳动关系、工

伤待遇劳动争议一案 ，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渝江劳人仲案字
（2017）第283号仲裁裁决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自做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有证据证明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
情形之一的， 可自本裁决书自送达起30日内 ，向
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特此公告

通 知
袁国生：你公司从2017年2月份开始至今一直拖
欠（何茂亮）何贵厂住房租金及水 、电 、清洁费 。
无法联系上你 ， 现请于公告之日起三天之内将
所欠费用交到物管部 ， 逾期不交将你公司厂房
住房内材料及设备进行处理，房东收回房屋。特
此通知 ！ 通知人：何茂亮 2017年8月8日

重庆雷沃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遗失 ：工
商营业执照副本 （渝九 注册号5001070000
60013，核发日期 2014年08月 26日 ）、组织 机
构代码证副本（代码5520231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巫山县普心便民大药房遗失巫山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营业执 照正副 本 500237
607676424、重庆市国家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51222719660916221101、重庆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巫山县分局核发的药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 ，编号 ：渝DB0350073、药品
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正副本 ， 编号 ：
CQ35-Db-20150171、 食品流通许可证正副
本，编号：JY15002370001768声明作废

男50侨胞 ，英俊开朗 ，有车房 ，
富足，公司法人，离异。觅条件适
当的有爱心女生。
电话17739286466微信ok1geok

重庆海峡实业有限公司注销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决议解散，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公司法 》的规定 ，请债权
人， 债务人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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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重庆海峡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5621901127W）2017年7月28日

●昌宇搬家、搬厂，全城连锁67702566
搬家服务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
业园， 重庆物流基
地旁标准厂房10.8
米层高 ，10t行车 ，
纯一楼 ，50年出让
地 ，2300元/平 ，有
蒸汽接入。
电18623049966
话023-47633266

综合房讯

大 生 活
15320323186 1816634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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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通
生活服务指南

商报

刊登
热线

●遗失重庆丰百物流有限公司公章 （编码 ：5003824
018615）及财务章 （编码：5003824018616）,声明作废
●个 体 户 余 福 超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00107MA5U9
0LL8Q，2002年8月2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联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和财
务专用章（编号5001068133050），声明作废。
●朱金婷遗失重庆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普通发票一份 ，
发票代码：150001521615，发票号码：01659551。 声明作废
●邓光容遗失二代身份证证号500225198710135229声明作废
●符秋运遗失恒大金碧天下 642-605房契税收
据 ,收据号L0020074,金额15404.11元 ,声明作废
●朱军辉遗失恒大金碧天下640－2005收据 ， 收据号
txi0001025,金额14382.74元，日期2016.4.23，声明作废
●遗失杨得人身份证，证号51031119581210051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轩榭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5001063048944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铁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7GWH8G）遗失财务
专用章壹枚 （编号5001038049172），声明作废
●遗失姚仕福失业证5001030617000864，声明作废
●刘德容刘德惠位于沙坪坝土主镇锦宏小区C栋11
号门面联合建房协议遗失声明作废2017年8月8日
●遗失重庆太兆投资管理有限责公司 ，营业执照
副本 （注册号为：500105005087094），特声明作废
●谢坤施工员岗位证书编号：渝1416001091785声明遗失
●重庆市贸熙生物有机肥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MA5U30E41W，声明作废
●南岸区良园餐厅遗失通用机打发票发票代码150001620410
发票号码27567706-27567708、27567714-27567716声明作废
●遗失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 （中国）有限公司增值税普
通发票1张（代码5000153320，号码02171304）声明作废
●重庆百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
推广合同编号000057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远景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收
据一份（编号：1701300）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联宝嘉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 （编号5001083005893），声明作废
●遗失合川区公安局民警简豪警官证:201478,声明作废
●雷素琴遗失保险展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4096554作废
●遗失重庆沐鑫测绘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38020857）声明作废
●遗失陆波旭二级建造师资格证书编号0044337声明作废
●杨航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 :5001013117265，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编号:50023419850726913X声明作废
●曾永康渝BSD963商业险保单流水号137593遗失
●遗失重庆泓坤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财务章5003824031077作废
●梁平县渔乐乐淡水鱼养殖家庭农场遗失2014年7月7日
核发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228702190110声明作废
●重庆凯健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卫生证许可证
正副本：渝卫公证字［2013］第500108001876，声明作废
●重庆市洪平瑞建材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增
值税专用发票1份（发票联、抵扣联）发票代
码5000172130发票号00310020特此声明
●万妮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
500900600177866；以及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 ：
渝税字51352319750314591101，声明作废。
●九龙坡区九龙园区祥琪餐馆遗失2017.6.13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5UMUKQ5X作废

●遗失渝B28T28营运证500100025534，作废
●遗失 2017.8.4号上海城国美购买格力
空调壹台提货单号888570001声明作废
●杨凤年遗失展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194010作废
●陈秀芬遗失展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381857作废
●李克琼遗失展业证02000150011580020161002036作废
●遗失重庆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大渡口
分公司工程科印章证明，声明作废。
●遗失王秋声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9196208130017作废
●遗失重庆市长寿区汤家坡山羊养殖专业合作
社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1NA000329X作废
●遗失重庆欧之亚建材有限公司公章刻
制证明 ，编号50022120160531022作废
●遗失重庆建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编号 50010
43012212)、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4301221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迪创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50011233162332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璧山区桥都食品超市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082411769，声明作废
●遗失2015年4月16日核发的重庆市永川区姜属辉百货
经营部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383200223241声明作废
●遗失刘娜营业执照副本500113608082618作废
●遗失刘娜食品流通许可证副本：SP5001131650085355作废
●遗失重庆海江水下作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一枚作废
●遗失重庆顺羽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 司巴南大 道 经 营 部
2016.12.23发营业执照正 、副本：91500113MA5U9WPJ4E作废
●遗失重庆捷宏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00226MA5UB89Q57）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田维亿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41606466625作废
●遗失曹燕2016年1月12日核发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500103607028274作废
●遗失重庆赢伽进岀囗贸易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
号500104008052372组织机构代码证号322162205作废
●遗失渝BQ7133营运证500113012025声明作废
●遗失 重 庆 巨 邦 通 流 运 输 公 司 渝
BP2181营运证500402010496作废
●遗失2016年7月4日发重庆纳际玛贸易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91500112MA5U6DRM3P，声明作废 。
●王家蓉遗失建筑起重司机特种操作资
格证编号 :渝B03201200572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倬立科技有限公司印章
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
●遗失永川区久弘建材经营部 （税号 5115
2419820813271101）发票领购簿 ，声明作废
●遗失周静执照正副本92500112MA5U9U6D9F作废
●遗失重庆市汽车运输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七分公
司（识别号9150000090324871XE）发票领购簿作废
●遗失2017年6月27日发重庆精鼎药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17592640529作废
●遗失那巍注册咨询工程师注册证书 ，
编号 ：注咨0420090005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南岸益心幼儿园刻章刻制、查询 、缴
销证明，编号52500108MJP558623U，声明作废 。
●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绿亿堂火锅城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 、副本，税号51022519710103231X声明作废

厂房租售
巴南区渔洞轻轨站旁，珞
璜单层框架厂房现房火热
招商中，层高12米，跨度18
米 ，10 吨 行 车 ，1200m2 －
28000m2可分零租售。

电 13908389495
话 13908359842

公告：重庆宏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巫溪县2015年
农村公路通畅工程 （第一批 ）第八标四湾路的相关
事宜郑重公告如下 ：凡涉及重庆宏耀建设 （集团 ）
有限公司巫溪县2015年农村公路通畅工程 （第一
批 ）第八标四湾路未结清的材料 、设备 、人工等费
用和款项 ， 请相关权利人至本公司公告之日起15
日内，持合法有效凭据到我公司确认，与我公司财
务部陈岚联系（电话023-58197918）或到公司登记，
经我公司确认后及时作出相应处理 。 若超过本公
司限定的期限不到我公司登记确认的 ,视为权利人
所持权利至本公告期满之日自动放弃。 特此公告 !

重庆宏耀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2017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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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权债务清算完毕后
将向工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逾期责任自负。特
此公告 。 重庆瑞麒蔓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8MA5U7JK86L）。 2017年8月8日

声明:顺丰速运重庆有限公司开县营业部遗
失2013年1月2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
册号500234300013544;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
税号 50023457619985X；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 ：代码号57619985-X,声明作废

重庆市恒大城97栋2202胡贵鑫遗失金碧物业
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装修保证金收据0116605
贰仟元 。 工人出入证保证金0116606壹佰元 。 开
具收据日期2014年11月15日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天成皮草服饰有限公司 (注
册号5001052104010) 股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销。 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
45日内 ,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2017年8月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冠球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8MA5U7AT62K） 股东
会研究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 。 根据 《公司法 》规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 请债权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2017年8月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乾晟沣商贸有限公司 （注
册号 ：500383004494692）股东研究决定，本公
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
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7年8月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朝宜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18MA5U5JFJ3Y）股东研究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 《公司法 》规定必
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7年8月8日

南岸区晓陈快餐店遗失 通用 机打发票
(餐饮 )10份 , 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号
码 ：24486706-24486712； 号码24486744；
号码24486828；号码24486840；声明丢失
注销公告：重庆木每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注册号500106004051915）因故解散，请
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
清算债权 、债务 ，清算完毕后将向工商部门
办理注销登记 。 特此公告！ 2017.08.08

注销公告：经重庆富乾大雄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注册号 ：500243000250418）股东会研究决
定，本公司拟将注销 。 根据 《公司法 》规定必须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 2017年8月8日
重庆鑫斛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鑫斛
药庄鲁能星城店遗失药品经营质
量管理规范认证书 （GSP） 编号
CQ13-Ca-20170807，声明作废。
奉节县白金汉宫娱乐KTV（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500236MA5UMLH92C） 遗失增值
税普票发票联及记账联 1份 ， 发 票 代码
5000171320，发票号码08989532声明作废 .
注销公告：经重庆百富瑞银投资有限公司（注
册号 ：500903000052149）股东会研究决定 ，本
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 ， 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2017年8月8日

重庆易创钢结构有限公司 。 李纲渝 建安C（2015）
0049504，张庆川渝建安C（2015）0052423已与单位解
除了劳动合同关系 （或其他事实 ）。 现已失去联系 ，
见报后尽快到公司办理证件调出手续 。 否则公司将
申请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调入无关联企业库。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 ，拟将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500105MA5U39A40F的重庆思捷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
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重庆思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7年8月8日

个体遗失公告
经营者韩源遗失于2016年6月17日

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
注册号为500108600244137，声明作废

拟注销公告：经忠县萌萌饮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335857155） 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销，根据 《公司法》的规定 ，请相关债
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 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 特此公告 2017年8月8日

个人征婚

公告遗失

注销公告 ： 经忠县鸿威家具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5992236726）股
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 《公司法》规定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杭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35563745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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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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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云易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8MA5U373C6F）2017年8月8日

注销公告： 重庆平定工贸有限公司； 注册
号：500104000022909经股东会决议 , 拟将注
销本公司。 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
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2017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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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天色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8MA5U3HQM1Q） 2017年8月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锋道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092412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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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8月8日
重庆新特建材安装有限公司以下人员郭得东 渝
建安B （2011）2047882已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
系 （或其他事实 ），现已失去联系 ，请郭得东见报
后尽快到公司办理证件调出手续。否则公司将申
请安全生产考核合同证书调入无关联企业库 。

遗失2015年5月26日发重庆璨堃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500112008029857，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33958250-5，税务登
记证正本50011233958250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雨之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12MA5U8JEK1L）经
公司股东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 。 根据 《公司
法 》规定 ，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
来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重庆雨之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8月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劝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75306803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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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8月8日

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江劳人仲公字（2017）80号

重庆人人在线智慧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陈金娇与你单位因劳动报酬劳动争议
一案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渝江劳人仲出字 （2017）606号出庭
通知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
送达 。 并定于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午九
时三十分在本委仲裁二庭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
东路22号4楼4-38室 ）开庭审理 ，请你单位准时
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仲裁审理 。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 重庆盈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于
2017年4月10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重庆华
数机器人有限公司，第二联抵扣联 、第三联发
票联遗失 ， 发票代码 5000162130， 发票号 码
01862509，该发票已申报完税，现声明遗失！

遗失重庆威客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3077274077L，2016年4月21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 重庆威客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银行重庆黄杨路支行开户许可证 ， 账号
108835827693，核准号J6530043588301声明作废 。

峭壁上上演速度与激情
7 日一早，第十三届全运会群

众项目攀岩决赛准时开赛。首日
首个比赛项目为男女随机速度赛，
在经过激烈的预赛比拼后，迎来了
激动人心的决赛。

进入决赛的选手实力都十分
强劲，他们像武侠剧中的武林高手
一样，在辗转腾挪之间，只用了十
来秒钟时间，就“噌噌噌”的上到了
岩顶。速度决赛比拼十分激烈，对
手之间的差距往往只有一两秒
钟。这种高手之间的过招，让观众
们看得十分过瘾。大家纷纷呐喊
鼓掌，为自己喜欢的选手加油。

经过激励角逐，最终，来自广
东队的邱际龙获得男子组冠军，江
西队选手潘旭华获得了女子攀岩
随机速度赛冠军。

降温解暑是筹备工作重点

为鼓励全民参与，本届全运会
推出多项改革举措，增设了 19 个
群众比赛项目。作为全运会群众
比赛项目之一，攀岩运动项目决赛
落户重庆，是在主办地天津以外举
办的三个决赛项目之一，也是我市
首次承办全运会决赛项目。

九龙坡区副区长李洪亮表示，
为办好本次攀岩决赛，九龙坡区专
门成立了相关筹备工作组全力开
展工作。不仅对比赛场地、热身区
域、观众席、休息区及赛事后勤区
域进行深层改造，还增加了安检设
备，加强对赛场、入住酒店治安布
控，并对医疗救护和食品安全进行
了严密部署，确保医疗救护及时到
位、食品卫生安全。

李洪亮介绍，因为气温炎热，
防暑降温也成为了筹备工作重
点。为了给赛事提供一个良好的
环境，工作组给观众区看台配备了
遮阳棚配备，还在攀岩馆热身训练

区与办公区安装了空调。

攀岩入奥引发全民关注

攀岩运动被誉为“岩壁芭蕾”，
集竞技、健身、观赏、挑战于一体，
是当今最具魅力的时尚运动之
一。攀岩不仅是本届全运会新增
设的比赛项目，而且已被列为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和2020年东京奥
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国际攀联副主席、国家体育总
局登山管理中心主任、中国登山协
会主席李致新介绍，虽然攀岩运动
在中国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十分迅
速，攀岩爱好者日益增多，本次攀
岩赛全国有31个省市派出了队伍
参赛。而随着攀岩这项运动“入
奥、入亚、入全”，关注度越来越高，
国家也将大力发展攀岩运动，相信
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进入攀岩
运动的世界先进行列。

重庆商报讯 从四连胜到两
连败，当代力帆来不及喘息，就
投入了紧张的一周双赛之中。
本周三当代力帆将在主场迎来
山东鲁能队，周日又将客场迎战
上海上港。两场硬仗加上吃紧
的备战时间，对于球队来说更是
一个巨大的挑战。

备战双赛时间紧迫

上周日下午，当代力帆在结
束了与贵州智诚的预备队比赛
后，就回到了重庆。没有来得及
休息，就整体入住了奥体中心附
近的酒店。周三晚上主场对阵
山东鲁能的比赛，对于球队来说
显得非常重要。这不仅是 8 月
份唯一一个主场比赛，更是球
队在两连败之后挽回颓势的一
个契机。从球队 2015 赛季回
到中超以后，在奥体主场还未
输给过山东鲁能。昨天下午，
球队把训练安排在了奥体中
心，直接进入了分组对抗的技
战术演练当中，此外还把定位
球纳入了重点练习目标。尤其
是在鲁能队中有西塞和佩莱两
个高点的情况下，张外龙对定
位球的防守要求尤其高。

周三的比赛，对于张外龙来
说从人员上并没有太大调整空
间，后腰位置上沿用郑又荣+
丁捷的组合看似也在情理之
中，已经伤愈的彭欣力在经历
了一场预备队比赛之后，本场
比赛进入名单已经没有问题。
不过张外龙考虑到在后腰位置
上需要一攻一守的组合，郑又
荣与丁捷的组合往往只能完成
其一，所以在战术演练中，张外
龙让刚刚伤愈的彭欣力顶替丁
捷充当主力，不过最终的后腰
组合需要看今天最后的场地训
练情况而定。

连败因地面进攻差

从上两轮比赛中的失利不
难看出，球队在地面组织进攻上
存在短板。此前球队获得四连
胜的辉煌，打入了12粒进球，其
中8粒都来自于球队的反击，费
尔南多承担了其中大部分进攻
火力。奇怪的是，在连胜之后球
队又陷入了锋无力的怪圈，接踵
而来的就是一个连败。在这两
场失利中，有一个共通的特点，
当代力帆都是先失一球，随后自
己的战术节奏被扰乱。此前张
外龙在改变地面传控打反击之
后，球队无论在什么形势之下都
坚持自己的比赛节奏，以至于能
够很快抓住对方大举压上的空
当，利用反击先下一城。在自己

领先的情况下，再坚守防守反击
更是游刃有余。

从前一轮主场对阵江苏苏
宁开始，球队回到了先丢一粒
球的情况下，三条线盲目整体
压上。赛季之初，当代力帆以
传控打法，但效果并不理想，一
波四连败正是球队现实的写
照。而今球队在落后之后，在
场面上基本上又回到了此前的
打法，虽然一度占据了场面控
制力，但进攻效率大打折扣。
费尔南多的速度优势在对手的
频繁犯规和密集防守之下无法
发挥，习惯被队友喂饼的卡尔
德克也找不到感觉。本周一周
双赛，对手又是两支难以对付的
球队，为了避免又一次四连败，
张外龙需要思考的是在反击被
遏制的情况下，如何提高阵地战
进攻的质量。

鲁能在奥体没赢过

山东鲁能此前结束了双线作
战，又刚刚在工体战平北京国安，
相比上赛季面临降级威胁的困
扰，鲁能这赛季已经重新回到了
BIG4的阵营。本赛季状态如猛
虎的塔尔德利因伤缺席了不少
比赛，据了解，本场比赛他虽然
已经伤愈，不过仍然将由西塞和
佩莱搭档锋线，后防由吉尔担当，
此外刘彬彬也已经伤愈复出，戴琳
因累计黄牌停赛。

从力帆重回中超赛场以来，
在主场奥体中心对山东鲁能保
持不败，2015赛季球队在优势之
下2：2战平对手，上个赛季球队
在主场拿下对手，客场最后时刻
才被对手逼平，两次交手保持不
败。而此战鲁能，虽然备战时间
相对匆忙，但是以鲁能的攻击
线，一旦压上来可能正中当代力
帆的下怀。不过对于球队来说，
本场比赛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
体能，刚刚结束完客场比赛，还
来不及休息调整。同时队中老
队员比较多，而马加特接手后的
山东鲁能在70分钟之后又是一
支新的队伍，在体能方面有着绝
对优势。

7日，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项目攀岩决赛在重庆华岩壁虎
王国家攀岩示范公园开赛。来自全国的126名攀岩高手齐聚山
城，参与男女随机速度、难度、标准速度、攀石共8个单项的角
逐，首日比赛已决出男女随机速度赛冠军。

8日下午为男女攀岩难度赛预赛、决赛；9日下午是男女
攀岩标准速度赛预赛、决赛；10日上午是男女攀石决赛和颁
奖典礼。

本次攀岩决赛，是我市首次承办全运会决赛项目。

比赛现场 记者 李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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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外龙 记者 李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