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
比
涨
1.
4%

财经/股经
2017年8月10日 星期四 编辑 冯盛雍 版式 吴静 图编 王小村 任琦 校对 陈林

A07

相关

大咖面对面

7月CPI同比涨1.4%
下半年涨幅将走低

股指深强沪弱格局 可逢低介入创业板优质股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王也

重庆商报讯 周三沪深股市延
续“二弱八强”格局，但市场空头气
氛显著抬头。截至终盘，上证指数
收报3275.57点，微跌6.30点，跌幅
0.19%；深证成指收报10544.59点，
微涨48.34点，涨幅0.46%；中小板
综 微 涨 0.33% ；创 业 板 综 微 涨
0.04%。

从走势上看，上证指数全天没有
一分钟翻红，为最近一个月来首次；
上证50指数更是3个月来首次跌破
5周均线大关。不过深圳主板与中小

创全天绝大多数时间在周二收盘价
上方，总体表现强于沪市。

盘面看，受PPI指数环比回升和
涨价潮提振的煤炭、有色、钢铁、白酒
大幅上攻 1.74%-5.23%不等。不
过，金融类蓝筹大幅下跌，银行、保
险、证券板块分别以1.42%、1.37%、
1.56%的跌幅占据跌幅榜前三强，并
导致上证50指数跌穿5周均线大关。

红塔证券黄霁称，主板市场有
走弱迹象，但是否意味着中小创会
迎来全面的投资机会，还有待观
察。申万宏源何武建议投资者不
妨等待急跌后的机会。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孙琼英

广告

遗失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渝巴）股质登记
设 字 【2015】 第 000442 号 ， 质 权 登 记 编 号
500113001022467，出质人重庆一城置业 （集团 ）有
限公司，质权人重庆两江新区宗申小额贷款有限
责任公司，核发时间2015年1月15日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蓝莓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5U46R70X）经公
司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至
200万元整。 根据 《公司法 》及相关规定 ，自本公
告之日起45天内， 请各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 2017年8月10日

个人独资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万州区何光辉面馆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10108633410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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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6567160联系人：何光辉

重庆市万州区何光辉面馆 2017年8月9日

失业金申领通知
廖欣 50022319910524****：
请于2017年08月21日至2017年08月30日之间 (不
含节假日 ）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户口本原
件及复印件 、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 、中国银行
医保卡（或者中国银行储蓄卡 ）原件及复印件 ，
到天宫殿社会保障所 （两江新区泰山大道东段
丁香路108号 ）进行失业登记 ，并申请领取失业
保险金。 如因个人原因造成后果一切自负 。

重庆月石劳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八月九日

个体户万立华 （税号42220219841106
2450）遗失通用手工 发票 （三联千 元
版 ）25份 （发票代码150001320532，起
止号码05181701-0518172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聚文广告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0736805538）股东会决
定 ，我公司拟注销 ，按 《公司法 》规定 ，请有关
债权 、 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办
理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 2017年8月10日

注销公告： 重庆市爱上阳果购果品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3810080956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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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8.10
更正： 重庆市军利建筑工程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于2015年9月17日在重庆日报
刊登的注销公告 ： 由500104000404722
更正为注册号500104000404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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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沛 泓 投 资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500108000918803） 2017年8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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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尚钦玩具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108005424932） 2017年8月10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恒雅广告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4UAJ6D)
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 ，请债务债权
人于本公告45日内到我司清算债权债务，
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廖留敏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市两江新区支公司机打发票发
票 1份 ， 发 票 代 码 5000162320， 发 票 号
39589249，金额： 5219.28元 ，声明作废 。

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九龙坡区白市驿物业管
理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07709447774X）股东会研究决定 ，本公
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请债权人债
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2017年8月10日

注销公告： 重庆硕东通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500381001453591) 经股东大会决定
拟注销，根据 《公司法》规定在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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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注销公告：经忠县平飞山羊养殖有限公司（注
册号 ：500233000028686）股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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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注销公告：重庆美利宝出国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9KRGX4）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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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 2017年8月10日
重庆市镒美塗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09MA5UH
FQY0B)公章 、财务专用章各一枚 ，工行
对公转帐U盘两个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

注销公告：经重庆汇邻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34602948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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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飞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MA5UDB9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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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北碚（广东 ）对口支援巫山移民
工业基地建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00
109000001375）股东决定 ，拟注销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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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中铁隧道集团一处有限公司已与下列人
员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或其他事实 ），现已失
去联系，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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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卢智强 （渝建安A（2012）
0001805）、包秀峰 （渝建安A（2015）0022021）、上
官晋峰 （渝建安B（2009）0034183）、刘 伟邦 （渝
建安 B （2009）0034187）、 郝 庆 军 （渝 建 安 B
（2012）0002304）、 李 美 霞 （ 渝 建 安 B （2014）
0059045）、邓青平 （渝建安B(2015)0059454）、杨
文军 （渝建安B（2015）0060678）、魏帼钧 （渝建
安B （2015）0060680）、 唐波 （渝建安B（2015）
0060684）、马炳学（渝建安B（2015）0060686）。

综合房讯

公告遗失

公 告
重庆富越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以下
车辆请在登报之日起10日内到公司交清税费 、
保险 、审车 、审证 ，逾期公司将申请灭失注销 。
渝B1622挂车架号 ：LC99B4022F1LHJ071。

注销公告：重庆城口县农乐野生食品开发有
限公司 （注册号 500229000002469）股东会 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 根据 《公司法》规定 ，请
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到
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公 告 ： 邹 勇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102121971
04042116）: 本委已依法受理重庆市瑞英科技
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一案（渝两江劳仲案字
〔2017〕第670号 ）,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 ，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 申请书副本及
开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视为送达。请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本
委应诉。 本委定于2017年10月26日上午9时在
本委仲裁庭（重庆渝北区金渝大道68号新科国
际A栋2楼仲裁庭 ） 开庭审理 。 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17年8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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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云喜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0日

遗失声明 ：重庆市九龙坡区国家税务局办税
服务厅 （纳税人识别号 ：50010710DK00376）
2017年2月10日代开给重庆市九龙坡区环境
卫生管理处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
联 ）遗失 ，发票代码 ：5000162350，发票号码 ：
04723105， 发票金额 ：98725元 、 发票号 码 ：
04723117，发票金额：98725元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奇美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地税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
渝地 税字 ：500103771752454号 ；2015
年7月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500103000119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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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参崴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00108MA5U6DGA5N） 207年8月10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跃腾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304823516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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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重庆辰熙讯杰商贸有限公司遗失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皇冠东和支行开户许可
证 ： 核 准 号 J6530042096502 账 号 500111
021018010028694；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
码号G1050010503231600S,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裕本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 用 代 码 91500106MA5U6U606Y）
股东大会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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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庆裕本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2017年8月10日

公 告
重庆丰源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 本委已依法受
理谭君 、凌静 、廖丽勤诉重庆丰源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渝两江劳仲案字〔2017〕
第671号 、759号 、760号 ）,因你单位迁移新址不
明 ，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 、 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 请你单位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本
委应诉。 本委定于2017年10月25日上午9时在
本委仲裁庭（重庆渝北区金渝大道68号新科国
际A栋2楼仲裁庭 ） 开庭审理 。 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17年8月10日

重庆市长寿区中医院郭清、杨俊医师，不
慎将医师资格证遗落， 医师资格证编号
分别为 201550141511321199005048485,20
15501415002211989103055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 重庆东石企业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观音桥支行
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6530032560402；
账号 :1088180153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医药和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会不慎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副本 ， 证号 ：
工法证字第230047000109号，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因本公司财务印章2017年8月

4日 被 盗 或 遗 失 ， 印 章 编 号 为
5001035014130，已立即办理了挂失
手续 ，为此特公告并通知，挂失单
位从即日起，该财务印章作废并办
理新财务章申请备案。 从2017年8
月8日起启用新财务章，特此公告。

重庆远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8月8日

公 告
重庆市轩缘清洁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聘请的工人汤国淑向我委提出的
工伤等级及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的鉴定申请 ，经
我委组织劳动能力鉴定专家组进行鉴定 ，结论
为玖级 ，无生活自理障碍 。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该 《重庆市南岸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初次鉴定结论书》（渝南岸劳初鉴字 〔2017〕1320
号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鉴定结论 ，可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重庆
市劳动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 。 特此公告。
重庆市南岸区劳动鉴定委员会2017年8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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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号

上海玄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
本委受理余海滨与你单位因劳动报酬 、经

济补偿劳动争议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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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第16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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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公告: 重庆市万州三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陈昶
树渝建安B(2014)0057786,谭淑君渝建安B(2014)
0057787,龚倩渝建安B（2014）0057788,何斌渝建
安B(2015)0061326，万丽渝建安B(2015)0065031，
张正祥渝建安B(2012)0009015，付春华渝建安C
(2007)0012212，何坤渝建安C(2012)0016575，已
与我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请你们见报后到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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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海基市场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2016年01月22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00105622050408D，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积积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6565617278A）股东大会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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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积积商贸有限公司2017年8月10日
重庆元康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谭雪峰（渝建
发B（2004）5700015）已与单位解除了劳动合同
关系 ，现已失去联系，请谭雪峰见报后尽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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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波施工员渝1316001129506遗失声明作废
●魏军质量员渝1119003061633遗失声明作废
●冉磊标准员50161151122316遗失声明作废
●李华质量员渝1412003100183遗失声明作废
●雷仁鑫土建施工员50151011080070遗失声明作废
●陈体施工员渝144501160703遗失声明作废
●王韶土建施工员50161010613562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重庆皓夜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0309651489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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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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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生 活
15320323186 1816634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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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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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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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者文世容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的正本和
副本 ，注册号 ：51022419670523262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增福煤业有限公司增福煤矿王朝斌爆破工程
技术人员安全作业证正副本,证号50MTC0360，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瀚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张森的安全
生产考核C证 ，编号 :渝建安C（215）0050453，作废
●遗失陈韬渝派精品服饰城壹万元保证金收据023658作废
●遗失武隆县钱程影碟服务部卷式机打发票 ，发
票代码150001620410号码00543922声明作废
●向群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 ，渝税
字51222319580109006X，声明作废
●遗失高德兰营业执照正本500221600370962作废
●遗失余国文营业执照副本92500115MA5UGADP5U作废
●遗失2013.02.28核发陈小娟执照正本500112600542779作废
●遗失2014.11.14核发周斌执照正副本500112600476245作废
●遗失邓芙容税务登记证副本51022419681022166501作废
●遗失渝北区相约烤吧税务登记证
副本51222719580320532101作废
●遗失傅强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00112MA5UMAUX1G作废
●遗失璧山县青杠如意复印门市部税务登
记证副本 ，税号510232197502263518作废
●遗失重庆市北碚区天地人间通讯器材经营
部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00109762669608作废
●遗失2011年7月 27日发北碚区光彩餐饮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9600240399声明作废
●遗失2016年4月27日发云阳县瑞林建材经营部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08241250XR作废
●遗失渝北区盛宽餐 馆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税号51022419721009125901，声明作废
●遗失申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企业集团登记证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伍幺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2015年6月17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900807939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锐博优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6.11.11核发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304952748E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人民医院空白门诊医药费专用收据
一份 “一式二联”，（票据号03738449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昌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桑毅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证号 :渝建安B（2012）2021057，声明作废
●遗失李斌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4197211237061作废
●遗失李斌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41972112370610作废
●遗失渝北区大唐铁艺制品厂国税税
务登记证副本500112L2525558X作废
●遗失2016年6月21日发重庆市明荣医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305200011F作废
●遗失2016年6月21日发重庆市丰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320476542X作废
●遗失渝北区仁朝家具经营部王小平税务登记
证副本 ，渝税字500112L79493153号，声明作废
●遗失陈文兰税务登记证副本510224195909106945作废。
●遗失渝北区锦鹏大饭店税务登记证
副本51022819750926611905，声明作废 。
●遗失2016.6.2核发重庆曼薇化妆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5KHB3C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秦英遗失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 、
副本，证书编号：A20145001141349声明作废 。
●遗失冯烈祥之女冯熙然于2015年1月28日在重庆西南
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30816，声明作废
●重庆市盐业 (集团 )有限公司奉节分公司遗失渝
FU1529道路运输证编号 :500236007698声明作废
●铜梁县宇迪电脑经营部遗失税务登记证
副本 ,税号500224083080674,声明作废
●杨熙鹏于2017年8月5日遗失2016年7月11日签发
的二代身份证：500106198910152512，声明作废
●重庆乔顿服饰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369393995XG，声明作废
●重庆金贵物流有限公司渝GG1966营运证遗失作废
●遗失喻恩琪 ，何兴亮之女何语妍在重庆市九龙坡区
第五人民医院 （现已更名为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医
院）的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500134615，声明作废
●经营者易妮遗失于2016年7月15日核发的九龙坡区易妮
餐馆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901608166692，声明作废。
●李伟遗失重庆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大渡口步行街店
发票1张:发票代码150001421615票号00361829声明作废
●遗失万利梅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0280020160502163作废
●何岸遗失一级建造师执业印章，印章
编号：渝150131308535，声明作废
●唐进遗失二级建造师执业印章，印章
编号：渝201131442524（01），声明作废
●关尹遗失中级职称证 :编号120311100158,声明作废
●曹驰遗失2017年5月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92500107MA5UK0PD8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渝北区龙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收费收
据号0038851-0038900、0010351-0010396声明作废
●遗失白任云残疾证51020219531222293744作废
●黄 茜 遗 失 一 级 教 师 职 称 证 ,
编号 : 010509102703 ,声明作废 。
●王建遗失重庆佑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车位
款收据，收据号：0071342，金额：54000元 ，声明作废
●遗失北碚区老街卤鹅店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500109601672201作废
●遗失北碚区登峰日用品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500109600061215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重庆泰逸十五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
●个体户张四方遗失2015年4月23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760029113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苏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0745501账号1130422830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 重庆普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本，代码915001077907304530，声明作废
●江伟遗失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公路
专业，证书编号 ：JG0035641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夏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副本（税号：500108305295567）声明作废
●黄涛遗失出租车从业资格证510219198103122818声明作废
●2017年 8月 4日遗失邵将身份证 ， 号 码 42900619900324
6416，自遗失日起非本人使用该身份证无效，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2016.2.25核发重庆建兴坡农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320338326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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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平安保险从业人员执业证遗失现声明作废：
周桂梅02000150010980020170100972、张文兰02000150010980020170303270、姚金华02000150010980020161101093、
柳光亮02000150010980020170300907、黄诚成02000150010980020170301143、张 磊02000150010980020160900224、
刘 源02000150010980020161100855、王燕秋02000150010980020161200585、桂 欢02000150010980020170100892、
程榜娇02000150010980020170301469、陆 勇02000150010980020161200552、郑婷婷02000150010980020170303001、
张春雨02000150010980020160900950、涂 力02000150010980020170200393、张 立02000150010980020170302076、
向富勇02000150010980020161202064、王祖平02000150010980020170301102、施文雨02000150010980020161101518、
冉 林02000150010980020170303411、盛朝宽02000150010980020161200472、黄 琴02000150010980020160801648、
段 超02000150010980020160900909、毛建琼02000150010980020170501897、王广芬02000150010980020160402097、
朱兴旭02000150010980020170400447、曾晶晶02000150010980020161100700、文辰辰02000150010980020170301670、
白 浩02000150010980020161202144、李 凤02000150010980020161202337、杨 柳02000150000080002016036095、
刘德安02000150000080002013181361、陈 义02000150000080002013163690、涂巧林02000150010980020160701493、
刘 群02000150010980020161200147、刘 静02000150010980020160901434、杨晓凤02000150010980020170100245、
龙 鑫02000150010980020170400220、龚凌玉02000150010980020170400342、陈 杰02000150010980020170400633、
李 燕02000150010980020160601110、邹明君02000150010980020170200490、邓 凯02000150010980020170300239、
倪淑梅02000150010980020170300610 遗失补办平安保险从业人员执业证：杨万和02000150010980020161201168

副食品招标公告
近期 ,支队将组织副食品采购项目招标 ，

欢迎大家推荐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报名 。
一、项目名称:武警二支队副食品采购。
二、项目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白

马凼武警二支队。
三、采购内容:副食品采购供应商选定。
四、投标人资质要求及注意事项: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 、注册资金在50万元 (含 )以上具
备有为|学校 、饭店 、企业等单位配送副食品
能力的供应商,曾经为军队 、武警或公安等单
位供应商优先 ，有意愿者请于2017年8月28日
前携带营业执照(加盖鲜章)和法人身份证明
及授权委托书到二支队办公楼5楼军需战勤
股报名。

五、联系人及方式:
联 系 人:卢股长 、陈助理。
联系电话:68613101-32138、
18580470108 18581285200

二支队采购办 2017年8月8日

注销公告：重庆我成经济信息咨询工作室（普通
合伙）（注册号500106200040088） 经全体合伙人
研究决定拟将注销 ，根据 《合伙企业法》规定 ，请
相关债权人 ， 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
工作室办理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2017年8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溪桂餐饮文化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股东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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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溪桂
餐饮文化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8月10日
重庆市天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陈仕平 渝建安
C （2015）0052035已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或其他事实），现已失去联系，请陈仕平见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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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市天创建筑工 程有限 公司陈勇渝建安C
（2015）0052036已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或
其他事实 ），现已失去联系 ，请陈仕平见报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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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龙坡区谢家湾远勇餐饮店 （税号 510
22919811013735901） 遗失通用机打卷式
发票 3份 （发票 代码 150001720410，号 码
00365173、00365182、00365300）声明作废
遗失2017年5月19日核发的重庆京兜兜商贸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000MA5UL7L51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京兜兜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编号
5001141082290）、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410
82291）、法人私章壹枚（法人刘京华）声明作废

重庆最食尚餐饮文化娱乐有限公 司 （税号 9150
0107MA5U8CFQ8J） 遗失已开作废通用机打发票
（单联卷式 ）4份 （发 票代码 150001720410， 号码
01607976、01607977、01607978、01607980）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经重庆临淮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
号500901000076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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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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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怀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8MA5U4KT98K） 2017年8月10日
重庆市涪陵江 洲建筑有 限 公 司 。 廖 东 峰 渝建安 B
（2016）0089061，颜科渝建安C （2012）29022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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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重庆龙渝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5MA5U5Y7N6A） 股东决定 ，
现将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减至10万元整 。 根据
《公司法 》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 ，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武隆县民其农业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2MA5U313X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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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拉瑞永固混凝土有限公司开具给中铁十
八局集团隧道工程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
三张遗失， 发票代码为：5000162320第一张发
票编号为 ：43321869金额为 ：100万 , 第二张发
票编号为 ：43321870,金额为 ：100万 ,第三张发
票编号为：43321871,金额为96059声明作废

重庆赢合汇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 司
（税号50010830511114X） 遗失通用机
打平推式发票 10万 元版 （三联电脑
版 ）50份 （发票代码150001420130，起
止号码11726484-1172653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重庆传佑置业代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 ：
500107000137526）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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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传佑置业代理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0日

申领失业金通知
明 岚：51021519821113**** 曾 郑：50010919850422**** 甘信练：51021519821213****
罗 兵：51021519720516**** 蒋利罡：51022219760112**** 冯模洪 ：51021519700111****

你们6人于2017年05月26日、27日消极怠工，不履行岗位职责 ，给我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你
们6人的行为已严重违反我公司规章制度 ，根据月石劳务﹝2015﹞01号 《重庆月石劳务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职工奖惩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
条第二款之规定，我公司已当面告知解除与你们6人的劳动合同，向你们寄出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书， 并于2017年08月08日按照劳动合同上的通信地址向你们6人寄出申领失业金的相关资
料及通知，现再次通知你们申领失业金的时间及地点 ，逾期后果自负 。

姓名
申领时间

申领地点

明岚 罗兵 蒋利罡 曾郑 甘信练 冯模洪
2017.08.14之前 2017.08.21之前 2017.08.21起

至2017.08.30止
2017.09.01起
至2017.09.07止

户口所在地的就业局或者街道 两江新区天宫殿社会保障所
重庆月石劳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八月九日

注销公告 ： 经重庆派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MA5U6PP38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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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乾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075657058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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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遗失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蔡晓卫遗失执
业医师证 ，证书编码120500000000220，作废

重庆商报讯 8月11日，“村村
乐”创始人胡伟将做客上游财经

“大咖面对面”。怎样才能找到最
适合农村推广的道路？如何吸引对
互联网天然陌生的农村消费者？如
何打通线上与线下的沟通壁垒？

“村村乐”起家于农村刷墙广告，
从全国最大的刷墙公司，用五年时间

打通了传统电商和农民之间的互联
网壁垒，“村村乐”目前已经成为国内
最大的面向全国农村的门户网站之
一。“村村乐”的一份客户行业分布图
显示，2011年，刷墙客户产品中农资
占76%，汽车只有3%，没有一家电
商。到了 2015 年，农资占比降到
8%，汽车增至23%，电商占42%。

目前，村村乐已经与国内外众
多知名企业携手，开展农村整合营

销服务。京东、联想等上千家知名
企业均是下乡营销合作伙伴。为全
国60多万个村庄，每村建立一个网
上门户，现注册会员已超过1200万
人，近一半的村庄已拥有门户站
长，共计32万人，公司估值达到10
亿元。本期“大咖面对面”，村村
乐”创始人胡伟将向群友分享电商

“渠道下沉”如何争夺农村市场，赢
得农村消费者。

“村村乐”创始人
明天告诉你农村O2O该咋“玩”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冯锐

重庆商报讯 你有没有发
现，7月份以来，肉价便宜了，但
鲜菜比以前稍微有点贵了？昨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显示，7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4%，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1%。
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5.5%，
鲜菜价格上涨9.1%。

CPI连续4月处于“1时代”

7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4%，
至此，今年来 CPI 已经连续 4 个
月处于“1时代”。

从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和
服务价格来看，7月份，食品烟酒
价格环比持平。其他七大类价格
环比四涨三降。

其中，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
保健价格分别上涨1.0%和0.5%，
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均上
涨0.1%；衣着、交通和通信、其他
用品和服务价格分别下降0.4%、
0.3%和0.1%。

据测算，在 7月份 1.4%的同

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
因素约为1.0个百分点，新涨价因
素约为0.4个百分点。

回顾上半年的物价走势，除
了 1 月份 CPI 同比涨幅超过 2%
外，2~7 月份 CPI 同比涨幅均低
于2%。那么，未来几个月内物价
走势会否大幅上涨呢？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分析认为，物价短期内将保持稳
定，下半年上涨压力不大。如果
不出现大的外部因素冲击，下半
年影响CPI同比涨幅走势的将主
要是翘尾因素，而 6月翘尾因素
达到年内最高点之后会逐步走
低。因此，预计下半年CPI 同比
涨幅可能会略低于上半年。

肉价继续跌鲜菜价猛涨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
师绳国庆解读表示，7月份CPI环
比微涨，同比涨幅略有回落。主
要影响因素仍是食品价格的变
化。

从环比看，7月份食品价格下
降0.1%，影响CPI下降约 0.02个
百分点。受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

和区域性强降水影响，鲜菜价格
连降5个月后上涨7.0%；高温导
致蛋鸡产蛋率下降，储运成本提
高，鸡蛋价格上涨 4.0%，两项合
计影响 CPI 上涨约 0.17 个百分
点。

但时令水果大量上市，鲜果
价格下跌9.2%；猪肉消费进入淡
季，价格下降 0.7%，两项合计影
响CPI下跌约0.18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2%，
影响CPI 上涨约 0.13 个百分点。
主要是暑期旅游出行人数增多，
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上
涨 10.5%和 6.1%，两项合计影响
CPI上涨约0.13个百分点。

从同比看，7 月份 CPI 上涨
1.4%，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
分点。食品价格下降1.1%，影响
CPI 下降约 0.21 个百分点。其
中，猪肉价格下降 15.5%，影响
CPI 下降 0.46 个百分点；鲜菜价
格上涨 9.1%，影响 CPI 上涨约
0.20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
2.0%，影响CPI 上涨约 1.62 个百
分点。其中，医疗保健类价格上
涨 5.5%，教育服务类价格上涨
3.3%，居住类价格上涨2.5%。

国家统计局还发布，7月份，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
同比上涨5.5%，环比上涨0.2%。

据测算，在 7月份 5.5%的同
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
因素约为4.6个百分点，新涨价因
素约为0.9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7月份PPI由降转
升，上涨0.2%，主要受钢材、有色
金属等产品价格上涨影响。生产
资料价格上涨0.2%，生活资料价
格持平。

在调查的40个工业大类行业
中，20个行业产品价格上涨，比上
月增加9个。从主要行业看，环比
涨幅扩大的有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分别上涨2.7%和1.5%，合计
影响PPI上涨约0.3个百分点；环
比降幅收窄的有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下降0.1%；环比降幅扩大的有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
业，分别下降5.3%和3.0%。

从同比看，PPI上涨5.5%，涨
幅连续3个月相同。在主要行业
中，同比涨幅回落的有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石油加工业；同比涨幅扩
大的有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此外，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价格同
比涨幅与上月相同。上述六大行
业合计影响 PPI 上涨约 4.4 个百
分点，占总涨幅的80.0%。

7月PPI同比上涨5.5% 环比由降转升

重庆商报讯 日前，国家工信部决
定组织开展 2017年度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申报工作。继 2016年重
庆两江新区工业开发区、永川工业园区
荣获第七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之后，2017 年申报工作又将开始，哪
些工业聚集地有了机会呢？

记者了解到，此次申报分两个系列，
即规模效益突出的优势产业示范基地和
专业化细分领域竞争力强的特色产业示
范基地。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报
的示范基地数量不超过4个（其中，通过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上报的示范
基地数量不超过3个；通过省级通信管
理局上报的示范基地数量不超过 1
个）。另外，上报基地也不得出现以下情
况：1.近三年发生重大或特别重大生产
安全事故；2.近三年发生Ⅱ级或Ⅰ级突
发环境污染事件；3.申报对象在国务院
及有关部委相关督查工作中发现存在严
重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工信部还表示，在装
备制造业、消费品工业、电子信息产业、
军民融合等领域中，将大力支持新兴产
业领域示范基地培育和创建。

据新华社电 华泰保险集团与中国
商飞公司 9 日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华泰资产将提供 150 亿
元保险资金用于国产大飞机项目。这
是保险资金与中国商飞公司合作的第
一单。

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王梓木在战略
合作启动仪式上介绍，保险资金支持大
飞机项目的方式是可续期的债权投资计
划，华泰资产发起设立“华泰——中国商
飞债权投资计划”，注册规模150亿元，
投资期限10年，到期后中国商飞公司可
选择续期。

据介绍，150 亿元保险资金将投向
中国商飞公司的民用航空类项目，专
项用于项目的研发、投资建设和运营
等支出。中国商飞公司董事长贺东风
说，此次债权投资计划是保险资金支
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实体经济的
重要举措，契合中国商飞初期投入大
的需要。

2017年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基地申报启动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翰书
实习生 何君琼

150亿保险资金
投向国产大飞机项目

重庆商报讯 随着上市公司
2017年中报披露工作逐步推进，
截止 8 月 9 日，两市已有 312 家
公司披露了中报，相关上市公司
的中报显示，有24家上市公司持
有其他A股上市公司的股票，其
持股总量约25.2亿股，期末账面
持股总市值约247.44亿元。

据了解，持股原因主要有两
点，一是自身与其他A股上市公
司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二是相
关上市公司本身就有较高的证
券投资需求，故而通过二级市场
购买、定增购买、股权转让的形
式吸纳其他公司的股票。

华融证券投资顾问李佳指出，
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参与证券投资
对其自身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将证
券投资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其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会随着股价波动
对公司利润造成一定影响。投资
者在投资这类个股时，还是应以短
线的思维去介入，毕竟这类个股股
价波动较大。广发证券投资顾问
王立才则表示，上市公司配置金融
资产有其合理性，但上市公司将过
多精力投入其中则多有不利，对于
那些长期涉足证券交易、持有较多
其他上市公司流通股的非金融类
上市公司，投资者最好予以警惕。

股海踏浪 持股市值逾200亿元 部分上市公司热衷炒股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扬帆
实习生 岑晓林

商报图形 吴静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