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欲筹建保险资管公司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郭欣欣
实习生 邹丽

重庆商报讯 8月10日，记者从重庆
保监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重
庆自贸试验区挂牌以来，目前为保险业
发展提供配套服务的保险经纪、保险代
理等专业性保险服务机构已增至41家。
同时，我市正积极推动相关保险机构发
起设立重庆第一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据了解，在保监会的支持下，今年
初，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有限公
司已获批落户重庆，并完成工商注册登
记，成为全市首家全国性金融要素平台，
该公司将与上海保险交易所共同促进、
错位发展。

重庆商报讯 8 月 10 日，重庆正川
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

“正川股份”，股票代码：603976）申购，
申购代码 732976，发行价 14.32 元/股，
数量为 2700 万股，募资总额约 3.87 亿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约为3.57亿元。公司董秘费世平表示，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投入到“一级耐水
药用玻璃包装材料生产研发基地一期项
目”和“生产及配料系统自动化升级改
造”项目。此前，重庆四家新股——重庆
建工、天域生态、秦安股份、天圣制药。

今年重庆第五只新股
正川股份昨申购募资3.8亿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徐沛 李绿桐

创业孵化基地获评优秀 奖励30万
我市出台办法促进创业载体可持续发展，整改不合格将取消命名

重庆商报讯 凉城美景惹人爱，
醉享风情不思归。8月7日,湖北省恩
施州在重庆举行旅游产品推介会，推
介“凉城美景、风情恩施”旅游产品，发
布旅游线路及优惠政策，向市民发出

“清凉之夏”的盛情邀约。
据了解，恩施州近年来持续巩固

和拓展重庆市场，我市已成为恩施州
第二大客源地，占据游客总量的25%

以上。恩施州旅游委推介了探秘探险
的心跳之旅、文化体验的心醉之旅、休
闲避暑的心净之旅、康体养生的心怡
之旅四条经典线路。

推介会会场外的彩龙船、吊脚楼造
型和18家4A以上景区展板，让重庆旅
行商直观了解恩施州的民俗风情和旅
游产品，会场内的线路推介、优惠政策
发布和土苗民族歌舞表演，将参会人员
带入了大美恩施的画卷之中，两地旅行
商还开展了交流洽谈，在线路合作等方
面达成了初步共识。

据介绍，恩施州集凉爽之都、养生之
都、风情之都、世界硒都于一身。全州森
林覆盖率达到70.8%，负氧离子含量平
均每立方厘米高达2万余个，空气优良
天数达到300天以上，是消夏避暑的福
地。恩施大峡谷、巴东神农溪、利川腾龙
洞、咸丰坪坝营、建始野三峡、建始石门
河、利川苏马荡等丰富的旅游资源，让恩
施不仅成为旅游观光的好去处，更是远
离都市喧嚣、独享清凉的心动之选。

恩施州恩施市、利川市、建始县、
巴东县、咸丰县、宣恩县、来凤县旅游

局推出一系列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
恩施州政府副州长张勇强、重庆

市旅游局副局长秦定波在致辞中分别
表示，恩施州与重庆市地缘相近、人缘
相亲、商缘相联，两地不论在民俗风情
上，还是经济发展上都有着深厚的历
史渊源，在旅游产业发展上更具有广
阔的合作领域和空间，两地将进一步
加强旅游交流与合作，推进资源共享、
市场共享、信息共享、客源共享，更好
地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促进
两地旅游业繁荣发展。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黎静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许安全
实习生 龙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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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县蓝迪沃电脑门市遗失税务登记正 、副本（税
号 ：500234198312221179）， 开县蓝迪沃电脑门
市遗失发票名称商业三千 ，代码 :15000921035，
1本06449251-06449275共25份声明作废 。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招标公告
现对华夏航空重庆基地办公楼清洁外包

服务项目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欢迎符合条件
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一、项目内容：办公楼清洁服务外包
二、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三、截止时间：2017年8月18日17时
四、联系方式：联系人：赵羽翕
联系电话：023-67153222-8132 18375672724
地址：江北机场华夏航空新办公楼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7.8.10

公 告
周传喜：

你于2016年10月20日申报的工伤认定 ，
我局已于2016年11月4日受理。现需要你于本
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我局提供你与被
申请人 （重庆鹏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具有
劳动关系或工伤主体责任关系的有效证明。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江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8月11日

公 告
重庆勤建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我委于2017
年5月22日出具 《初次鉴定结论书》（渝江北劳
初鉴字 [2017]1226号 ）对高均瑞劳动能力鉴定
评定为伤残玖级，无生活自理障碍。 如对此鉴
定结论不服，可在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重庆市
劳动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或者自鉴定结
论作出之日起1年后申请劳动能力复查鉴定 。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江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7年8月11日

公 告
重庆融汇外商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我
委于2017年5月11日出具《初次鉴定结论书》（渝
江北劳初鉴字 [2017]1134号）对蒋开义劳动能力
鉴定评定为伤残拾级， 无生活自理障碍。 如对
此鉴定结论不服， 可在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重
庆市劳动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或者自鉴定
结论作出之日起1年后申请劳动能力复查鉴定。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江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7年8月11日

公 告
重庆汇百川物流有限公司 ，我委于2017年5月
23日出具 《初次鉴定结论书》（渝江北劳初鉴
字[2017]1204号）对林川劳动能力鉴定评定为
伤残玖级，无生活自理障碍。如对此鉴定结论
不服， 可在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重庆市劳动
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或者自鉴定结论作
出之日起1年后申请劳动能力复查鉴定。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江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7年8月11日

公 告
重庆泰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我委于2017
年4月20日出具《初次鉴定结论书》（渝江北劳初
鉴字[2017]1064号）对张秀珍劳动能力鉴定评定
为伤残贰级，大部分生活自理障碍。 如对此鉴
定结论不服 ，可在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重庆市
劳动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或者自鉴定结
论作出之日起1年后申请劳动能力复查鉴定 。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江北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7年8月11日

公 告
重庆格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唐中亮于2017年2
月23日申报的工伤认定， 称其于2016年9月30日
在你单位承接的渝北区长安工业公司安置房项
目11标段16号楼工地拉灰时被大斗车撞伤。 现
需要你单位于15日内举证其受伤是否属于因工
受伤的证明材料。 你单位如不按时提供证据，本
机关将依据申请人提供的相关资料作出认定结
论。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江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8月11日

公 告
重庆通联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王立平于2017年
5月25申报的工伤认定，称其于2017年3月16日
在你单位承接的江北区唐风二级公路唐家沱
立交改造工程项目搬运废弃混凝土时被铲车
撞伤造成其右腓骨骨折。 现需要你单位于15日
内举证其受伤是否属于因工受伤的证明材料 。
你单位如不按时提供证据 ，本机关将依据申请
人提供的相关资料作出认定结论。 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江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8月11日

公 告
重庆方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我局于2017年6月
19日认定2016年7月15日6时18分， 李家春在前
往你单位施工现场（万盛国能天街项目 ）上班途
中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其多处受伤的性质属于
因工受伤 （江人社伤险认决字 〔2017〕 第1033
号）。 如对此认定不服，可在60日内向重庆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江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8月11日

公 告
重庆玉钰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叶玉梅于2017年7
月3申报的工伤认定， 称其于2017年4月22日在
你单位车间上班时被机器压伤左食指 。 现需要
你单位于15日内举证其受伤是否属于因工受伤
的证明材料。你单位如不按时提供证据，本机关
将依据申请人提供的相关资料作出认定结论 。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江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8月11日

公 告
重庆文典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我局于2017年6月
20日认定2016年12月24日8时许，赵邦文在你单
位施工现场国富沙磁广场支模时不慎摔落 ，造
成其多处受伤的性质属于因工受伤 （江人社伤
险认决字〔2017〕第1107号 ）。 如对此认定不服 ，
可在60日内向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在
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江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8月11日

公 告
重庆都联物流有限公司：我局于2017年6月20日
认定2016年1月2日20时许， 杨明东受你安排外
出运送商品车， 在目的地下货时开门拿车钥匙
过程中不慎摔落，造成其腰2椎体骨折的性质属
于因工受伤 （江人社伤险认决字 〔2016〕第 4050
号）。 如对此认定不服，可在60日内向重庆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江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8月11日

公 告
我单位在执法过程中，依法扣留了机动车140辆 。 现依据相关法律

规定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凡在我单位辖区内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以及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被扣留机动车的驾驶人 、所有人等法
定相关人三个月内持相关手续到大渡口区交巡警支队接受处理。

二、逾期未接受处理的，我单位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
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依法处理被扣留车辆 。

特此公告
附件：扣留车辆明细

重庆市公安局大渡口区分局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

扣留车辆明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车牌号
渝AX5369
粤B970P2
无牌
无牌
渝B22N29
无牌
渝B97773
渝BK0292
渝B22V10
无牌
渝D63283
渝A5811学
渝BDG599
渝AE2051
豫CS5101
渝BWB083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车型
银色长安货车
蓝色江淮轿车
银色小型长安轿车
银色农用车
银色长安面包车
银色长安面包车
红白长安面包车
银灰色长城轿车
银色小型轿车
红色东南轿车
黑色大众轿车
白色皮卡车
银色长安面包车
银色长安货车
绿色富康轿车
银色大众轿车
红色五菱面包车
银色长安面包车
黑色大众轿车
黑色大众轿车
银色农用车
金色吉利轿车
白色皮卡车

车架号
LSCBB13D97G095334
LJL2FKS25A4515860
LS4AAH2R74A001580

LS4ASB3L79E055387
LS4ABB0D82A077517
LS4BCB1DX3A093350
LGWFF3A547B001811
LJU7724S97S014459
LDNM4LNE330024652
LSVACFB03XB116994
LTA1222B192016450
LS4AAB3D0DA537156
LSCBB13D85A011665
LDC241E2710002919
LFV2A11G383900143

LS4ABB0D42A135350
LSVFD0338XA013813
LSVT9133XAN040165

L6T671JC73N003457
LETADCD167HP04730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K72503
渝AD9438
无牌
渝B5X839
川XA1936
渝ANG202
渝AFY688
渝B179Q5
无牌
无牌
渝BV1816
无牌
渝FHV872
渝BAQ183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渝ACQ363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渝B95721
渝AC0091
无牌
渝ACX022
渝CBB313
渝A29005
渝A24179
渝CRX069
无牌
渝AE8397
渝GH7029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渝G0985
无牌
渝BA9036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渝B90846
渝AE6898
渝H66510
渝CLM622
无牌
无牌
渝AED319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渝AE9712
渝A23431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川M69B16
无牌
无牌
无牌
渝AE7021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渝AAW835
渝BX2192
无牌

无牌
无牌
渝ABV629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001043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川JG5127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VB997
无牌
渝ABR126
川V18352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无牌

黑色别克轿车
黑色大众轿车
银色别克轿车
白色长安面包车
银色长安货车
黑色比亚迪轿车
绿色奇瑞轿车
绿色长安面包车
黑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黑色二轮摩托车
黑色二轮摩托车
蓝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黑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白色二轮摩托车
蓝色二轮摩托车
黑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黑色二轮摩托车
蓝红二轮摩托车
黑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黑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黑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黑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黑色二轮摩托车
黑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蓝色二轮摩托车
蓝色二轮摩托车
黄色二轮摩托车
银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黑色二轮摩托车
橘红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蓝色二轮摩托车
绿色二轮摩托车
白色二轮摩托车
黑色二轮摩托车
黑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黑色电动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黑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二轮摩托车
二轮摩托车
黑色电动车
黑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二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蓝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电动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绿色电动三轮摩托车
绿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电动三轮摩托车
黄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电动三轮摩托车
蓝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电动三轮摩托车
灰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蓝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电动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电动三轮摩托车
绿色电动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黄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电动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电动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红色三轮摩托车

LSGWG52Z93S164844
LSVJH13324226270
LSGSJ52N84Y044612
LS4BCB1D43A016649
LSCBB13D28G071989
LJXC16AF790127215
LVVDB12A37D075517

LAEMD34057B651022
LZSPLKLFXA1238806

LBPPCOLK4BOO34765

LAPPCJV35B0007271
LYNTGJKG8GA043755

LZXPCKL2960614870
LAAALKKDX60001517

LAFMD2403ZE030470
LAAAAKJS480026086
LAAAAK106400179097
LAPPOJL733A008016
LXYPCKLO9B0056369

LP5PCKH087D100441
LC6PCKD21900100008

LCMPCADJ21F725652
L3YPCAECS9A052859

LBBPEKG06CB165449

LBBPFKDJ993024494
LXYPCKL02D0006173

LJLTCKJG6A3E80045

LJLTCJH98A3E80016

LC6PCJ7D8C0012398

L3YPCALA86A0224660

LATPCKLY492242166
无

LAZKCKZ13BB902942

FS518061513068007

LWMHCK2E0710440S3

LZXHCKZ4182840549

LKXHCKZ5300A00317
LAZKCKZ15BB900741

LWMKDKZA4A1000662

注销公告： 经重庆新锦官城房地产营销顾问有
限公司 （注册号 ：5001030001827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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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哲之建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322164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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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声明 ： 重庆格罗恩照明电器有限公司遗失
2013年10月2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
册号500105000308686；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00105080187628；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代码号08018762-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圣凯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5U69801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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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遗失重庆皮皮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
司2016年12月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 （副本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MA5UA61X0N，申明作废。

注销公告： 重庆汇铂昇财富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注册号500108204777653）
拟将注销， 请债权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到本单位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
续，特此公告。 2017年8月11日

遗失声明：本人龚晶晶于2015年2月
15日 认 购 恒 大 未 来 城 9街 区 13幢
1308， 代收费收据联编号00822206，
代收费金额8830.87元整。 特此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睿斯特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1MA5U77QY4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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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睿斯特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遗失2015年1月23日发璧山区孝中
水产养殖家庭农场（陈孝中）营业执
照副本500227704911156、 税务登记
证副本51023219690916283701作废

重庆东邑欣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
永旺鑫商贸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 , 发票代码 :5000164130发票 号 码 :
04042602金额 :9404.48元遗失,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京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03000178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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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重庆智阔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
环保投资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 , 发票代码 :5000163130发票号码 :
02897109金额 :13600元遗失,特此声明

平益运输公司渝B7H806注销； 恒驰运输公
司渝BD1635注销； 大鼎运输公司渝BQ0505
（500110000381）渝BE2533（500110002033）注
销 ；都顺运输公司渝B92713（500115021370）
渝AS6638（500115016717）注销 ；雷胜运输公
司渝A9C396（500115014615）渝A9M239（500
115014851）渝A7G627（500115015811）注销

御龙天峰11栋1103黄露鹃遗失收据：收据号yltf
11305100，金额30000元 ；收据号yltf11305226，金
额120元 ；收据号yltf11305428，金额80元 ；收据号
yltf11305427，金额 6208元 ；收据号 yltf11305429，
金额80元；收据号yltf11305430，金额5元 ；收据号
yltf11305426，金额 18071.85元 ；收 据 号 yltf11305
788， 金额30120元 ； 收据号yltfh0015942， 金额
60240元；收据号yltfj0001948，金额81915元 ；收据
号yltfj0015294，金额4000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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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康态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8MA5U91P71F）2017年8月11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
册号为500105000135979的重庆共邦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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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万福维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05272752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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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重庆 佳 谊 电 梯 销 售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原 税 号
500905771781386，新税号91500000771781386C）
遗失已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2份 （发票代码
5000144320，号码04992056、0499205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重庆都良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 ：500

103000390735）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 清算组已成立 ，并
于2017年8月11日在 《重庆商报 》登报公告 ，
请债权人自登报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
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 2017年8月11日

注销公告：重庆聚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 ：
500113008118524)经股东大会决定拟注销 ，请相
关单位和个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来本
公司完善一切事宜。 特此公告 2017年8月11日
注销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恒州苗木种植专业
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35001136965
89123P)经成员大会决议拟注销，请相关单位
和个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来本合作
社完善一切事宜。 特此公告 2017年8月11日
注销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合路蚕桑专业合作
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500113784237355C)
经成员大会决议拟注销， 请相关单位和个人
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来本合作社完善
一切事宜。 特此公告 2017年8月11日
重庆市永川区板桥镇本尊村村民委员
会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永川支行板桥分处理开户许可证 ，
核准号：J65300246626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旭铂瑞建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5U74GH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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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一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32045133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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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稀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2MA5U637Q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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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联振鑫融资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1070005716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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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科仁广大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DFRC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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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誉瑞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4BT18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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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注销公告：经彭水县鸿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3MA5U3W8L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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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彭水县龟池坝水稻种植股份
合作社（注册号500243NA000473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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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重庆鹏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066184711A） 遗失
公章壹枚 ，编号 ：5001071045295、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071045296，声明作废

声明 :万州区沙龙路升源建筑配件直销部 (纳税人
识别号510230197410047399)遗失通用手工百元版 ,
发 票 代 码 :150001320531， 发 票 号 :05830662，
05830670，05830673-05830675，共计5份，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开州区福慧建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35570148X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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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声明：（重庆到家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收
款收据一本，共20份，一份三联用了20份 ，12份
未用 ，开了8份不作废 ，没有开的12份作废 ，收
据代码:/收据编号136901-136920，声明作废

公司合并注销公告：经柳州益菱汽车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和重庆骏泽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双方股东
的决定，柳州益菱汽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吸收
合并重庆骏泽汽车实业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前，
柳州益菱汽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1500万元整，重庆骏泽汽车实业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整 。 吸收合并完成后，
柳州益菱汽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继续存续，柳州
益菱汽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不变，仍为
人民币1500万元整 ，重庆骏泽汽车实业有限公司
将注销。 合并各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
续的柳州益菱汽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接 。 特
此公告 。 联系人 ： 贺 大 宏 ， 联 系 电 话 ：023-
63985389 柳州益菱汽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重
庆骏泽汽车实业有限公司 2017年6月22日

遗失作废声明： 江门市裕丰企业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不慎将2015年2月28日汇入重庆双福
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的13b1-037、038、
039、040、041、042、043、044、045、046、051、052、
053、054、055、056、057、058、059、060号摊位保
证金票据遗失 ， 收 款收 据 票号 为 0023344、
0023343、1203461、1203462、1203481、1203482、
1203465、1203466、0023347、0023348、0023345、
0023346、1203463、1203464、5035633、5035634、
5035635、5035636、5035637、5035638， 票 据 金
额各为2880元 。 特此声明作废。

重庆市欣宏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重庆市沙
坪坝区井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程清欠公告

我司承建的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工程，现已竣工验收交付使用且已与建
设单位结算完毕，请所涉本工程的劳务班组各位
工友、原材料供应商和相关债权人在本公告之日
起三十天内到我司进行对账结算 ，登记各种应付
款项，逾期后果自负 ，请相互转告！ 特此公告
施工单位：重庆市欣宏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洋河大厦2单元23-3
联系人：沈善锦 联系电话：67625513 18290362333

2016年8月11日

重庆市大渡口区港航管理所关于持有有效
《港口经营许可证》的港口经营人名单的通告

按照重庆市港航管理局《关于加强港口管理
工作的通知》（渝港航发〔2017〕219号）文件要求 ，
截止2017年8月11日，在大渡口区范围内 ，持有有
效《港口经营许可证》的港口经营人名单如下：1、
重庆小南海水泥厂 。 2、重庆南港物流有限公司。
3、重庆市大渡口区建路运输队。4、重庆中交港口
发展有限公司。 5、重庆化工轻工有限公司。 6、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销售分公司。7、
重庆新港装卸运输有限公司。 8、 重庆航顺建材
有限公司。 9、重庆渔秋浩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市大渡口区港航管理所 2017年8月11日

减资公告 ：重庆旺发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34MA5UJGLL67），经股东会研究决
定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至50万元 。 根据 《公司
法 》规定 ,请债权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2017年8月11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八丰鸿装饰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BW051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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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重庆市汇人健康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8月8
日开具给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值
税专用发票 （代码5000163160，号码00892591）
的发票联及抵扣联遗失，声明原件作废
●重庆汇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
通发票 （发票代码5000171350）发票3份 ,发票
号码00655237、00655238、00655240。 声明作废

解约声明
重庆西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与

重庆市华汇纺织有限公司于2017年7
月15日签订的土地出租协议 ，因没有
实际履行，声明作废。

重庆西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8月11日

重庆屹展物资有限公司 ， 税号 91500107
096851263L,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中文三
联电脑版 ）2份 ，发票代码 ：5000163130，发
票号码 ：02651118、发票代码 ：5000162130，
发票号码 :07958797。 特此声明

●重庆北碚华森电器元件厂，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是J6530008137601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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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步海遗失娃哈哈饮用水合同保证金，押金条，声明作废
●遗失李晓波身份证231084197007103727声明作废
●黄振华遗失高级工程师资格证书 ，
编号：渝工高职第A140071，声明作废
●遗失廖安惠渝派精品服饰城叁万元保证金收据0024548作废
●遗失余贵全税务登记证副本51021919780306911X01作废
●遗失张波营业执照正本500113600234489作废
●遗失渝北区王梅建筑机械经营部曹明强税务登记
证正本，渝税字51022419700321125401号，声明作废
●遗失2016年7月12日核发重庆佳辉市政设施维护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567893778Y作废
●巫山县长寿老妈串串香店税务登记
证正本51122519830506003501遗失
●遗失重庆渝兑餐饮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5MA5U5KTR0U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柳惠建筑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注册号500
383000032737，2015.3.20核发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创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印章证明作废
●遗失熊丽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4197812076021作废
●遗失熊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419781207602102作废
●遗失文世界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50011219871018809101作废
●遗失游娇发票专用章92500115MA5U9W6AXW作废
●遗失重庆市北碚区福兴旅馆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51021519801227211002作废
●遗 失胡 宗 霞 重庆 市 医 师资 格 证 书 20135
01425134241988、证书编码07272421作废
●遗失2017年5月4日发重庆喜善房屋销售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MA5UJYQ72T作废
●遗失2015年12月3日发彭水县乔竹蔬菜种植股份合作社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306825797X3作废
●重庆市惠通驾驶培训学校渝B7578学，气瓶出
厂编号12D170012，加气本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2015.12.15核发重庆硒博汇农业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331659520L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春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印章证明作废
●南岸区同景国际城W组团8幢13-4号向良平遗失
装修保证金收据 ，号码：SK0000080999声明作废
●重庆应界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30036586201，声明作废
●遗失胡春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0022719870213354101作废
●遗失重庆市渝北区湖滨茶楼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1459900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丰汇粮油有限公司食品流通许可证
副本，编号SP5001031510044474，声明作废
●遗失陈强，宋霞玲的渝北区龙溪街道加州花园B3幢
20-7房产证 ，201房地证2013字第16653号，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金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3T682保单2150003362016003870作废
●遗失重庆市渝北区安泰副食经营部国 、 地税税
务登记证正本510224197601190422，声明作废 。
●遗失高正强国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5102241974101712530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盛和泰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3048223454作废
●遗失2009年5月13日发重庆内美商贸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1000022128作废
●遗失渝北区大海电器经营部公章
一枚，编号5001122052592作废
●遗失2016.7.5核发重庆渝亿家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5H1973声明作废

综合房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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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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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尊渝物流有限公司渝BR5519营运证500110014523遗失
●保利重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手开收
款收据PL0188311-PL0188340，声明作废
●潼南区川渝情鲜鹅庄遗失餐饮服务许可
证 ，证号（2016）500223001157，声明作废
●沙 坪 坝 区 红 瑞 世 明 健 康 信 息 咨 询 中 心 注 册 号 ：50010
6608254209，2016年07月2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遗失作废
●遗失2015年4月10日发沙坪坝区学飞建材经营部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660045335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川投机械有限公司公章 ，
公章编号5001087011966声明作废
●遗失钟萱萱出生证编号M500200974声明作废
●重庆汶方电梯工程有限公司遗失2014.5.7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500105000608923）；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05304869055）声明作废
●重庆嘉峰物流有限公司渝A61661
营运证号500381012882遗失
●重庆柚花酒业有限公司梁平大观分公司遗
失2015.10.20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28MA5U374F7F）声明作废
●遗失陈方林 (51023019630909003X)中医
外科(副主任中医师)资格证书，声明作废
●个体户黄丽华秀山县鑫意建材经营部遗失2014.12.22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41604720377）声明作废
●刘红生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
份，注册号：5009036000002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重庆蓝天电气传动有限公司印章刻制、
查询、缴销证明，编号：5001172011101124696，声明作废
●中集（重庆）物流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外汇业务登记凭证遗失，特此声明！
●贾文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编号 :512222197010042072，
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编号:5001013141854-1-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福华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父亲 :胡兵 ,母亲 :蒋建英 )胡鑫遗失医学
出生证明。 编号 :B500093438,声明作废
●重庆喆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
0112304969144E)财务章,编码 :5001127008240遗失作废
●声明：卢静遗失中南大学英语专业毕业
证，编号65430107101006735，声明作废
●重庆仁和谊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遗失金税
盘一个，盘号为:66155476234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萌零建材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枚
(编号 :5001141015734)；私章（刘勇）壹枚，声明作废
●重庆全贵物流有限公司渝GG1966营运证遗失作废
●湖南省机械 化施 工公司重 庆分 公司 ， 注 册 号 50011230
0042532，2012年03月0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芸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印章刻制 、
查询、缴销证明，（编号：50010720140610020），声明作废。
●遗失秀山县东平商贸有限公司报
税盘编号498903839748声明作废
●南岸区爱佳药店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00108L72184913，声明作废
●经营者陈梅遗失2014年10月20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600023489声明作废
●遗失2016.4.13核发重庆铭濠建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3049190676声明作废
●遗失个体户万立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422202198411062450，声明作废
●遗失钟传辉、代娜之女钟萱萱于2013年7月8日在武警重
庆总队医院出生的出生证编号为M50020097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武隆区工商局核发重庆科瑞弘发医药有限责任
公司武隆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91500232057770946J作废
●遗失郑佳安全员上岗证证书编号渝1113004074747声明作废
●奉节县乐万家超市 （税号 ：512228197403053085）
遗失税控盘 ，编号：44-66162180966，声明作废

收售餐桌椅13996087067
茶酒楼桌椅家用办公家具空调厨具

二手市场

陈伦 (纳税识别 号 :512324197112284
79101)遗失工商营业执 照 (正副 )本 ，
注册号 :5001013540072-1， 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及发票领购本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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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号

重庆韵程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郑祖玲、谭静诉你单位因劳动报酬 、二倍
工资、拖欠工资的经济补偿等劳动争议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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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667号仲裁通
知书 、申请书副本、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举
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 并定于2017年11
月13日上午9：30分在本委仲裁一庭 （重庆市江
北区建新东路22号4楼4—36室 ）开庭审理 ，请你
单位准时到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仲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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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号

江苏溧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本委受理胡光辉诉你单位因劳动报酬等劳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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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号仲
裁通知书、 申请书副本、 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 。 并定于2017
年10月12日上午9：30分在本委仲裁一庭 （重庆
市江北区建新东路22号4楼4—36室 ）开庭审理，
请你单位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仲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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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号

重庆天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张昌红诉你单位因确认劳动关系 、
二倍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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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号仲裁通知书 、申请书副
本、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法
律文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
为送达 。 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之日起10日内。 并定于2017年11月1日下
午14：30分在本委仲裁备用庭 （重庆市江北区
建新东路22号4楼3—16室 ）开庭审理 ，请你单
位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仲裁。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重庆同洲控股（集团 ）有限
公司遗失原登记权人： 重庆同舟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林权证〈渝北府林证
字（2007）第0000000018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万州区建琳养殖场 (注
册号500101200019779)，经投资人决定，拟将
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60日
内，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养殖场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 手读 。 联系电话 :13658226222
重庆市万州区建琳养殖场 2017年8月11日

注销公告 ： 经重庆市品一高通讯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03000052834） 股东研究决定，
拟将注销本公司 ，根据 《公司法 》规定 ，请债
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相关事宜。 2017.8.11

乔德秀 (纳税人识别号512201650403138)
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 )本及通用手工百
元 版 发票 代码 :150001320531， 发 票 号 :
16800566-16800575，共计10份 ，声明作废
熊绍龙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编
号 :511204197611061216，通用手工
百元版发票代码 :150000731035，发
票号:00233926-00233950声明作废

本人杨建华（身份证 ：510283197503245370）
于2016年9月26日认筹鲁能十三街区4号楼
25-1，不慎将收据遗失，收据号00029355金
额小写20000元整 ； 收据号 00029557金额
344077元整，现申清将原收据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重庆市沙坪坝区回龙
坝镇人口与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站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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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0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经重庆攀璇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6X719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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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宝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7MA5U31TN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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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91500105MA5U62773F的重庆
复德建材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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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复德建材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1日
注销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为 91500105MA5U627B6W的 重庆
旺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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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旺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8月11日

重庆启睿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2009年3月1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 （注册 号 ：500903000011884）；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 ：50090
5686210423）；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686210423），声明作废 。
遗失2016年11月24日核发的重庆善若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7577994003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善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编
号5001172019520）、财务专用章壹枚 （编 号500117
2019521）、法人私章壹枚 （法人钱建军）声明作废
重庆善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建行重
庆九龙坡石桥铺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6530032680201，账号50001030048052501087）
及机构信用代码证，声明作废

施工公告
由于潼荣高速公路田家互通立交跨渝遂

路钢箱梁施工 ，2017年8月15日8时至2017年8月
31日18时 (如阴雨天气影响 ，相应时间顺延 ，封
闭时间不变 )。 渝遂高速公路进城方向K326+
500-K328+500重庆进城方向封闭，出城方向单
道双通，为此对社会车辆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五支队二大队

重庆铁发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重庆铁发建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重庆顺泰物流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广本万强摩托
车制造有限责任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
联 、 抵扣联 ） 遗失 ， 发票代码5000164130， 号码
02071609，金额17040元，已盖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罗小彤遗失南岸区福容土鲫鱼餐厅开具的
发票 3张 ， 代 码为 050001700107， 票号为
09071855，金额为232，票号 ,09071881，金额
800，票号为09071884，金额为84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忠县佳成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056496084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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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市璧山区鑫逸晨网络通讯
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市友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机打发票（代开）代码
250001420205号码00228943作废

注销公告：经彭水县绿环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3500243MA5UCWXF9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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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忠县雅依呀日用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5801566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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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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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恩施来渝推介旅游产品湖北恩施来渝推介旅游产品 四条线路邀市民共赏四条线路邀市民共赏““凉城美景凉城美景””

恩施大峡谷风光恩施大峡谷风光 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重庆商报讯 一个啤酒行业
的利润，顶不过一家茅台。薄利，
正是整个国内啤酒行业近两年的
写照。对于重庆本土品牌重庆啤
酒来说，则是通过产品高端化、打
好产品组合拳等方式，成为重庆
人最喜爱的啤酒品牌，并在今年
一季度实现利润增长超过9成的
业绩。

作为重庆的本土企业，重啤
股份旗下的山城啤酒与重庆啤
酒，深受消费者欢迎。重啤股份
也一直依靠这两个本土品牌打天
下。但2013年后，情况却发生了
很大变化，啤酒市场持续低迷，甚
至出现连续25个月连跌的情形。

2013年，嘉士伯经过多轮资
本运作，成为重啤股份的控股股
东，而重啤股份也正式成为这家
全球第三大啤酒商集团的成员。
随后，从大股东嘉士伯那里，重啤

股份获得了乐堡、嘉士伯、1664
等国际品牌的生产与销售权，为
产品高端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重啤股份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2014年开始，重啤就持续推进
产品高端化战略与产品组合战
略。不断推出高端新品，提升高
端产品占比，并着手于对推进现
有产品的高端延伸，引领市场发
展趋势与消费需求。

在此基础上，打好产品组合
拳，让重啤打开从高到低的各类

市场。重啤股份从转型开始，走
的就是本土强势品牌与国际高端
品牌相结合的道路，产品覆盖餐
饮、商超、夜场等各类型渠道。

与产品高端化、产品组合拳战
略同时进行的是，重啤近来一直在
削减过剩产能，提高供应链效率。
2014年，重啤股份进行了生产网
络优化，对一些“可替代性强”、

“辐射能力弱”、“运营效率低”的
酒厂实施关停生产性业务。除了

“减法”，重啤股份近年来也在做

“加法”。重庆啤酒宜宾公司年产
30万千升啤酒生产线预计年底试
生产，届时将成为辐射川南地区的
重要啤酒生产基地之一。

此外，重啤股份旗下各酒厂
还实施了生产环境、供应链、环保
等方面的规范化管理和技术改
造，全面提升了该公司的生产经
营管理水平与可持续发展实力。
接下来，“重啤还将继续在高端化
提高效率，实现公司的长足发
展。”重啤股份相关负责人表示。

行业整体持续低迷 重啤何以逆势上扬？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阳
实习生 高雪

我市出台新能源车补助标准：
买纯电动车最高补助2万/辆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翰书
实习生 何君琼

相关新闻
重庆商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

人社局获悉，我市出台了《重庆市
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园区）认定和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促
进市级创业孵化基地、留学生创
业园区、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区等
创业载体可持续发展，支持以高
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群体、登记
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留学人员
等重点群体创新创业。市人社部
门将对每个基地（园区）连续 3年
开展绩效评估，根据年度评估结
果，分别按照优秀 30 万元、良好
20万元、合格10万元的标准给予
绩效奖补。

可获得一次性补贴60万元

据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办法》新增了绩效奖补、承接公共
创业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示范创
建激励等4项扶持政策，其中绩效
奖补是对每个基地（园区）连续3年
开展绩效评估，根据年度评估结
果，分别按照优秀30万元、良好20
万元、合格10万元的标准，给予绩
效奖补。如果市级创业孵化基地

（园区）成功创建为国家级创业孵
化基地（园区），将按50万元/户的
标准，给予示范创建奖励。被认定
为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园区）的，由
市级财政根据场地规模、服务成效
等情况，给予基地（园区）60万元一
次性补贴。

每年将进行年度评估

《办法》规定，每年初，由市人力
社保和财政部门组织专家对基地
（园区）上一年度运营情况进行评
估。年度评估时，重点考察基地（园
区）提供服务情况和在孵服务对象
数量、存活率、吸纳就业、年度营业
总额及纳税等有关情况。据悉，年
度评估结果按百分制计算，分为优
秀（90分以上）、良好（80~89分）、合
格（60~79分）、不合格（60分以下）
四个等级，作为划拨运营补助和是
否取消命名的重要参考依据。其
中，年度评估不合格的将提出整改
意见，整改不合格的予以取消命名
处罚。

9种情形将取消命名资格

根据“十三五”规划，2017~

2020年，全市拟新培育市级创业载
体 51个，其中市级创业孵化基地
22个、大学生创业园5个、留学人
员创业园10个、农民工返乡创业园
14个，总量动态保持160个。109
个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园区）将实
行动态管理。《办法》明确了需要取
消命名资格的9类情形，形成优胜
劣汰的动态管理机制。

据了解，以下 9 种情况，将取

消命名资格：（1）已不具备办法规
定的设立条件，或性质发生改变
的；（2）运营单位丧失运营能力，无
法正常管理基地（园区）的；（3）被
取消国家级基地（园区）或其他创
业载体命名资格的；（4）被国家有
关部委通报批评或年度评估不合
格被责令整改，且拒不整改或整改
后仍达不到相关要求的；（5）弄虚
作假、虚报瞒报套取财政补贴，或
未按规定使用财政补贴资金的；
（6）违法违规经营，或明知服务对
象违法违规经营不纠正不制止造
成一定后果的；（7）不履行服务承
诺，一年内被服务对象有效投诉三
次以上仍没有整改到位的；（8）不
服从行业主管部门管理，连续三次
拒不报送相关资料和信息的；（9）
有其他违法违规或违反办法规定
行为的。

“泛海扬帆—重庆
大 学 生 创 业 行
动”启动

重庆商报讯 昨日，
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第
七期“泛海扬帆—重庆大
学生创业行动”已正式启
动，本期将选拔 100 个优
秀大学生创业项目给予
无偿资助，资助总额达
400 万元。据介绍，项目
法人或者合伙人是 2012
年 6月以后毕业的高校毕
业生，且投资总额在50万
元以内的创业项目，可通
过 泛 海 扬 帆 重 庆 官 网
（www.fanhaiyangfan.
org）报名（截止日期2017
年 8月31日）。

重庆商报讯 推广新能源汽车，政府
将拿出补贴。日前，市财政局、市经信委
联合出台了《重庆市2017年度新能源汽
车市级财政补助标准》。其中，纯电动乘
用车最高补贴标准为2万元/辆，插电式混
合动力乘用车最高补贴标准为1万元/辆。

“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分为国家和
市级两个层面，重庆相关补贴标准，是按
照国家关于新能源汽车地方配套补助

‘不超过中央补助的50%’这一要求，来
制定的。”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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