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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错峰出游也走热
95后爱到重庆旅游

泰国免费落地签
延至明年四月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实习生 韩帅

广告

公告遗失

人和园花卉园艺中心大棚废旧物资处置邀请报名
人和园花卉园艺中心的大棚 、集装箱 、货架等处置 。
1、报名单位为具有废旧金属 、废旧物资回收资 格和 再
生资源回收经营备案登记证的物资回收企业 。
2、招标单位 ：重庆渝高科技产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
3、联系人 ：陈老师 ，电话 ：023-63064263。
4、报名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金渝大道16号L01办公室 。
5、报名截止时间 ：2019.8.28

遗失金 鑫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980020171001048作废
遗失卿乾垚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980020171001101作废
遗失韦永兰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1100133作废
遗失文 琴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1380020180601166作废
遗失王 伟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1380020180601203作废

遗失王兴志保险执业证00010050000000002019043979作废
遗失田 敏保险执业证00010050038400002019000920作废
遗失杨 莉保险执业证00010050000000002019042291作废
遗失李云林保险执业证00010050024300002019001048作废
遗失周 强保险执业证00010050000000002019032052作废
遗失张仁芳保险执业证00010050000000002019042162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寇亚琴 ，认购恒大轨道时代
物 业 1 -1809， 收 据 编 号 为 ：gdsdn0216711
（381552元 ）、gdsdn0216712（38146.56元 ）、gds
dn0216713（7752.8元），已丢失，现登报作废 ！

遗失重庆拓瑞机械有限公司在工
行重庆白市驿支行的开户许可证
正本核准 号 J6530041653301账 号
3100039409022128653声明作废

重 庆 远 帆 摩 托 车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0010755
67798654）遗失公司公章 ，财务章，
发票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

●遗失2001.10.30发重庆市渝北区金顺科技咨询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122101846，声明作废 。
注销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金顺科技咨询有限公
司 （注册号5001122101846） 经公司股东会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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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 特此公告 重庆市
渝北区金顺科技咨询有限公司2019年8月23日

无主坟迁坟（寻主）公告
由我司负责施工的九龙半岛龙江路拓改工

程及地下管网工程 （C、D段 ）二标段现有埋葬于
黄桷坪消防支队北侧边坡上无主孤坟数座 ，请
相关坟主于2019年9月1日前 ，将此处坟墓自行迁
移，逾期未迁移将视作无主孤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正文 电话：13883051926
重庆坤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3日

●遗失2010年12月30日核发的重庆市中港石业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1210377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中港石业有限公司 （注
册号50090121037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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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

本人何泽平 ，身份证号 ：510229197310219434，
于2019年8月4日在实地蔷薇国际签订 《内部
员工认购协议 》（编号 ：0001358） 并缴纳定金
10000元整 （收据编号 ：SDCQ01000943），因本
人不慎遗失协议书和收据，声明作废 。
减资公告：经秀山县同鑫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1MA5U47418M） 股东
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
到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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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

重庆朔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中
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开 具 的 专 票 抵 扣 联 和 发 票 联 （发 票 代 码 ：
5000182130，发票号码：09186112），特此声明。

声 明
函致：绵阳宁志能源有限公司

就贵司与我签订的农业项目合作开发协
议书相关事宜 ，特函告如下 ：贵司于2017年5月
17日与我签订农业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后 ，由
于该项目的规划至今未获得政府的审批通过 。
据此 ，我认为 ：从目前状况的来看 ，由于该项目
的合法性的问题 ， 已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
双方继续合作的基础已丧失。 鉴此 ，我特此声
明 ： 解除双方签订的农业项目合作开发协议
书。 若贵司在7日内未对此函告做出回复 ，视为
同意解除合同。 协议解除后，望贵公司7日内尽
快撤场 ，并不再引进其他投资人 ；如果一意孤
行，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与我无关 。 特此函告

孙世新 2019年8月23日

公告催收
遵义同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吴冬、李建华 ：

根据你方与重庆市渝北区中鸿小额贷款有
限责任公司 （现更名为重庆市中鸿小额贷款有
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我司 ）于2014年 6月20日
签订的 《委托借款合同 》和 《保证合同 》，借款金
额400万 ，李建华 、遵义同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 我司已履行了出借义务，
截至目前，你方尚欠我司借款本金人民币400万
元 （大写 ：肆佰万元整 ）及利息 ，已逾期未予偿
还。请你方立即向我司清偿借款本息。特此公告

出借人：重庆市中鸿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22日

公告催收
遵义同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曹亮 、李建华 、
吴冬、任彦君 、王亚勤、重庆帝皇贸易有限公司 ：

根据你方与重庆市渝北区中鸿小额贷款有
限责任公司 （现更名为重庆市中鸿小额贷款有
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我司 ）于2013年10月24日
签订 的 《借款合同 》和 《保证合 同 》，共计借 款
2500万。 我司已履行了出借义务，截至目前 ，你
方尚欠我司借款本金人民币2500万元（大写：贰
仟伍佰万元整）及利息 ，已逾期未予偿还。 请你
方立即向我司清偿借款本息。 特此公告

出借人：重庆市中鸿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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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9号

重庆昊祥物流有限公司：本委受理肖登琼你单位因
计时 、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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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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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6日上午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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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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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0号

重庆健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王丹你单位因
确认劳动关系 、计时 、计件工资 、二倍工资差额等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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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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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7日上午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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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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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1号

重庆晋阳建设工程 （集团 ）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刘建
荣你单位因工伤保险待遇遇等劳动争议一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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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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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6日下午1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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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寻找弃婴公告
2015年12月25日7时许 ， 在大渡口双山公

园山顶公共厕所里捡拾一女婴 。 当时该女婴
包着一条浅蓝色的戴帽子的包被，头戴红色的
毛线帽子 ， 身穿黄色带咖啡色圆圈的棉袄棉
裤 ，随身有一张纸 ，身上未发
现其他特别体貌特征 。请孩子
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与春晖路派出所联
系 ，联系电话 ：023-65367559。
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 ，孩子
将被依法安置 。

大 生 活
15023163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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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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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房讯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铁山坪街道市政管理监察大队 (江北
区铁山坪街道行政执法大队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1250010505484136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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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1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 特此公告 。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铁山坪街道财政所 ，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12500105450430665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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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铁山坪街道农业服务中心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00105790732029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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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起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铁山坪街道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00105795874827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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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起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 特此公告。

重庆市潼南区罗汉山山泉水厂
不合格产品召回公告
我厂生产的商标为 :罗汉山泉 ,

规格型号18.9L/桶,日期为2019.6.19
和2019.6.20的两批次产品, 经重庆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6月20
日抽样检查,检验结果为不合格 ,不
合格原因为铜绿假单胞菌超标 。

我厂决定将本通知中的产品
实施召回。 凡购买该批次产品的消
费者,请尽快与我厂联系 。

联系电话:18983869608
联 系 人:夏驿

拍 卖 公 告
一 、我公司受有关单位委托 ，将于2019年

8月30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网络（www.cqhebo.
com）拍卖如下标的 ：

二 、 拍 卖 标 的 ： （ 渝 AJD048） 蒙 迪 欧
CAF7230A小型轿车1辆 ，起拍价2万元 ，保证
金0.5万元。

三、标的自公告之日起现场展示。
四 、竞买人需凭有效证件于2019年8月29

日中午12时前按规定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和交
纳保证金到公司指定账户后 ， 方能取得竞买
资格 。 本标的需收取资料费。

联系电话：023-81708186 13500390239
重庆市和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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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2号

重庆巨亨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 本委受理银登林你单
位因解除劳动关系 、工伤保险待遇等劳动争议一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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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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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7日下午1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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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姚跃遗失重庆市南川区卫生局颁发的医师执业
证书证，证件编号：110500000020966，声明作废
●重庆市万州区通威会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5001012101182;公章:编号5001012101182作废
●声明：重庆双必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刘晓勤）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龚和平残疾证 ，证号51021319580813082444，声明作废
●遗失富力城B6-18-2李宁装保金收据作废0056196作废
●重庆康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遗失重庆三峡银行两
江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19378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捷安盛实业有限公司渝中区分公司渝AM
3W91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3057169登报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马厚远不慎将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U4YPK06,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一级建造师公路专业姓名简德亮注册证
书（编号 ：贵152171900745）丢失 ，特此登报。
●云阳县农坝镇黄刚生猪养殖场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本：税号5002355779586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福建车吉宝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重庆汽车销售分公司印章刻制 、查询 、缴销
证明，编号 ：50010720170331070，声明作废 。
●遗失重庆攀登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彭开明二级建造师注
册证书：00830624，执业印章：渝215121335053声明作废
●遗失周长英一级建造师执业印章(编号:川151161626422)作废
●遗失重庆大嘉出租汽车有限 公司渝B53T33
车辆的营运证 ，编号 ：500100023158声明作废

●本人赵军阳（身份证号码110106196709290030）遗失医师
执业证 （编号110110000011657），原件作废 ，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泽懿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7MA5YURCⅩ0N)控税盘。 声明作废。
●遗失奉节县田由红中药材种植场公
章壹枚，编号5002369809211声明作废
●经营者李昌元遗失2018年08月20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60209C4E声明作废
●遗失渝中区文东饮品店2018年5月9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5YWMCY68，声明作废
●沙坪坝区李春霞茶楼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 ，编号JY25001060108425,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10月31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张先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7600834511声明作废
●遗失2005年7月5日核发的上海天洲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12900167声明作废
●遗失荣昌县昌元街道建鑫五金装饰材料经营
部公章壹枚（编号5002263006642）声明作废
●遗失河南省纳川基础工程有限公司重庆九龙坡区
第一分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781976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重庆市恩承机电制造有限公
司公章壹枚，特此声明作废 。 2019年8月23日
●遗失2016.12.12发重庆君孜影花艺设计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98Q42Y作废
●渝北区万福医疗器械经营部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JY15001120218106，声明作废。

比选公告
重庆巴驿公共交通站场管理有限公司就理想大厦办
公楼维修改造项目进行施工单位比选、 站场封闭项
目（一期）进行第二次施工单位比选。 欢迎各单位前
来报名参加，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8月26日14:00时。
报名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渝海大厦28楼工程管理部
联系电话：023-60333997

万科金域学府翰林二期交付公告
尊敬的重庆万科金域学府翰林A区的业主：

万科金域学府翰林A区商铺， 兹定于2019年8月31日正式交
付。 我公司已按贵我双方签订的 《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 》中您
所列的地址，以特快专递 （EMS）的方式将上述商品房的 《交付通
知书》（一式一份 ）、《交付指引 》（一式一份 ）、 以及 《授权委托书
（模板）》（一式一份）等共三份交付资料邮寄给您。

请您按上述商品房《交付通知书》所安排的时间、地点，并携
带上述《交付指引》中提及的所有有效资料 ，如期赴万科金域学
府翰林二期物业幸福驿站处办理房屋交付手续。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023-67617999
祝您生活幸福！ 阖家安康！

重庆云畔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3日

●遗失2013年4月25日核发的重庆市旺盛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 （注册号500104000053083）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旺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 （税号 500104066157940），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066157940）声明作废
●遗失2003年6月19日核发的重庆金门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7210338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金门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07750082025），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750082025）声明作废
●遗失2015年5月28日核发的重庆薇黛尔食品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700803645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薇黛尔食品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 （税号 500107322163275）、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32216327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双润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05039360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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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璧山区秦家岗苗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757616586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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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亚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 代码 915001077980059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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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荣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01686219903W）股
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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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荣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注册
号为500103000093710的重庆岁月房地产营销
策划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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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2019年8月23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丰迪竹鼠养殖场 (普通合伙 )
（注册号500112200040549） 经合伙人研究决
议拟将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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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到本企
业办理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2019年8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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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00105793513112E的重庆
婉婷美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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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婉婷美容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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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00105MA5U3GPC04的 重 庆
圻淼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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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圻淼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3日
重庆风顺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不慎 遗
失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 ，发票代
码：5000183130，发票号码 ：02935952，
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

办公场所搬迁公告
经万州银保监局批准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分公司开州支公司办公场所已从重庆市
开州区云枫街道桔乡路400号附1号搬迁至重庆市
开州区汉丰街道南山中路109号 、111号 。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玛利莎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号 ：
500101007654641） 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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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到本公司申报 债权 。 联系电 话 ：13908260968
重庆市玛利莎贸易有限公司2019年8月23日
减资公告 ：经重庆瀛方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0824029850）股东会决议 ，拟将
注册资本从2500万元减少到500万元。根据 《公司法》
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9年8月23日
林馨 :510214197902200820遗失华润置地 （重
庆 ） 有限公司华润中心万象城LG层182A商铺
LOGIN收据1张 , 收据编号CQZY00000141,记
载金额￥10000元 （质量保证金 ）, 特此声明作
废 。 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其法律后果由我
司承担 ,与华润置地 （重庆 ）有限公司无关。

注销公告：经聚合优(重庆)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4MA5YULBP21） 股东会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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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9年8月23日

重庆众屹品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税号91500107
MA5U745B4E） 遗失2016版增值税普通发票20份 ，发
票 代码 050001800104起止 号 码 17817431-17817450；
中 文 三联 电 脑 版增 值税 普通 发票 5份 ， 发 票 代 码
5000172130起止号码08247686-08247690，声明作废 。

注销公告 ：经重庆坤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3305021371Q） 股东会 决
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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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9年8月23日

注销公告 ：重庆南彩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YRX59XH成
立日期2018-03-09自然人独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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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8月23日

电竞酒店受年轻人追捧

携程大数据分析发现，近期，住电竞酒店
成为了继KTV唱歌、密室逃脱以及玩桌游之
外的又一年轻人热衷的休闲方式。与商务
酒店、情侣酒店不同，电竞酒店强调专业游
戏性，客房内为入住者提供了非常高端的游
戏电脑。数据显示，目前国内电竞酒店发展
最火的城市为：西安、郑州、武汉、成都、合
肥、呼和浩特、太原、重庆、长春、长沙，而全
国电竞酒店的住店均价则在一天 330 元左
右。

在携程上，一家西安电竞酒店就注明客房
内配有高档游戏电脑，整套设备由电竞专用显
示器、高端显卡等组成，能让玩家将热门游戏
《绝地求生》的特效全开。

不少携程用户在携程上留言表示，电竞酒
店的客房价格算下来，和在稍微上档次点的网
咖玩一天游戏所花的费用差不多，但是环境却
更好，也更具有隐私性。

据了解，电竞酒店大多位于各地大学
城，开房高峰为周五、周六。住客停留时长

平均达到了 48 小时，远高于普通酒店的 36
小时，很多人一住就是 2-3 天，吃喝都在酒
店内解决。

开房入住者89%为男性

有业内人士表示，高校附近，4种店铺人气
最旺：饭店、网咖、KTV、酒店。而电竞酒店，糅
合其中2项。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电竞酒店在迅速生
长。携程大数据统计，最近3年，国内多个城市
的大学园区附近，电竞酒店如雨后春笋冒出。
一些商务酒店，也开辟了电竞房型。

携程数据显示，男性主导预订了75%的青
岛啤酒节酒店、59%的七夕酒店。这部分酒店
预订量的背后是家庭游、情侣游群体的考量。
而电竞酒店，则直接体现了男生对游戏的兴趣
——数据显示，89%的电竞酒店住房预订者为
男性。

据了解，不少电竞酒店为了满足游戏玩家
与好友一起玩游戏的需求，甚至还开辟了“5人
间”客房和“6人间”客房。

80后组队开房“致青春”

携程大数据显示，电竞酒店住客中，30岁
以上群体占21%以上。

在携程酒店点评中，有大量80后对电竞酒
店的点评：“在电竞酒店找到网吧的轻松感。”

“ 酒 店 竟 然 有 投 币 游 戏 机 ，童 年 回 忆 泛
滥。”……

80 后携程用户“盖 Sir”在携程上留言
表示：“大学毕业 10 年聚会，寝室兄弟去电
竞酒店开房打游戏，就像当年一起在网吧

‘包夜’。”“盖 Sir”感慨于电竞酒店的优越
条件：电竞椅时尚另类、电脑堪称赛级。他
表示，300 多元一天的电竞酒店并不昂贵，
却让整个大学寝室的兄弟们找回了“大学
时的快乐”。

暑期临近结束，乐信旗下分期乐商城数据
显示，8月底，一些热门航线机票价格已低至
1-3折，很多人选择这个时候错峰出行。过去
一周，分期乐商城旅行分期订单量环比上月增
长30%，而整个暑期的旅行分期订单量同比去
年翻了一倍。西安、重庆等旅游城市成为最热
门的目的地。

数据显示，95后的旅行方式很独特，较容
易受社交媒体影响。在旅行线路上，95后选
择国内游居多，占比近9成。暑期比较热门
的目的地有北京、西安、成都、重庆、上海、昆
明、贵阳、深圳和广州等城市。特别是西安、
成都和重庆这几个城市，近一年来因为抖音，
热度快速攀升。“西安、重庆这些城市在抖音
上出镜率最高，很多年轻人都是慕名而去。”
分期乐商城相关负责人介绍。

另外，95后普通跟团游分期订单比例在
下降，VIP定制游和自由行比例不断上升。从
游玩项目看，除了传统的城市景观、民俗和自
然风光之外，一些体验式旅行项目如潜水、蹦
极、玻璃栈道、滑沙等人气也越来越旺，“这些
刺激项目很适合年轻情侣，而且频繁在各类短
视频中流传，对年轻人的诱惑力确实不小。”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磊

还有一周多的时间，重庆中小学将开学，
各高校也将迎来新的学期。昨日，记者从去
哪儿网获悉，受暑假即将结束的影响，目前重
庆前往国内多个旅游热门目的地的机票价格
大幅下降，而出境航班方面，9月初重庆往返
曼谷的机票不到千元。

有机票低至1折
多个航班机票大幅降价

随着暑期进入尾声，许多学生开始准备
返校行程，除北京等少数高校密集城市外，重
庆飞往全国多个热门旅游地的机票价格都出
现了大幅下降的情况。

记者在去哪儿网查询发现，8月27日，重
庆飞往三亚机票低至1.8折，最低350元起，
而重庆至海口的机票则是 2.1 折，裸票价为
349元。此外，未来一周，重庆至杭州、深圳、
厦门、西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都还有不少3
折价格机票，相比8月中旬的价格降低了近
一半。

而北京作为全国高校最为密集的城市，
重庆飞往北京机票最低裸票价格为1020元，
价格甚至比中秋节、十一长假期间价格还要
高。

高铁方面，8月 30日和 31日，重庆至西
安、成都、武汉等城市个别班次二等座已经出

现售罄情况。

往返曼谷不足千元
下月初出行最划算

不仅仅是重庆飞往国内航班的机票价格
下降，9月初的出境航班机票价格相比7月也
是便宜了不少，可以说9月初是想要出境游
的旅客最好的出行时机。

去哪儿网数据显示，9月 9日出发、9月
13日返回的重庆往返曼谷的航班含税最低
价位 943元，比 8月中旬的价格便宜了近一
半。9月6日出发、9月9日返回的重庆经澳
门往返东京的机票价格低至了1922元，而8
月初，重庆往返东京航班机票最低也需要
2600元。

此外，在9月，重庆至欧洲、大洋洲等多
条国际航线也全线降价，许多航线甚至回
到了“2”字时代。例如，9 月 13 日出发、9
月 19 日返回的重庆往返莫斯科中转杭州
航班的机票含税价格为 2661 元，相较 8 月
中旬的最低价格下降近 4 成。9 月 10 日出
发、9 月 16 日返回的重庆往返悉尼航班的
机票含税价格也低至了 2840 元，比 8 月初
降了不少。

跟团游方面，9月初重庆出发至各热门目
的地的价格也回到较低价格。例如，9月重
庆出发至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跟团游的
平均价格只需1500元，前往迪拜等地的跟团
游价格也低至了2000元左右。

虽然泰国对中国游客免签的提案没有
通过，但落地签免费政策将延长至明年 4
月 30 日。昨日，记者从携程网获悉，经调
查，近三成受访网友有意愿因为落地签免
费延长去泰国旅游。

落地签费用延长到明年4月，你会去泰
国玩吗？调查数据显示，有29%的游客会因
为落地签延长去泰国旅游；33%的游客可能
会去泰国旅游，去不去泰国对于他们来说，签
证不是主要因素。另外还有11%的游客应该
是泰国的“真爱粉”了，无论落地签是否免费
都会去泰国游玩。也有27%的游客在等待泰
国免签才去。

携程全球签证服务中心的签证专家告诉
记者，暑期是赴泰游的旺季，从最新的签证单
统计看，在今年暑期，携程签证平台上泰国签
证的办理量排在第二位，仅次于日本。值得
一提的是，去年的泰国签证办理量排在所有
国家的第一位。不过值得权衡的是，伴随着
优惠力度可能会带来的就是人潮的拥挤，高
峰期将会有长时间的排队，因此旅游者也可
以选择提前办理好签证去泰国。

在携程自营赴泰跟团游的客群中，超
七成的游客选择在泰国办理落地签，约三
成提前办签。免收落地签费用这一政策，
将吸引大批有泰国旅游需求并且说走就
走的客群，携程预计未来无论是跟团游还
是自由行，选择办理落地签的游客比例还
将继续提升。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暑假即将结束，机票价格、跟团游团费大“跳水”

又到错峰出游好时机 你会说走就走吗？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
记者 郑三波 实习生 韩帅

■相关新闻

昨日，记者从携程旅行网获悉，携程大数据分析发现，脱胎于酒店市场
细分化的电竞酒店，在全国迅速受到游戏玩家的追捧。据了解，国内电竞酒
店发展最火的城市为：西安、郑州、武汉、成都、合肥、呼和浩特、太原、重庆、
长春、长沙，而全国电竞酒店的住店均价则在一天330元左右。

1天33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