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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区龙桥工业园区管委会
关于“重庆涪陵工业园区龙桥组团规划

调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评公示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网
络链接：http://www.fl.gov.cn/zwxx_206/
gsgg/202007/t20200729_7734281.html。
2、查阅纸质报告联系电话：023-68725210。
3、公众意见反馈电话：023-72132769。

接房通知
尊敬的金科集美嘉悦业主：

金科集美嘉悦07#地块（洋房）11.13.14.15.16.17
号楼经竣工验收合格已具备交付条件。请各位业主
于2020年8月7日8:30时-17:30时前往集美嘉悦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双华北路139号金科?集美嘉悦
星和院组团1号门）办理接房手续。接房时请按《接房
通知书》、《接房须知》等内容备齐资料，如：购房合同、
按揭合同、房款缴费依据、大修基金票据，代收费（契
税）等缴费凭证及产权人身份证、一寸彩色登记照片
贰张等办理接房和登记产权的相关手续。
咨询电话：物业023-68278566地产023-67089888

特此通知！
重庆金科汇茂房地产有限公司2020年7月31日

注销公告：重庆鑫涛玻璃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100173664）经股东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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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31日

遗失声明：本人王成露，购买重庆公司
恒大世纪梦幻城项目8号地块69号
楼2301号房。收据金额：16589.76
元,编号qjn0187581，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梁平分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81901661，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涪陵分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21903257，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璧山分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71901365，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沙坪坝区土主镇代销点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1900782，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沙坪坝区玉屏场代销点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1900780，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沙坪坝区青木关镇代销点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1900783，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沙坪坝区回龙坝镇代销点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1900785，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沙坪坝区虎溪镇代销点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1900784，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沙坪坝区西永镇代销点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1900781，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沙坪坝分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1900772，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渝北区大盛镇经营部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1903074，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渝北区悦来镇经营部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1903069，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渝北区东山经营部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1903073，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渝北区石鞋镇石家经营部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1903072，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南坪分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1940209，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铜梁分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42900198，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彭水分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431900811，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南川分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42900131，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綦江分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22900081，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合川分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21902990，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江津分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11903506，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巴南分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31900714，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荣昌分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61901104，声明作废
●重庆金穗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垫江分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31300010934，声明作废
●重庆农投乡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城口山地鸡长安丽都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300034629，声明作废
●重庆农投乡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城口山地鸡新南路专卖店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300034356，声明作废

招租公告
重庆驿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现有以下房屋对外
公开招租，具体信息如下：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
123号附1#一层及一层夹层（招租面积：912㎡），
租金价格面议，租赁期限5年，履约保证金为3个
月租金，从第二年起租金单价在上一年的基础上逐
年递增3%，采取预付方式，按季度支付；联系人：
秦老师，电话63718752 2020年7月31日

清算通知
我公司中标的“重庆市云阳中学北部新区

分校建设工程一标段”为尽快完成该项目结算事
宜，请该项目未结算各分包商、材料商等各单位
或个人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于本通知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前往广西建工集
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南宁分公司进行
相关结算及确认最终债权债务，如逾期我司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定处理，特此通知。
联系人:李女士 13320301558、13098608666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7月31日

接房通知
尊敬的金科天宸业主：

金科天宸项目L29-3、L29-4地块3-
1、4-1、4-3号楼（西荣路10、12、16号）经
竣工验收，已符合交房条件，接房时间为
2020年8月8日，请以上物业的业主本人
于接房当日9时至17时，前往金科天宸五
街区西盛路35号办理接房手续，接房时请
按《接房通知书》，《接房须知》等要求带齐
全部资料及购房合同，按揭合同，按揭贷款
上账通知单，房款缴费依据，代收费（契税
等）缴费依据及产权人身份证，一寸彩色登
记照两张等接房和办理产权的相关资料。

接房咨询电话：023-65226300
特此通知

重庆金科宏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1日

接房通知
尊敬的金科天宸业主：

金科天宸项目L29-2地块5-4号楼（西
盛路33号）经竣工验收，已符合交房条件，接
房时间为2020年8月11日；L29-2地块5-1、
5-2、5-3号楼（西盛路35、37号）经竣工验收，
已符合交房条件，接房时间为2020年8月12
日，请以上物业的业主本人于接房当日9时至
17时，前往金科天宸五街区西盛路35号办理
接房手续，接房时请按《接房通知书》，《接房须
知》等要求带齐全部资料及购房合同，按揭合
同，按揭贷款上账通知单，房款缴费依据，代收
费（契税等）缴费依据及产权人身份证，一寸彩
色登记照两张等接房和办理产权的相关资料。

接房咨询电话：023-65230172
特此通知

重庆金科郡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1日

告 示
由重庆渝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铜元

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综合服务区及示
范儿童计免门诊装修工程，于2017年9月17日
开工，2017年12月23日竣工验收。凡涉及本项
目所有债权债务关系的个人和单位，于即日起30
日内到我司办理账务结算手续，逾期恕不办理。
联系人：重庆渝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部 但
老师；联系电话：023-86063967；公司地址：重庆
市渝北区雪松路7号东原黄山大道东8幢19楼
重庆渝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0日

减资公告：忠县博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578998030U）股东
会研究决定，将本公司原注册资本500万元现
减资至2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公司办理
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20年7月31日

●重庆中旅集团黄杨路门市部遗失国内合同:GN0120938
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任何纠纷与重庆中旅集团总部无关。
●遗失2011年9月2日核发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祥泰饮食店（经营者杜涛）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009016001094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梦工场乳制品连锁有限公
司石坪桥店（负责人:王勇）遗失于2010
年09月2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500107300021539，特此声明作废。
重庆隽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遗失《第二
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备案号：渝
08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0325号，备案
日期2019年08月26日），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琴朗家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69123763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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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31日

刊登热线 15023163856

迁坟公告
重庆轨道十八号线工程为重庆市重点建设

工程项目。因施工建设需要，位于原新华日报
总馆旧址旁（化龙社坡地、虎头岩坡地），有部分
坟墓侵入施工红线保护区急需迁移。请规划迁
坟范围内坟墓坟主的直系亲属在本公告公布之
日起至2020年8月13日前与重庆轨道十八号
线土建一标项目部联系,逾期不迁移的坟墓视
为无主坟,将统一作深埋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黄欢 联系电话：13996170254
2020年7月14日

●声明：雷兴林：遗失医师资格证书，证号：
199850110512222440413601，声明作废。
●遗失谭洁之女李宗芯于2013年8月29日在开州区
人民医院出生的出生证编号为M500258888，作废
●重庆爱睿希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054268256Q）遗失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
●遗失刘洁保险执业证26964050000080062019000988作废
●遗失易文德保险执业证26964050000080062019001278作废
●遗失李洪波保险执业证02000250000080002013118576作废
遗失重庆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给李
贤磊（票据号：0000310金额304000元；
票据号：0000951,金额62546元；票据
号：0000952,金额33260.35元）声明遗失

通 知
王代春：请于登报后三日内到我公司办理银翔安
置房13_20#楼环境及景观工程王代春出具的情
况说明书：（王代春与徐华建合伙的银翔工地的
所有决算和领款手续均由徐华建办理）的原件已
遗失，现只有复印件，补情况说明书等相关手续
及善后事宜。如三日未到公司办理，我司将认定
由王代春出具的情况说明书复印件为依据由徐
华建（身份证：510222197805278415）全权处理
该项目的一切善后事宜，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
经济损失全部由徐华建自行承担，与公司无关。

重庆林雅园艺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0日

遗失声明
遗失重庆市旺茂物流有限公司以下车辆营运证，
声明作废。渝F07659、渝F05520、渝F06958、
渝F05962、渝F06950、渝F08232、渝F18227
艾利（身份证号：511623198710096903）遗失
位于南岸区弹子石腾龙大道36号融侨首玺1幢
2101号房屋定金收据，收据号CQRQ0000957，
定金收据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中旅集团陈家桥门市部遗失出境
合同：CJ0060658声明作废，由此产生
的任何纠纷与重庆中旅集团总部无关
遗失重庆市大渡口区建胜镇市场监督管理所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040065071声明作废。负
责人:鲜强，经营场所:重庆市大渡口区福溪大道178号，有
效期2024年10月28号，签发日期2019年10月29日。

公 示
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区分局交巡警支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2条

规定，对以下234辆被依法扣留且逾期（2020年4月份-2020年6月份）未来接受处理的机
动车特此公告，经公告六个月仍不来接受处理的，将对扣留的车辆依法处理。

一、四轮车，共计15辆。1、有牌小车、面包车、小货车、货车、客车等四轮车共计14辆：渝
BJ8615、渝A78383、渝DZ8869、渝BL1285、渝A5084B、渝AKV719、渝BP8363、渝A0251P、
渝BM1581、渝A010A2、渝B689W9、渝AU7F03、渝AH008L、渝DR673。2、无牌小车1辆。

二、三轮车，共计6辆。1、有牌客、货三轮车3辆：陕CCM979、川CP2651、渝DG8735。
2、无牌有车架号货三轮1辆:LAZHDMZ35JB00161。3、无牌客三轮3辆。

三、两轮车，共计192辆。1、有牌二轮架子、踏板摩托车103辆：前牌F7610、渝BF1339、
渝BM5886、渝BBR296、渝BBP383、豫RZ0755、渝BS6216、渝BN1256、渝BY8032、渝CA0736、
渝ACC767、渝C9F590、渝C11930、渝AC0360、渝ADK857、渝CKS617、渝CTM253、渝BB3036、渝
D8F107、渝AY0104、渝B77023、渝BD2096、渝ADC986、渝GDA239、渝BBM398、川SW1388、
渝B98708、渝AF6226、渝BS5097、渝ABM177、渝C3Y163、渝BTV651、渝BQ5331、川JY0389、
渝BTA302、渝AS8899、渝BBP393、渝CX0853、渝BX8550、渝BL6391、渝BAZ722、川MAZ580、
渝 ADG766、渝 F1D903、渝 BL1366、渝 AFQ167、渝 BMX885、渝 BDB829、渝 BTE235、前牌
HH973、渝BKD099、前牌B9169、渝ABM502、渝BD5229、渝BS6777、渝GCS330、渝BCB138、
渝BCR800、渝AAA390、渝CFA228、渝CPF667、渝BBK961、渝AEX651、渝BD1836、渝BDZ182、
渝BDX357、渝BBH269、渝BQ3197、渝BFX912、渝DT7500、渝C35P68、渝BX7062、渝C70Z87、
渝CBD922、渝BPV933、渝BBF562、渝BPT666、渝C1S582、渝C5V863、渝AFN722、贵AGH358、
HP2635、粤J826P1、渝BQ9226、川SL3176、渝BHP916、渝BMR092、渝CA7551、渝BV0500、
渝BAD328、渝CE1230、渝D58937、渝B99483、渝BH2326、渝D2S999、渝GJE609、渝D94704、
渝CPD838、渝BFD599、渝BKD212、渝CXZ937、渝BBH677、渝BH7067。

2、 无牌有车架号二轮架子、踏板摩托车55辆：LS2TCAJFXG2GA2036、LS2T0AJS3F2
（ 后 磨 损 ） 、 LJ5TE2FA0K103018、 LXDTCJPOXF5302732、 LUJTCJP19HA135206、
L2BK05B25KM320036、LLCLLPS6E0D605607、LZ4S06C05K1016852、LAPMCJ104J0000146、
L1GPAKD1XG0104534、LAEFLCJ0H8HA1657、LYNTG3KF9SA088217、162FMJYJ067094、
L2BK05044HB623012、LYHZ08101J7L10905、L2BB0543XJB728953、LALAZ41098024327、
LF4HPBK88C0000390、LLBB05434JB90593、LYDPDR704H1102987、LBPPCJLK3A020595、
LZ4S05A12J1057296、LBBPEKG04AB699067、LLBBQ5433JBJJ0941、LYDTCJ317H1702100、
ZBTX9AA9F1102354、LCETDNP5276000217、L6XYAN1A6H0026392、LCS4BJTF2H1000554、
LXDTCJP04D5711371、LXEECZ400FA001076、LE6TCBDW291012965、LALPCJ0A743105727、
LS2TCAJF6F2GA2100、LCS2BJ2XE1109621、LBBPEKHA3EBF31923、LX6TJ32A8B1104578、
LYFTCJPC7J8F42223、LBBPEKJAXBB262788、L2BK05828H8914941、LZSPCKLF901259635、
LJ5TE2MA7L1044468、LE6TCJDWXD1012148、LATPCJLYX72XX8331、LALPCKF01A3439672、
LCS2BKT32H100258、LATPCKLY7D2066982、LZSPCKLF2A1200154、2016090198、
LATPCKLY792304112、LAAAAKKC2C0043100、L2YTCJPC2110Y84953、
LXDTCKP00J4701539、LAEFUGC83K8Y10553、LMHTCJPZ4H0J00473。

3、无、牌二轮架子、踏板摩托车34辆
四、电动车，共计18辆：1、有牌电动踏板、电动二轮、电动小车3辆：渝ADB826、渝

A5E681、渝D51060。2、无牌有车架号电动车1辆：175421510310240。3、无牌电动二轮、
电动三轮、电动踏板摩托车14辆。

五、两轮自行车2辆，四轮自行车1辆，共3辆。
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区分局交巡警支队 2020年7月31日

注销公告：重庆奕元电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343278133375）经股东
会研究决定拟将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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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拍卖公告
我司原定于2019年12月11日10：00-2019年12月12日10：00止（延时除

外）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拍卖的重庆皓鼎华德西尔原种猪繁育有限公司位于
重庆市长寿区长寿湖镇玉华村4组的猪场资产因出现了新的重大情况变化，接委托
人通知暂时中止拍卖，现接委托人函告恢复对该标的的拍卖，特公告如下：

一、拍卖时间地点及其方式:2020年8月17日10：00-2020年8月18日10：00
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址：https://zc-paimai.taobao.
com，户名：重庆时代拍卖有限公司）对上述标的采用网络竞价方式按现状带瑕疵拍
卖，起拍价:231.078万元，保证金:24万元，增价幅度：5000元(以及其整数倍)。

二、标的展示：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本拍卖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我司网站（http://www.shidaipm.com）及淘宝

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址https://zc-paimai.taobao.com，户名：重庆时代拍卖
有限公司）发布的《拍卖公告》和《竞买须知》。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68号（中安国际大厦）14-3#
咨询电话：400-878-0868、023-86665098、13983701335余老师

重庆时代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1日

重庆市万州区闽天人力资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公司定于2020年8月31日在三峡文化创意集团
会议室召开股东会议，请股东重庆市万州区天城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杨德川.杨必为按时出席会
议，商议关于股权转让，修改章程、变更法定代表
人和住所等相关事宜。重庆市万州区闽天人力
资源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7月30日

●遗失冉海涛保险执业证00010050023300002019001831作废
●遗失刘白保险执业证00010050023300002019001831作废
●庄建龙遗失由重庆永川万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履
约保证金:票据号YCDC0075金额98433.60】声明作废
●杨丹不慎遗失新车合格证，合格证内信息如下:车辆型号：
CA7188ATE6TG1合格证号:WAAOXFO1LG33998车辆识别
号:LFPH4AC1B24369发动机号:065656现声明此合格证作废。
●北京航星永志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不慎将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588943471Y）；
公章（编号：5001023019069）；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财务专用章；向秩仪人名章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万槟警官证丢失，警号:301
618，特此声明作废。2020年7月31日
●遗失张映东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0000202020000185作废
●遗失张蝶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105678作废
●钱程遗失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物联网专业毕
业证，证号10870120150600048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北恩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8MA60R8WY9B）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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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31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朗舜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096517273A）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50万元减少到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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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31日

●遗失重庆千恒物资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编号500107
1028292；财务章一枚，编号5001071028293作废
●遗失重庆蚂蚱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
执，编号:5001072017060502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诺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壹枚(编号500112713116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渝满赢置业顾问有限公司印章备案
回执，编号:5001142020062304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泰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壹枚（编号500105104374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百益来商贸有限公司2019.5.28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601EU02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永昌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5001040257277）及印章证明，声明作废。
●遗失宋忆琳保险执业证00010350000000002020000322作废

●重庆海外旅业(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渝中区门权路门
市遗失国内合同JN（N）0531820、0531824、0536937、
JNN0562729、0679631出 境 合 同 ：CJN0161417、
0167339、0170904、0266650、0267417.CJ（N）0157332、
0157336、0157337.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责任纠纷与重
庆海外旅业(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育才成功学校印章刻制、查询、缴销
证明（编号：50010720140418016）声明作废

营业执照需要更新？

近期收到这样的短信千万别信！

@各位老板，近期如果收到这样的短信：由
于营业执照系统更新为电子版本，请点击“链
接”立即更新认证，超时系统将自动销户，营业
执照将无法正常使用。千万别信！昨天，重庆

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提醒：凡不带有“gov.cn”的
网址，都不是政府官网，请勿相信！

重庆市市场监管局相关人士称，近期，全国
多地发生冒充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手机用户群发
短信，以营业执照需更新认证，不然就要销户为
由，针对性诱骗商户点击短信内网址链接、填写

银行卡信息等方式骗取验证码，后通过银行快捷
支付功能盗刷卡内资金，以此实施诈骗的事件。
该人士称，不法分子只花3步就完成诈骗：群发短
信，引诱点击链接；诱导至非法平台进行“认证登
记”；以身份登记为名，骗取个人隐私信息。

近期，打着申领“电子营业执照”的旗号，

通过群发短信链接，诱导市场主体经营者填报
个人隐私信息的情况特别多。“遇到收费情况
不要马上汇款。”该人士提醒，通过渝快办、微
信、支付宝搜索“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均可领
取真实的电子营业执照，而且所有企业登记服
务事项均为免费。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严薇 实习生 宋沁泽

7月29日，有用户在使用美团支付时发现，支付宝支付被取消了，美团和银

行卡支付占据优先位置，而微信支付和Apple pay还在支付选择列表上。值

得注意的是，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集团刚宣布要上市。一时间，美团要杀入支付

界，美团要和阿里硬刚成了热门话题，甚至成为微博热搜第一名。那么美团是

否封杀了支付宝？美团与阿里的恩怨从何而来？记者为你一探究竟。

美团依然可以用支付宝

7月 29日，部分用户发帖称，在美团下单之后，无法以支付
宝的方式来支付，美团月付和银行卡支付占据着优先位置，微信
支付以及苹果的Apple Pay依然可以正常使用。简单来说，
美团针对支付宝直接砍掉了支付接口。美团创始人王兴同时也
在个人饭否上回应称：“淘宝为什么还不支持微信支付？微信支
付的活跃用户数比支付宝多，手续费也比支付宝低。”

仿佛一夜之间，美团与阿里彻底分手。这一事件迅速全网
发酵，甚至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首。那么到底在美团上能不能
用支付宝？记者登录美团App下单后发现，支付宝支付通道依
然存在，却排在美团月付、银行卡支付和微信支付等选项之后，
并且处于折叠的位置，不易被发现。随后记者致电美团客服，询
问“支付宝使用”一事。对此，客服中心回复：“支付方式是根据
您既往支付习惯为您推荐的，如果找不到支付宝，您可以在支付
订单页面，点击‘更多支付方式’查看是否展示支付宝支付方
式。”这或许解释了部分用户无法使用支付宝的真正原因。

此外，记者还登录饿了么App，下单后发现，其支付选项有
支付宝、花呗、微信支付。但通过淘宝App入口选择饿了么服
务，支付选项只有支付宝。通过支付宝App选择饿了么服务，
支付选项只有支付宝和花呗。对于其中原因，目前各方没有更
多回应，但近期以来，阿里阵营动作不断。7月10日，饿了么宣
布全面升级，从送外卖到送万物、送服务。饿了么CEO王磊表
示，“送万物”的内涵正在被不断拓展，商品和服务都可以外卖到
家。除了鲜奶、母婴玩具、美妆、书籍文具、体育装备等零售商品
外，美甲、美容、家政、保洁等项目也将实现送服务上门。

饿了么升级与美团的业务“撞衫”。此外，支付宝背后的蚂
蚁金服也更名为蚂蚁集团，并对外公布将启动在科创板和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寻求同步发行上市的计划。

美团金融布局从未停止

随着美团日益扩张，王兴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在《2020胡
润中国10强电商》中美团仅次于阿里巴巴。腾讯约占美团点评
总股份的18%。目前，美团市值已超1.13万亿港元，是仅次于阿
里、腾讯的第三大互联网公司。

对于国内最大的生活服务而言而言，高频的消费是绕不开
支付这一道坎，这无疑是王兴最想拿到的一块拼图。为此美团

在金融领域频频布局。目前，美团已先后获得商业保理（深圳三
快）、第三方支付（北京钱袋宝）、小额贷款（重庆美团三快）、保
险经纪（重庆金城互诺）等多张金融牌照。此外，美团还于2017
年参与发起吉林亿联银行，通过吉林三快持股28.5%，位列第二
大股东。

5月29日，美团开始发力自身支付业务，宣布信用支付产品
美团月付正式上线。年满18周岁、完成实名认证的美团活跃用
户均可打开美团App，首页搜索“美团月付”申请开通。开通
后，用户在美团系App消费时，包括美食、点外卖、住酒店、去旅
行、骑车、打车、买菜，都可先用美团月付授予的信用额度完成支
付，到下个月8号再统一还款，最长免息期38天。按时还款，平
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同时，美团月付支持账单延期还款和账单
分期还款，最长可分12期。

根据易观《中国第三方支付综合支付市场季度监测报告
2020年第1季度》数据显示，2020年第1季度中国非金融支付
机构综合支付业务的总体交易规模达64万亿元。其中支付宝、

腾讯金融分别以48.44%、33.59%的市场份额位居前二，两者合
计市场份额超84%。

目前，从支付的赛道来看，支付宝和微信依然是国民级应
用，美团想要杀入其中未来的路还很长。不过，美团有做支付业
务的优势：美团已经覆盖诸多线下场景，拥有超过610万商户和
4.5亿的用户，如今，美团利用金融和支付入口的方式，可把外卖
餐饮、到店酒旅等业务形成闭环。

美团与阿里恩怨纠缠近10年

回首阿里和美团的关系，可以说阿里曾是美团的最大支持
者。作为美团的早期投资者，早在2011年，阿里领投了美团的
5000万美元B轮融资，这一大笔资金也是美团得以在千团大战
中存活下来的重要支柱；2014 年，阿里巴巴继续投美团的 C
轮。然而，这段关系在2015年美团与大众点评合并后，开始出
现破裂。

王兴曾透露，美团点评合并后，他希望美团点评能同时获得
阿里、腾讯的支持。然而王兴却在阿里那里吃了闭门羹：阿里撤
资，腾讯顺势追加10亿美元投资。随后，腾讯投资在美团随后
几轮融资都多次出现。截至最新，腾讯仍持有美团拆5%的股
权。业内人士坦言，随着美团点评上市后，被公认为“腾讯系”；
而阿里巴巴则立马花600亿收购饿了么，并大力扶持口碑。双
方开始针尖对麦芒。

去年，阿里系的高鑫零售旗下超市全部上线一小时达。今
年3月，阿里全资收购即时物流创始者“点我达”，实现点对点配
送。再加上之前旗下的蜂鸟、盒马、天猫等物流体系，形成了配
送生态体系；4月，天猫超市升级为同城零售事业群，将原属本
地生活服务的饿了么新零售业务整合进该事业群。同城零售事
业群也上升为重点关注的 1号项目之一；6月，阿里宣布淘宝
App在全国16个城市上线“小时达”业务，阿里全场景的同城生
态零售正在逐渐形成。

与之相对应的是，7月7日，美团再度宣布组织架构调整，成
立“优选事业部”，并推出“美团优选”业务，正式进军社区团购
赛道。与此同时，原“小象事业部”更名为“买菜事业部”，继续
发展美团买菜业务。而饿了么紧随其后，于7月17日进行了全
面升级。

阿里开始全面夹击，大战可谓一触即发，可以预见未来双方
将在多个赛道上发生更为激烈的碰撞。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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