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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英才大会已有7个岗位开出百万年薪

重庆美心等10家渝企
获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授牌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闫涵

由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重
庆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承办的2020年“百万
英才兴重庆”——“互联网+引才”网络专场活
动将于9月25日正式启动。用人单位及人才
可登录重庆英才网或智博会官网首页点击

“英才”板块进行报名参与。
据了解，此次“互联网+引才”网络专场活

动根据重庆重点行业、重点地区及企事业的
实际人才需求，开设10大专场招聘专区，涉及
IT互联网、智能制造、新基建、金融行业、生物

医药等重点行业；活动还按区域设置了成渝
双城经济圈、区县专场，按学历设置了硕博人
才专场。

据悉，活动时间将持续到今年年底，邀请
至少300家企事业单位参与活动，精准推送人
才简历不少于5000份，提供在线收取简历、精
准推送简历、人才视频面试等免费服务。

据了解，自报名启动以来，活动广泛征集
到全市各机关、事业单位、高校、园区、科研院
所、医疗机构、企业等用人单位的人才和项目
需求。截至9月13日，共征集了376家单位岗
位需求929个、人才需求2768个；31家单位项

目需求56个。共收到152名人才、33个项目报
名。

人才需求方面，硕博人才需求岗位 381
个、785人。其中，硕士人才需求岗位296个、
538人，博士人才需求岗位85个、247人。从
待遇薪资看，20 万元/年以下岗位 651 个、
2190 人，20(含)-50 万元/年岗位 171 个、277
人，50(含)-100万元/年岗位7个、23人。

人才报名方面，包括博士 47人、硕士 90
人、本科14人。专业类别涵盖教育、文学、哲
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艺术学、理学、工
学、农学、医学等。

9 月 15 日，由市经济信息委、南岸区政
府、市通信管理局主办的第三届工业互联网
和智能制造高峰论坛在南坪万豪酒店举行。

高峰论坛公布了重庆美心（集团）有限公
司、重庆宗申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等10个企
业评为 2020 年重庆市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在高峰论坛现场，这10家企业获得重庆智能
制造标杆企业授牌。

被评为杆企业的美心集团相关负责人现
场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心集团于2009年引进
了U9信息管理体系，建立专门的信息中心进
行管理，在制造业率先实现信息化管理。

市经信委表示，市经信委根据智能制造
能力成熟度等级（一级最低、五级最高）、测
评分数和智能制造案例情况对企业进行排
名，这次选取的企业是综合排名较高的 10
家企业。

“书看了N遍还是记不住”“好不容易背
下来，一到考试又忘了”……随着年级的升
高，越来越多学生都面临这样的记忆难题。
如何掌握一套好的记忆方法，让学习事半功
倍，一直是学校、家长以及学生关心的问题。

9月 19日、20日，第29届世界记忆锦标
赛中国赛组委会将在重庆选拔种子选手，凡一
至九年级的在校学生均可报名，经过系统培
训、选拔，最终争夺市赛的入场券。届时，组委
会还将在渝北区华辰酒店同步开办6场免费
公开课，家长和孩子可在公开课现场学习到快
速记忆的方法，领略快速记忆的魅力。此外，
到场的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在公开课现场免费
参加一对一密训，体验短时间内记忆海量信
息，找到快速记忆学科知识的乐趣。

世界记忆锦标赛被誉为脑力运动的“奥
林匹克”，早在2005年，首届中国记忆锦标赛
在上海举办，拉开了记忆运动在中国的序
幕。据介绍，大赛每年都会培育出一些记忆
高手，很多的记忆高手活跃在《挑战不可能》
《最强大脑》等电视节目上，并在各自领域也
都取得突出成绩。

连日来，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人
大工委利用代表小组活动、人大代表
之家、人大代表联络站等平台契机，组
织人大代表集中学习了《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三卷。

人大工委主任对部分章节，特别
是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与
人大有关的重要论述进行了字斟句
酌式地领学，真正达到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人大
工作的开展，不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入脑入心、走深走实。代表们纷纷
表示，通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更加明白了“一枝一叶总关
情”的大爱情怀，在今后的工作和生
活中，要做好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
的桥梁，更好地解决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

近日，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锦凤
社区邀请王恒律师在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开展了《民法典》普法宣传专题
讲座活动。

王恒采取以案释法的形式向社区
居民详细介绍《民法典》与《民法通
则》的不同之处，对《民法典》中的亮
点条款即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个人
信息保护、离婚冷静期、新增遗嘱形
式、高空抛物责任判定等进行了重点
介绍。随后，王恒耐心地解答了社区
居民提出的相关法律咨询，并鼓励大
家带头做好《民法典》的相关宣传。
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宣传活动
让《民法典》真正走到群众身边、走进
群众心里，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清晰透
彻地了解《民法典》，在辖区形成自觉
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
好氛围。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谈书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想让孩子提高记忆力吗
周末去渝北免费听讲座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郑三波

人大代表集中学习治国理政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社区普法宣传让你了解民法典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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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宝大厦商品房销售许可范围变更公示
我司开发的位于淞沪路、国航路、国安路、

国霞路787、789、3、221、300、69、89号《泰宝大厦》
商品房项目，于2018年9月14日已领取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证号为杨浦房管（2018）第20180537
号，杨浦房管（2018）第20180538号），其中幢号
为789、3、300、69的房屋尚未预订、预售及以任
何其他方式销售，拟申请变更该销售许可范围，
现按规定予以公示，公示期为15天，自2020年9
月10日至2020年9月24日止。利害关系人有
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届满前向原发证机关（杨浦
区区房地局）提出。联系电话：021-65044157
公示人：上海景荣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9 月10日

●重庆市潼南区北耘商务信息咨询经营部
公章遗失，编号500223703971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合川区嘉陵轮船运输有限公司发票专用
章（税号：9150011770930559XH）一枚，声明作废。●遗失罗亮、贺冬芬之子罗宇在巴南区第二人民医院
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F500113655声明作废。●遗失声明：重庆雄融企业咨询服务事务所不
慎遗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遗失声明：周俊余遗失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
证书编码：210500190000346，声明作废。●我司重庆融润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500114MA
5UNL6A65,因财务人员疏忽将印章备案回执遗失,声明作废●遗失徐庆红身份证510202195909130066声明作废●彭小群遗失忠县汝溪中心卫生院出具的王泽
鑫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170875,声明作废●遗失秦长明残疾人证，证号5102221952081451134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翔轮机械有限公司印章证明作废●遗失重庆秒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018033956，声明作废●遗失2015年09月18日核发的个体户沈仁强(巴南区沈仁
强餐馆)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13606303983声明作废● 何世伟船员服务薄遗失，服务薄印刷号
00058005，违法记分页号A00184755，特此声明●遗失重庆拓克密封件有限公司印章证明作废●遗失重庆灯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
执，编号为：5001142020081406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爱玛黎斯酒店有限公司餐饮服务许可证
副本，渝餐证字【2015】500113-000315，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付裕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九龙坡分公司公章
在2020年6月10日遗失，经过多方寻找至今（2020年9
月14日）仍未找到。若在此期间有任何公章使用的情况
出现，均为非法使用，与本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重庆付裕
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九龙坡分公司 2020年9月14日

注销公告：重庆新中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号：500106008140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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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6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飞宇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000574807751C）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注
册资本由3500万元整减少至180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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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

万商云集（重庆）科技有限公司遗失132份合同，合同编号为：J200906412；J200906413；
J200906460；J200906463；J200906484；J200906487；J200906254；J200904128；J200904183；
J200904184；J200903096；W200105677；W200101443；W200101444；W200101002；J190919302；
J190919303；J190916489；J190903195；J190902170；J190901462；J200903955；J200902975，
J200903081；J200902771；J200902772；W200100824；W200101094；90901453；K200501397；
J190917532；J190917320；J190917321；J190915424；J200903222；J200903868；J200903869；
J200903870；J190917499；J190917500；K190900100；J190912186；J200903905；J200901010；
J200900188；J190915148；J190915156；J190915158；J190915162；K190505646；K190505647；
J190912216；G190101398；W200100836；J200900165；J200900166；J200900167；K190900069；
J190912224；G190102149；J200904004；W200105669；J200901449；J200901033；J200904038；
K190507975；W200101484；K190900691；J190902077；J190902142；J190902158；K190503477；
J190915085；J190916406；J190916423；J190917426；J190917428；J190917485；J190917551；
W200100844；W200100949；W200101004；W200101496；W200101497；W200101498；J200900185；
J200901024；K190507831；K190507890；J200901395；J200901460；J200901470；J200903826；
J200903833；J200903835；J200903847；J200903850；J200903863；J200903908；J200903917；
J200903922；J200903923；W200105657；W200105692；J200902567；J200902617；J200902621；
J200902645；J200902647；J200903008；J200903063；J200903064；J200903066；J200903070；
J200903071；J200903083；J200903141；J200903156；J200903218；J200903223；J200903984；
J200904036；J200904124；J200904125；J200904194；J200906274；J200906302；J200906427；
J200902612。声明作废！

公告
接受委托，我司将于2020年9月29日下午14：

30分在重庆国信拍卖有限公司会议室依法对下列标
的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物：①东风牌LZ6511AQ3S汽车一
辆，注册登记日期2008年12月17日，参考价1.5921
万元，保证金0.5万元；②三菱帕杰罗V73汽车一辆，
注册登记日期2000年8月16日，参考价2.3177万元，
保证金0.5万元。车辆现状请咨询或现场查看。

二、展示时间：2020年9月16日至9月22日止。
地点：九龙坡区渝州路86号重庆高新区税务局第二税
务所停车场，联系人：顾文平，电话：13908321919。

三、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9月22日17∶00前，竞
买人凭有效证件（个人持有效身份证、单位持有效营
业执照、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等证件）到我公司缴纳
保证金，获取竞买资格。
报名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园二路137号A座27楼
联 系 人：王倩 68065503、18523506336。

重庆国信拍卖有限公司2020年9月16日

马明建(510213195504231618)遗失梅
子堡地块房屋征收项目货币补偿协议书
[九征(2020)梅子堡字第058号，被征收
房屋坐落于九龙坡区杨家坪正街45巷1
栋3－3－1#]。特此声明，此协议作废。
重庆市客运索道有限公司2020年职工羽绒
服采购项目竞争性比选公告：重庆索道公司
职工羽绒服采购项目邀请潜在投标者前来报
名，有意者请详情登陆www.cqsuodao.com
了解。联系人：谭女士（023）63868470。

重庆中旅集团涪陵翔正丽湾门市部
遗失合同:GN0120455、GN0120454、
GN0120453、GN0118151、GN0118149、
GN0118148、CJ0063696 声明作废，由此
产生的任何纠纷与重庆中旅集团总部无关。

重庆道禾医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合并公告
根据重庆华西牙科医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重庆华西”）及重庆道禾医疗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简称“重庆道禾”）双方的股东会决议决定，
重庆华西拟吸收合并重庆道禾，合并完成后，重庆
华西继续存续，重庆道禾注销。吸收合并后重庆
华西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实收资本为3000万
元。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被合并企业的债权债务
均由合并后存续的重庆华西承继，请被合并企业
的债权人（“债权人”）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收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可凭有效债权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合并企业：重庆华西牙科医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被合并企业：重庆道禾医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9月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渝博惠会展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66KY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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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

遗失重庆屯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2010年06月04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000096138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屯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105784200923)，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78420092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费怡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7MA5U4HCX8U）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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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博航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062850
350W，拟将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少为100
万元。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
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20年9月16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捷沃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8MA5U6PEL5X）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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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

声明：邓秀玲遗失恒大金碧天下 623-
1603购房票据3张：编号CQtxn0115256
金额84480元；编号CQtxn0097572金额
84480元（房款）；编号CQtxn0097573金
额16895.94元（代收费），声明作废

接房通知
尊敬的金科集美阳光业主：

金科集美阳光项目M37-1地块（重庆市
大渡口区景灿路32号金科集美阳光）住宅：22
幢（原1-1号楼）、4幢（原1-5号楼)、5幢（原
1-6号楼）、6幢（原1-8号楼）、7幢（原1-9号
楼）、8幢（原1-10号楼）、9幢（原1-11号楼）、
10幢（原1-12号楼），商业：22幢（1-1-1号
楼）经竣工验收，已符合交房条件。M40-1地
块（重庆市大渡口区景灿路132号金科集美阳
光）商业：15幢（原2-4-1号楼）、14幢（原2-
13-1号楼）、13幢（原2-14-1号楼）经竣工验
收，已符合交房条件。请以上物业的业主于
2020年9月23日至25日到金科集美阳光物
业管理处办理接房手续，接房时请按《接房通
知书》要求带齐全部资料以及购房合同、房款
缴费依据、代收费（契税等）缴费依据及产权人
身份证等接房和办理产权的相关资料。

接房电话：023-68918996。
特此通知！

重庆金科兆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泓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9010002766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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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16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民商旅游产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000304928959L）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1500万元减少到5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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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金坤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
代码91500231MA607CWP7X）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168000万元减少到168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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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

重庆中隆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2020年9月
使 用 的 业 务 报 告 防 伪 标 识 遗 失 ，编 号
657154890031、769734712571、902596783592、
679228308810、262516876458、642359627127、
497514855340、615816325643、512125161278
声明作废。

9月 14日，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消息，由重
庆股份转让中心、重庆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
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重庆基地、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主办的“2020 创投重庆发现金种
子”企业评选活动结束，15强出炉。

业内人士指出，其中公开财务信息的亚德
科技、立信数据，最为瞩目，他们将力争更高层
次德资本市场。

多家川企也入围

经过专家评审根据参赛企业现场走访调
研和复赛路演情兄，从企业的竞争优势、创新
能力、成长潜力、行业影响力等多方面进行考
量评估，评选出此次活动15强。

卓越之星4名，分别为重庆海润节能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云智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大江杰信锻造有限公司、重庆亚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长之星5名，分别为重庆美村科技有限
公司、成都金瑞基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重庆
倍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言瓷映画装饰设
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立信(重庆)数据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创新之星6名，分别为成都中创五联科技
有限公司、重庆两江前沿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华诺智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普罗布诺(重
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七造(重庆)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重庆小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立信数据去年净利增长154%

这15家企业中，有公开财务信息的立信数
据、亚德科技最为瞩目。

天眼查数据显示，立信数据成立于 2001
年，总股本2061万股，位于重庆渝北区，实际
控制人张鸿翔，是一家数据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新三板基础层挂牌企业（871394）。
公司主要为各行业企业和国家政府机关

提供基于机构内外部数据、行业数据、消费者
态度与行为等多维度数据的经营与管理决策
分析、定制化应用解决方案等综合服务。公司
是以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及数据应用技术为核
心的科技创新型企业。

立信数据 2019 年公司营业收入 8338 万
元，同比增32.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123万元，同比增131.10%；实现基
本每股收益0.82元，上年同期为0.37元。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38万
元，同比下降31.49%；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46万元，同比下滑55.60%。据了解，
营收减少，主要原因为疫情的影响，公司2020
年2月、3月销售额下降所致。

9月15日，立信数据董事、董秘周羽表示，
尽管有疫情影响，但如今恢复很快，今年力争
业绩继续增长，公司下一步目标是进入新三板
创新层，为未来进入精选层或上市打基础。

亚德科技或科创板上市

亚德科技系上市公司海南海药（000566）
子公司。

天眼查数据显示，亚德科技成立于 1999
年，总股本1.292亿元，注册地在重庆市九龙坡
区石桥铺科园一路C-23-2号。

亚德科技是重庆IT行业的龙头企业，作为
深耕20年的大健康产业互联网建设者及运营
商，基于健康大数据平台、卫生应急平台、互联
网医疗平台为核心的业务体系，在智慧医疗领
域已打下了坚实基础。

今年8月18日，有投资者在网上向海南海
药提问，请问亚德科技科创板上市辅导是否即
将完成，预计今年几月可以科创板上市？

公司回答表示，亚德科技正积极推动上市
相关工作，目前正在筹备辅导阶段。

亚德科技2019年营收2.98亿元，净利润9
万元，今年上半年营收 1.51 亿元，净利润 503
万元。

9月 14日晚间，重庆莱美药业（300006）
宣布，当天公司与武汉友芝友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友芝友生物）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公司将通过新设股权投资基金方式投资后
者，后者则将其正在研究开发的眼科类用药
Y400 湿性黄斑变性（nAMD）双特异抗体药
物（Y400双抗药物）在中国区（包括中国大陆
及台港澳地区）的优先销售代理权授予公
司。7 月 15 日，莱美药业报收 7.75 元，涨
10.56%，换手率5.43%。

天眼查数据显示，友芝友生物注册资本
1.41 亿元，注册地位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法定代表人李春雷。目前，石药集团恩必
普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为 第 一 大 股 东 ，股 比
39.5556%；袁谦持股 15.7475%、武汉才智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1.6667%、
周宏峰持股 7.8737%、Long Star Growth
Group Limited（长星成长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6.1111%、石家庄市时代伟业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持股5.8889%、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广瑞弘
祥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持 股
5.5555%、PENGFEI ZHOU持股4.7727%、南
宁中恒同德医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股2.5712%、郭宏伟持股0.2571%。

眼底新生血管疾病逐渐成为全球影响中
老年人视力的重要眼科疾病，常见病症包括
老年性黄斑变性、糖尿病黄斑水肿、病理性近

视和视网膜静脉阻塞等，但新生血管增殖和
渗漏所导致的眼底病变目前尚无较好的根治
手段，市场上已有的药物不能完全满足病人
的需求。临床相关数据显示双特异性抗体在
眼科治疗中具有较大的潜力，有望成为眼科
药物开发的一个新突破点。

友芝友生物是国内最早开展双特异性抗
体药物开发的公司之一，获得国内首个和第
二个双抗药物临床批件，并拥有相关领域内
的多项专利。其研究开发的Y400双抗药物
针对新生血管增值和渗漏所导致的眼底病
变，现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拥有完整的知识
产权。实验数据显示其在细胞水平展现了显
著的生物学活性，可有效抑制新生血管，改善
眼部黄斑病变等症状。

莱美药业拟新设PE投资友芝友生物 获重磅药物代理权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杨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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