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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为全面升级客户体验，变革业务模式，
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近日在40个网点投
放了69台智能柜台。据了解，智能柜台采
用“客户自助+银行人员协助”的操作模
式，客户只要指尖轻轻一触，便可一站式办
理开户、转账汇款、客户信息变更、投资理

财、手机号转账、跨境汇款、外币兑换等26
项非现金业务。

据悉，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月内还将
投放132台智能柜台，届时中行一半以上
网点都将有智能柜台提供服务。

重庆晚报记者 陈雪莲

见证新金融的责任与贡献

重庆晚报金玺奖评选今日启动
2017年是金融业的“强监管年”。在

金融界“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从业务模式
到平台运行，从产品创新到风控合规，哪些
机构和个人会脱颖而出，勇立潮头，引领金
融行业的新格局呢？

今日，本报正式启动“2017年度重庆
晚报金玺奖”评选。以“金玺”之名，见证

“榜样重庆·新金融的责任与贡献”，助推重
庆金融业理性发展。

今年以来，重庆金融企业在金融扶贫、
科技金融、金融网络安全等方面全面推进，
为重庆经济的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同
时，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建设长江经济带

的部署、自贸区的获批和中新（重庆）互联
互通项目的推进，也让重庆金融业迎来了
更好的发展机遇。

本次评选将以本年度重庆金融行业
在服务、创新、履行社会责任、市民满意度
等多个方面为标准，对重庆金融行业所做
出的成绩进行全面解析和总结，并评选出
2017年度金融行业最具社会责任银行、
最佳理财银行、最佳理赔服务保险等多个
奖项。

从本周开始，重庆晚报将及时跟踪
报道评选筹备情况，并第一时间发布评
选活动信息。即日起至2017年12月14

日，为参评企业风采展示及投票阶段。
12月中旬，主办方将公布评选结果并颁
奖。在此，我们也期待能有更多的金融
机构，通过自我推荐+社会推荐积极参与
评选活动。

本次评选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重庆晚报、重庆晚报慢新闻、重庆晚报网承
办。今年也是金玺奖开评的第十个年头，
主办方将整合强势媒体资源，组建权威评
审团，并用一个消费者、市场、企业等多方
认同的标准，评选出让市民放心的金融机
构。

重庆晚报记者 吴京俣

中国银行智能柜台亮相
26项非现金业务可自助办理

大地保险助力惠民济困保障

近日，重庆市民政局又推出一项普惠利
民政策，由政府出资统一为纳入民政救助系
统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享受国家定
期抚恤补助优抚对象等4类城乡困难群众，
购买“民政惠民济困保险”。当以上4类城乡
困难群众发生意外伤害或疾病导致身故，意
外致残，或因疾病住院发生医疗费用时，都能
够得到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金赔付；当纳
入被保险范围的人员参加高考或研究生考试
并被全日制高等院校录取后，将获得2000元
至5000元不等的一次性升学补助金。

据了解，该项保险保障由中国大地保
险在内的五家商业保险公司提供服务。

重庆晚报记者 陈雪莲

重庆国际健身舞大赛开幕

11月9日上午，市体育总会在南岸区青
少年活动中心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浙商银
行杯”首届重庆国际健身舞大赛拉开帷幕。
来自全国的300多支队伍及个人报名参赛。

本次大赛由重庆市体育总会主办，浙
商银行重庆分行提供全程冠名赞助支持。
浙商银行重庆分行行长助理石亚灵表示，
冠名赞助健身操舞大赛，是为了丰富市民
文化生活，关爱中老年人身心健康，为我市
全民健身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本次大赛历时3个月，共设健身操类、
健身舞蹈类、健身操舞轻器械类、特殊舞蹈
类等竞赛项目。 重庆晚报记者 陈雪莲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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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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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有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厂房租售
蔡家外环出入口，独门独
院厂房5000平，带动力电。
联系人：13883190461

综 合 服 务

沙坪坝区高滩岩正街附近有360m2库房出
租，价格面议，联系人肖波13708383856

库房出租

遗 失 公 告

征 婚 交 友
渝
媒
人

每周公益相亲会
美满婚姻家庭教育咨询
4001-820-520

重庆市沙坪坝区宏发劳保用品商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00106MASUDT2W87)，营业执
照正本，公章，财务章遗失，登报之日作废。
沙坪坝区灵杰五交化经营部，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500106MA5UDT1426)营业执照正本，
公章，财务章遗失，登报之日起作废。
沙坪坝区宏杰五金经营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6MA5UDT2E00)营业执照正本，副
本遗失登报之日起作废。

遗失声明
刘小丽、方建遗失购买白象街一期高层

住宅，房号3-1-1-6-5收据五张，收据编
号：00005546，金额：44968.40 元，收据编
号:0004584，金额：330000 元，收据编号：
0006226，金额：359259 元，收据编号：
0004849，金额：400741 元，收据编号：
0004539，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公 告
四川能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分别于2015年

11月24日和2016年3 月9日承建的丰都县十直
镇上孙家坝、沟坝等34个居民点对外道路工程三
标段项目和丰都县十直镇河梁村通畅道路树人界
至十直水泥路段硬化工程项目。上述两个项目于
2017年10月30日均已全面完成竣工验攻,正在办
理审计和备案登记手续以及项目结算。

为保障两个项目施工中相关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现通知各债权人在法律保护的期限内,将与项
目相关的合同及其它有效凭据原件，自本公告通
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
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特此公告！
债权申报联系单位: 四川能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中渝爱都会8-1-23-1
联系人:胡龙界13896073763 周毅13983992770
四川能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17年11月13日

遗失声明
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法律服务所

夏祖香遗失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为:
32207092100022，现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重庆市渝北矿业公司（注册号：50011218007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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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矿业公司
2017年11月14日

迁坟公告
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地

〔2017〕470号文件，征收九龙坡
区陶家镇锣鼓洞村3社、4社、5
社、6社、8社、9社、11社、12社集
体土地，作为九龙坡区实施陶家
镇城市规划建设用地。请位于被
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坟墓于2017
年11月14日至11月28日前迁
出。逾期不迁者，按无主坟处理。

重庆市九龙坡区征地办公室
2017年11月14日

威亚公司渝CK5035营运证500382013048遗失作废。廖守立从业资格证5001110020011007355遗失作废。棠顺公司渝D20680营
运证500222034564遗失作废。恒邦物流公司渝BS1217营运证遗失。恒业公司渝BN7022营运证500222001457遗失。卓威公司渝
BV0827营运证500110033151遗失。桦威公司渝A89751营运证500110047233遗失。双旭公司渝BR9696营运证500110055566遗
失。大财綦江分公司渝BH6777营运证遗失作废。汇升公司渝A97823营运证副本500222038116遗失。吉虎物流公司渝BY0576渝
A8051挂营运证遗失。遗失潼南县顺达公司渝C59690营运证500223005246渝CE1120营运证500223005481作废。普驰公司渝
BU5095营运证500110033123遗失。东坡公司渝GZ1776营运证500231006092遗失。瀚霆公司渝BS2668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
恒跃物流有限公司渝B9818挂营运证500110042685渝BX0226营运证500110042733遗失作废。悦田物流公司渝C87W61营运证遗
失。久发万盛分公司渝BS1887营运证500110054479遗失作废。公告：重庆东能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以下车辆与公司失去
联系，经多方寻找无结果，请车主见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税费、保险、审车，否则公司将向车管部门申请灭失注销，特此公告：渝
BF7192渝BM5621渝B6170挂渝B6179挂渝AS6835渝AS3225渝BB7231渝BF6601渝BF8317渝AS7127渝BZ7791渝A322V0渝
BK7305渝AS7325 渝AS5051渝B011G0渝BF8555渝AS7520渝AS7521渝AS5255渝AS7691渝AS6090渝AS5789渝AH0598渝
AS7617渝BF3596渝BF5699渝BF8377渝 B1J397渝 BM5235渝 A1255挂渝AS3501渝 AS6875渝 BF8560渝 AS5756渝 AS3220
渝 AS3578 渝 AS3638 渝 AS3653 渝 AS3788 渝 AS3836 渝 AS5028 渝 AS5266 渝 AS5322 渝 AS5666 渝 AS5765 渝 AS5772 渝
AS5965渝BB5868渝BC3623渝BK1731渝BK3758渝BM5292。公告：重庆骏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车辆与公司失去联系，
经多方寻找无结果，请车主见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税费、保险、审车，否则公司将向车管部门申请灭失注销。渝BK0812渝
BK0878渝BT0070渝BM7961渝BM9677渝B6711挂。万盛区文桃长寿分公司:渝B76777营运证500115016057遗失作废。

●遗失南岸区上新街房管所发马鞍山路239号公房
租约一本，承租人林枫，租约编号20840，声明作废●遗失南岸区上新街房管所发马鞍山路238号公房
租约一本，承租人张绍华，租约编号00054，声明作废
綦江区个体朱朝裕遗失税务机关代开重庆增值
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5000172320，发票号码:
18405806、18405807、18405808、18405809、
18405810、18405811、18405812、18405813、
18405814、18405815、18405816、18405817、
18405818、18405819、18405820、18405821、
18405822、18405823、1840582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世新建筑劳务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209240418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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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凤泉净水设备有限公司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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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凤泉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4日
重庆雨满庭商贸有限公司遗失于2015年08月25日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副 本 注 册 号 ：
500108008206295 1-1-1），遗失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账号
695471767,核准号J6530058752401,声明作废。

顾客王超于2017年4月23日买的西
门 子 消 毒 柜 Hs363600W，发 票 号
8584328，提货单号858432801，均遗
失，现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号为
91500000MA5U4K3T6K的重庆家兴智汇科技有
限公司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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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家兴智汇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11月13日

注销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地质物资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203501614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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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地质物资公司

2017年11月14日

遗失重庆凯尔国际冷链物流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10月31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567886148K，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重庆山河矿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57899196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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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山河矿业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4日

公 告
重庆向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李龙富诉你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劳动争议
一案，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云劳人仲
案字〔2017〕第266号案件的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出庭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
内。本委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00在
云阳县云江大道“重百”五楼人社局505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
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
该案裁决书的时间为闭庭后15日内，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
云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11月14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海南中水路桥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本委受理龚雪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劳
人仲案字〔2017〕第1736号。因二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
待遇争议一案，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
十三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
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
2018 年1月19日上午9时00分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二
支路18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6室，重庆市渝北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二号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
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11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速达装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808305592X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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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图宏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2017
年11月10日股东决定，本公司决定解散，按照《公司
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办理债务清偿
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夏仕华

出
租

现有石桥铺渝景新天地F栋出租，面
积330㎡，简装，水电网等配套齐全，
压三付三。2017年11月27日前有效
13908363830樊老师

綦江区一帆家庭农场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綦江支行隆盛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63013201 声明作废。（银行账号：
1139010120010002268）
遗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北
碚分公司开具给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扣联.发票联）发票代码5000171130
发票号码00828446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市北碚区渝加麦饼屋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识 别 号
36252919730314004X22、
36252919730314004X26、
36252919730314004X27 声 明 作 废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蓝晶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账号1824010120010001812）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川支行五间分理处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8039101作废
遗失2008年7月24日发重庆市溢彩
苑艺陶瓷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500384000005293、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512323590325003、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76594556-7作废
遗失重庆大学硕士戴京伟的本科毕业证，编
号 135921201405000286、学士学位证，编
号 1359242014003296、CET-6证书，编号
130442132203105、硕士三方就业协议书，
编号18007248。以上作废。
重庆能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失2014年12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500112000167432，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本，代码号05989885-5，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本（税号500112059898855），声明作废。

遗失潼南县崇龛镇万宏酒楼通用机打卷式发票，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号 码 39168010、39168013、39168014、
39168015、39168017、39168048、3916804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潼南区崇龛镇万宏酒楼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云阳县龙洞镇龙洞小学遗失重庆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服 务 性 收 费 专 用 收 据 000650501- 000650550、
000662551- 000662600、000662651- 000662700、
000662901- 000662950、000665101- 000665150 共
250份，声明作废

◆重庆育才中学校非税收入统一票据，姓名:方
心怡，号码000921775金额:1500元，遗失作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木凳子餐馆遗失发票领购簿，
纳税人识别号：92500107MA5UP0UJ6L，声明作废◆重庆食客前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于2015年12月1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8MA5U3U3N97,声明作废◆两江新区华创建材经营部遗失于2016年1月8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5607006458，声明作废◆遗失邓文皓《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180638声明作废◆遗失汪乾甫道路货物运输资格证513029198204174830作废◆铜梁区巴川街道小灵通幼儿园公章缴销证明遗失作废◆遗失邓刚税务登记证副本，证号渝税
字51022419771114745X号声明作废◆遗失南岸区芸袖依尚服装制作室建设银行南坪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3384101作废◆遗失2014.2.1核发重庆市铜梁区开门红房屋中介
所南门店营业执照副本500224309874338作废◆遗失2016.9.7核发重庆市铜梁区开门红房屋中介所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MA5U7K9H2A作废◆遗失荣昌县华刚通信器材经营部税
务登记证正本500226596711101作废◆重庆市荣昌区旭阳水泥制品有限公司遗失渝C87613
道路运输证，营运证编号：500226014125作废◆重庆市荣昌区旭阳水泥制品有限公司遗失渝C88827
道路运输证，营运证编号：500226014124作废◆遗失2017年3月29日发沙坪坝区徐淑兰餐饮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UG6D939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川区展福西瓜种植专业合作社税
务登记证副本500384056458213作废◆遗失重庆市哈森家具有限公司2010年6月1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000095123，声明作废

◆遗失2017年6月14日核发重庆市吴向阳木制品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MXB70J作废◆遗失廖国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500112700398885声明作废◆谢昌兵遗失2012年07月1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00101600659249，声明作废◆ 陈光胜,张秀琼之子陈建洲遗失于2007年10月18日在巴南
区济仁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H500199787声明作废◆重庆芭乙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遗失2017年1月22日核发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B6FG63作废◆遗失重庆大学陈丽研究生学生证:证号20163313011作废◆曾燕渝B6C335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231004031作废◆冯振宇，二级建造师执业印章编号：渝230121226684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市潼南区瓦片屋吊锅耗儿鱼餐厅通用机打卷式发票，发
票代码150001620410号码48370279、48370280声明作废。◆遗失向奇仁（500101199010256415）土建施工
员证50151010250190作废◆沙坪坝区图书面庄遗失2015年07月20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60596408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燕华园林工程设计事务所2015年1月29日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500114327792003）声明作废◆遗失黄万霞、敖璐之女敖同芮于2015年1月27日在重庆市铜梁
区中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0500371389，声明作废。◆重庆曙焱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平安银行重庆分行沙坪坝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1439501账号11014691374000声明作废◆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小水电协会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871000084703），作废◆兹有重庆聚如水产品销售有限公司公章遗失(编码，
5003817020129)，财务章(5003817020130)，特此声明◆声明：吴兆祥遗失重庆汽车运输集团綦
江有限责任公司车牌:渝B0W520号车的
营运证，证号500222005504声明作废。◆遗失温仁君货运从业资格证510282198104101618作废◆巴南区鹤年堂药房遗失农村商业银行南岸支行万达分理
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1861501，声明作废。◆遗失公告：重庆英石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号为5000002101623，
2000年11月1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法人章遗失，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喜百味王帅餐饮店（王帅）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JY25001090023104作废◆遗失重庆市大足区博营商贸有限公司组织机构
代码证，号码:086300054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川区廷秀食品经营部
公章5003844005489作废

◆大渡口区畅嗨火锅馆遗失通用机打卷式发票，发票
代码：050001700107，发票号码：08364297，声明作废

重庆晚报讯 （记者 蒋海涛）为助推
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培养全市中小学生绿
色出行、环保生活的健康概念，重庆晚报都
市传媒联合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重庆）
体验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环保小明星绘
说新能源”大赛11月20日启动。

本次大赛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共设置
了绘画和演讲两个比赛类别。其中，绘画
比赛设有9岁以下和9岁以上两个组别，要
求孩子们在家长或老师指导下，以“未来新
能源车”为主题，描绘心中的未来新能源车
是什么样子、想象我们绿色出行生态环保
的生活画面（绘画尺寸要求统一为 A3 大
小，每人限投一幅）。绘画作品的征集时间
为11月 20日—30日。请大家完成作品
后，拍成照片统一提交至新能源车体验中
心官方微信公众号。

操作流程如下：关注体验中心官方微信
——点击会员活动——绘画比赛——上传
作品——完成（后台1个工作日审核完毕自
动展示），并按要求填写参赛者姓名、年龄、
指导老师和家长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

绘画作品评选将采取网络投票和专家评
分综合考虑：12月1日—10日是网络投票时
间，两个组别前25名的原作入围决赛并予以
策展展览。此后，来自长江当代美术馆的专家
评委将对50幅作品打分，最终决出两个组别
各自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分
别予以2000元、1000元和600元（含指导老
师）现金奖励以及奖杯和荣誉证书。所有参赛
者和决赛入围者将分别获得“重庆六一班·重
报小记者”拓展基地——华谊兄弟影院少年
观影卡及熊猫宝贝亲子乐园、幻太奇海洋馆、
720穿行世界主题乐园等入场券。

演讲比赛部分，组委会将从“重庆六一

班·重报小记者名校联盟”校园里选拔出
10位8-14岁年龄段选手，与社会报名的
10 强 选 手（ 报 名 联 系 人 王 老 师
18716362691）共同角逐最终入围演讲决
赛名单。在12月中下旬“环保小明星绘
说新能源”大赛颁奖典礼暨演讲决赛中，
决赛选手将围绕“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改
变未来生活”的演讲主题，通过自由演讲

和即兴命题演讲两轮赛事，争
夺冠亚季军（奖项和奖金设置
与绘画比赛相同）。

6-14岁的小朋友们还在等什
么？3万元现金奖励和价值7万元
的奖品奖券等你来拿！快快拿起
手中的画笔和话筒，共同“绘说”我
们的绿色环保美好生活！

随着公募基金的不断
发展，曾经较为普遍的相对
收益投资目标，已经越来越
难满足投资者们“每年都想
挣到钱”的需求。在此背景
下，在昨天开始发行的银华
多元动力混合基金，凭借

“追求绝对收益”和“严格控
制回撤”两大核心理念备受
瞩目。

据了解，银华多元动力已
经是银华基金旗下第三只追
求绝对收益的产品。此前的
银华永祥保本与银华多元视
野，均取得了较好业绩。据
Wind 资讯统计，截至 2017
年10月26日，银华永祥保本

一期累计收益 15%，
保本二期累计收益
41.33% ，年 化 收 益
13.78%；银华多元视
野自2016年5月成立

以来累计收益 23.10%，
年化 15.51%，且最大回
撤只有3.37%。

环保小明星
绘说新能源
大赛即将启幕

欲了解大赛
详情，敬请关注
“新能源车体验
中心”、“重庆六
一班”微信公众
号

咨询热线
023-81157766

‘‘ ‘‘

10万元奖金奖品等你来拿

追求绝对收益
银华多元动力
昨日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