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众体育比赛多
今年月月有大赛

随着生活水平和健身
意识的提高，通过电视看比
赛或者约上三五好友打球
锻炼，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体
育迷的需求，人们更喜欢现
场看高水平比赛以及参加
到大型赛事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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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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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合 服 务

遗 失 公 告

公 告
由重庆两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的 天

明汽摩产业园2号道路高切坡工程已完工，如该
项目还有未支付完毕的民工工资、机械费、材料
款等，请各位权利人在见到本报公告后三十日内
与重庆两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联系，以便完清相
关手续。逾期未联系的，一切后果自行承担。
联系电话：023-86076755
信函联系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海王星科技大厦B区4-1
邮 编：401147

巴南区李家沱林荫村片区棚户区改造指挥部玉宇·盛世江南1-3号楼交接房通告
各位被征收户：

李家沱“玉宇·盛世江南”安置房1-3号楼已竣工验收备案，符合交房条
件。指挥部决定，2018年2月26日-28日集中办理交接房手续。请在“玉宇·盛
世江南”1-3号楼选房的各位被征收户见此通告后，带上身份证及安置补偿协议
原件等有效证件，前往“玉宇·盛世江南”安置房售房部物管办公室，办理接房手
续。2018年3月1日起，将停止发放过渡费。请各位被征收户相互转告。

特此通告。
二○一八年二月九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味蕾餐饮文化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224000016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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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10日
富庆公司渝A96651营运证500110048038遗失。遗失崔坤均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500101021509声明作废。遗失2016年9月5日核发重庆金
源物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331636943T
声明作废。轩泰公司渝BN5530营运证 500110066455 遗失作
废。遗失重庆财达物流有限公司陈庆安全员上岗证20142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精诚物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0MA5UQL8U9L)股东决定，
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2月10日

重庆瑞乾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65828028976）遗失
公 司 公 章 一 枚 ，章 编 号 ：
5003844004284；财务章一枚，编号：
500384400428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 蔬乐蔬菜种植有限公司农
村商业银行合川支行云门分理处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6196001账户
161901012001000399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茂吉吉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56872917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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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清扬劳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34MA5U4L4Y67)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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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10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惠德食品有限公司2018年2
月9日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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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辉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尹繁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224000011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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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景松林花木专业合作社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 ( 正、副本)，代码 ：
559006147；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
5002391002667；声明作废

重庆市南川区龙动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9666441603D）遗失公司公
章一枚，章编号：5003844001070；财务章一
枚，编号:500384100163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北碚区军队离退休干部管
理服务中心工会委员会法人资格证书
正、副本、工会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
（三 证 统 一 证 号 工 法 证 字 第
23001000179号）声明作废

竣工项目公示
由重庆宏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的李家沱街道公厕改造第

一标段（李八路、石坝滩、李九路公厕）已竣工验收。本项目所有民
工工资及材料款、设备租赁费等工程款项已结清，未发现任何工程
质量、安全事故和款项拖欠问题。本项目于2018年2月9日登报公
示，如有任何未结清款项和未处理结束的事件以及投诉请于2018
年2月15日前来电给我单位，逾期不与我公司申报备案的，请自和
承担法律责任。 联系电话：184231554755

重庆宏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0日

遗失重庆市达观利人艺术培训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500111008099336 1-1-1作废
遗失重庆市达观利人艺术培训有限公司税务
登记证副本渝税字500225345965414作废
遗失重庆市达观利人艺术培训有限公司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345965414作废

◆重庆市宇煌机械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遗失印章刻制、查
询、缴销证明，编号：公特50011420160823012声明作废◆范莉芹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
书编号：渝A042014099809声明作废◆个体户王华明遗失废品收购站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223600241461声明作废◆遗失马国令方洁丽之子马梓洋《出生医
学证明》，编号：M50017827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浩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6年5月31核发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3 份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2280736892919（1-1）、（2-1）、（3-1）声明作废◆遗失张芸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007811声明作废◆王春于2018年2月8日遗失居民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510221198002160622声明作废◆周亚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00104MA5XQ4Y214）遗失补办。◆遗失程俊熙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186274）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川区丰惠中药材种植有限责任公
司公章5003847019023，法人章郝玉川作废◆遗失九龙坡区九龙园区冯林五金机电经营部（纳税识别
号50023319921120639X01）发票领购薄作废◆遗失2017年06月15日发北碚区车管家汽车美容中心营业执
照正本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2500109MA5UN2JC3M作废

◆遗失重庆市合川区鹏涛科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5U6FFR3R核发时间2016-8-15作废◆遗失2016年10月31日发重庆市印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MA5U87ABXC作废◆董新 遗失建筑高级工程师证 012801000 157作废◆董兰遗失建筑高级工程师证012801000 158作废◆重庆科莱电梯设备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建设银行重庆沙坪坝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13617401声明作废◆遗失唐川，汪莹之女唐蕊睿2007.12.22在重庆大足区妇幼
保健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330104，声明作废◆秦红兵遗失重庆融创凯旋置业有限公司收据壹
张，收据编号0010748，金额壹拾万元，声明作废。◆遗失陈雯（身份证号51062319780513302X）
职业资格证书，职业：药剂，声明作废◆陈红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500113607311249 声明作废◆江北区维兰食品批发部遗失2014.5.19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105601611319，于2015年12月遗失，特此声明◆遗失2015.11.16核发的重庆凌予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09121509XQ声明作废◆煜洋物资有限公司渝AH5776营运证500222055302遗失注销◆遗失潼南区船长老火锅通用机打卷式发票，
代码150001611410号码42933131声明作废◆遗失蓝志荣渝D4R698营运证500226015208及卡作废◆遗失余晓红之子张宇轩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317961作废

◆遗失重庆爱米尔影院投资有限公司金税盘，纳税
人识别号 9150023158425592XD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哲为科技有限公司发票领购簿，纳税人
识别号91500107596719488J，声明作废◆遗失周承德残疾证51022219540207691644作废◆重庆稳当物流有限公司渝BY1551营运证500110058975遗失作废。◆重庆稳当物流有限公司渝AC377挂营运证500110058992遗失作废。◆谢国琼遗失重庆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丰都平都大道店发
票壹张，代码：050001700107，号码：32577811，声明作废◆遗失2012.3.13核发的重庆市丰都县煌达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第一分公司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230300009985作废◆遗失北碚区施家梁聚鑫建材租赁站公章5001092007845作废◆遗失铜梁区王氏皮鞋加工厂营业执
照正本500224200012280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航皓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渝津注册号：500381000043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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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晚报讯 （记者 陈富勇）春节出
行的车主将可少花油钱了。2月9日24时，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开启。重庆晚报
记者从市物价局获悉，成品油批发和零售
价格今日起将有所下调，92号汽油每升下
调0.13元，至每升6.97元，一般家用汽车加
满一箱油将少花6.5元。

据悉，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
价宽幅震荡走低。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
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国家
发展改革委下调了国内成品油价格。

来自市物价局的最新消息显示，我市最
新的汽、柴油最高零售批发价格也随之作出
调整，各油品每升下调幅度在0.13元~0.15
元之间。这也是7个月以来油价首次下调。

本次油价下调自今日零时起执行。

7个月来油价首降！
今起，92号汽油每升下调0.13元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唐中明 通讯
员 周怡）冒充淘宝代运营公司并进行虚
假刷单，继而诈骗淘宝店主，涉案的李某等
6人因涉诈骗罪，近日，市二中院对该案审
结。判处李某等6人有期徒刑4年6个月
至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
6万元至2万元不等的处罚。

2014年下半年，被告人李某与刘某
（另案处理）商量注册成立商贸公司，为淘
宝商家提供代理服务，收取服务费。同年
11月18日，刘某投资注册成立重庆久缘商
贸有限公司，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
某负责日常经营管理。

久缘公司在运行初期设定299元、599
元、899元3个档次的网店代理服务套餐，
并向客户声称购买套餐后，即可享受公司
提供的淘宝店铺装修、推广、提供货源及售

后等服务项目，骗取被害人购买服务套餐。
2015年11月，久缘公司增设7988元的

黄金VIP服务套餐和19988元的钻石VIP服
务套餐。当被害人选择购买低价位的代理服
务套餐后，售后部人员随后引诱、欺骗被害人
升级购买黄金VIP和钻石VIP服务套餐。

经查实，通过上述方式，2015年4月至
2016年7月间，李某等人骗取被害人王某、
杨某等71名淘宝店店主钱款共计人民币
36.5万余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对6名被告人进行了定
罪量刑。一审宣判后，李某等提起上诉。

经审理，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对被
告人的定罪及4名原审被告人的量刑部分，
撤销一审判决对二上诉人的量刑部分，依
法判处李某等6人有期徒刑4年6个月至
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的刑期。

组建公司虚假刷单
诈骗71个淘宝店主36.5万元

市体育总会
第三届五次全会召开

一批2018重点赛事签约
重庆晚报记者从市体育总会获悉，

2018年由重庆市各个体育社会组织主办
承办的主要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多达92
项，其中既有群众参与程度高的全民健身

活动，也有单项体育协会承办的重量级职
业赛事，无论是亲身参与还是到场观赛，
每个月都有不少精彩赛事供你选择。
重庆晚报记者 李卓然 钱波 摄影报道

2月 足球
2018阳光体育大会足球比赛
地点：大田湾
看点：聚焦中国足球希望之星

3月 徒步
2018健康中国行·走进大重庆
地点：主城或区县景区健身步道
看点：重庆大山大水之间徒步健身

4月 篮球
2018重庆市渝超·篮球业余联赛
地点：市内各篮球馆
看点：市内业余篮球巅峰之战

5月 羽毛球
2018全民健身快乐家庭羽毛球赛
地点：张亚雯俱乐部
看点：亲子上阵，还有望与世界冠军
互动

6月 登楼
重庆市国际登楼大赛
地点：渝中区WFC
看点：垂直马拉松，征服西部最高楼

7月 足球
2018重庆市沙滩足球
地点：待定
看点：换个场地踢球，别样的体验

8月 游泳
2018全民健身公开水域游泳比赛
地点：待定
看点：全民健身日十周年，盛夏就该
去江河湖海里游一圈

9月 铁人三项
2018年重庆长寿湖铁人三项赛
地点：长寿湖
看点：重庆业余赛事大 IP，挑战体能
极限

10月 龙舟
2018年中华龙舟大赛
地点：合川区涪江水域
看点：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比竞技更
重要的是文化传承

11月 足球
2018永川女子四国足球邀请赛
地点：永川区体育场
看点：铿锵玫瑰总能在重庆绽放得鲜艳

12月 登山
2019年迎新登高
地点：全市各区县登山步道
看点：用户外运动的方式迎接新一年
到来

◀迎新年
群众登高
比赛（资
料图）

▲我市群众体育赛事越发注重亲
子参与（资料图）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1801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9 6 0 9 7 1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804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7 8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804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7 8 1 5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2月9日

6 8 4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8040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2月9日

基本号码

12 02 16 26 07 21 20

特别号码

10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8018期

中奖号码：

征集刑事民事典型案例

重庆晚报征集具有典型教育意
义、社会关注度高、与群众关系密切
的身边案例、典型案例，针对性强的
刑事、民事案例，资深律师为你详细
剖析、以案释法。

我们将重点选取房屋买卖、交通
事故纠纷、婚姻继承、劳动权益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环
境权益保护、电信诈骗、刑事犯罪、毒
品危害等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案件
进行以案释法。

如果你或身边的人有类似经历
或遭遇，请致电13594168650，资深律
师为你详细解读。

▶永川
国际女
足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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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全市各体育总会负责人及各单项体
育协会、体育公司等体育社会组织代表齐聚市
体育总会三届五次全委会。会上不仅完成了市
体育总会第三届委员会的成员调整，更是对去
年一年的赛事活动进行了回顾，多家协会单位、

区县体育总会和体育产业企业在会上交流经
验，全国瑜伽比赛、全国垂直登高楼大赛、重庆
市业余足球联赛等2018年度重大群众体育赛
事也完成了签约，这一年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依旧精彩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