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晚报讯 （记者 陈英）“让科研
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把新品种、新技术
带到山区，看见带动农民通过种植中药材
脱贫致富，这让我很高兴，也有成就感。”日
前，重庆市中药研究院陈大霞获评2017年
度重庆市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她表示这
一荣誉将激励她继续开拓创新，发挥榜样
的力量，把工作做得更加出色。

今年49岁的陈大霞一直致力于中药
科研事业的发展，她研究玄参子芽的保存
方式给药农带来实质性的收益，提升了药
材的价值。据了解，现在玄参在南川、武
隆、秀山等地种植广泛，其经济价值也远高
于一般农作物。“农民种一亩玉米、土豆产
值在几百元，而一亩玄参的收益可以达到
2000至3000元。”

为帮助山区农村脱贫致富，陈大霞常
年下区乡、跑基地，在重庆渝东南、渝东北
主要中药材种植基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
培训，年培训500余人次，将新技术和新品
种引入山区农村，辐射到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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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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餐饮服务提供者禁用
亚硝酸盐、加强醇基燃料管理的公告

为防止误食亚硝酸盐导致食物中毒、误
饮甲醇导致人身伤亡，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现就餐饮服务提供者禁用亚
硝酸盐、加强醇基燃料管理公告如下：

一、禁止餐饮服务提供者采购、贮存、使
用亚硝酸盐（包括亚硝酸钠、亚硝酸钾），严防
将亚硝酸盐误作食盐使用加工食品。

二、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尽量采购使用乙
醇作为菜品（如火锅等)加热燃料。使用甲

醇、丙醇等作燃料，应加入颜色进行警示，并
严格管理，防止作为白酒误饮。

三、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餐
饮服务提供者的指导和检查，发现违反本公
告规定的，一律依法严肃查处。

特此公告。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8年2月6日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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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转让通知书
刘权辉先生（身份证号：500225198507043038）：

你于2017年6月9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签订了一份《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及抵押合同》（借款协议号
81112204324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向你发放
了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人民币357000元（大写：叁拾伍万柒仟
元整），因你逾期未偿还贷款，所欠贷款已由担保方重庆益睦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下称我司）于2017年11月15日为你进行
了代偿，代偿金额为334744.55元（大写：叁拾叁万肆仟柒佰
肆拾肆元伍角伍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于
2017年11月17日向我司出具了《代偿确认书》，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对你的所有债权已经全部转由我司享
有。我司于 2018 年 3 月 2 日与曾娅女士（身份证号：
51021219730815542X）签订了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已经将
针对你的全部债权转让给曾娅女士，由于无法通过邮件向你
告知，为了便于曾娅女士正常的履行权利，特向你发此通知，
望配合曾娅女士及时偿还所有欠款项。

特此通知
通知人：重庆益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4日
声 明

重庆市渝中区渝铁村8号2单元1-1#的房屋现遇政
府征收，该房屋产权人廖素英已故，现廖素英的继承人声
明该房屋继承人分别为：冯先铸，张志容，张志武，以上声明
人对本声明内容自愿承担完全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
●皓然公司渝BU2011营运证遗失●丰富物流公司渝D9X529
营运证500110062794遗失作废●福马汽车运输公司渝D81582
营运证500110045706遗失作废●坤辰汽车运输公司渝BV0257
营运证500110047962遗失●吉奥运输有限公司渝BR1215营
运证遗失●龙吉公司渝BF3988营运证500115025315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亿娇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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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军

注销公告：经重庆志容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327814997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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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14日

杨正容遗失南岸茶园新区恒大同景国
际城I组团-1号车库-21号车位定金收
据壹张，收据号:8006103,收据金额
10000元整,声明作废。

公 告
重庆腾耀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GB1297车主万洋请
你在登报之日起1天之内到公司办理该车保险业务，
逾期我公司按合同约定并在车管所申请注销处理。

减资公告
金融街融航置业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及工商局批

准，决定减少公司现有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现在的
5000万减少至2000万，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债
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务清偿或提供相应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逾期不申报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金融街重庆融航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4日

寻尸启事
2017年 12月1日15时，重庆市渝北区

回兴街道玫瑰城恋湖公园废弃样板房内发
现一未知名尸体，经工作，初步确认该尸体
为中年男性，身高161厘米，全身营养严重不
良，右面部巨大明显突出肿瘤，右拇指为双指
甲。根据现场情况分析，疑似以捡废品度日的
流浪人员。为尽快查明尸源，确定死者身份，
望广大群众发现符合以上特征的或有相关线
索，速与渝北区公安分局回兴派出所张警官联
系，电话02367456206

减资公告
金融街融玺置业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及工商局

批准，决定减少公司现有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现在的
6697万减少至1000万，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债
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务清偿或提供相应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逾期不申报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金融街重庆融玺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4日

减资公告
金融街裕隆实业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及工商局

批准，决定减少公司现有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现在的
5000万减少至1000万，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
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务清偿或提供相
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逾期不申报按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金融街重庆裕隆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4日

我单位：重庆市启智文教用品厂，曾用
名：重庆市沙坪坝区启智文教用品厂
在农行沙支行开户所用财务专用章遗
失，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玲寒霖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25320490977W）2018年3月8日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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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14日

重庆市江北区福宁村小学校工会委员
会遗失公章一枚、中国工商银行重庆
建新东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09858901声明作废

重庆科航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重庆市渝南自来水有限公司2016年“一户一
表”安装工程（含新安、旧改）劳务外包结算的通告

重庆科航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接的重庆市渝南自来
水有限公司2016年“一户一表”安装工程（含新安、旧改）劳务外
包工程现已全面竣工，按照公司管理规定向社会公示一周，如有
拖欠农民工工资、管理人员工资、材料款、以及其他与本工程
相关的费用，请自通告之日起一周内向重庆科航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清欠办公室申报（申报电话：023-74685181
1869644446），逾期申报，视为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管理人员
工资、材料款、以及其他与本工程相关的费用。

特此通知
重庆科航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二0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重庆东冶建设有限公司罗雪峰 渝建安 B
（2017）0094152已与单位解除了劳动合同关
系（或其他事实），现在失去联系，请见报后尽快
到公司办理证件调出手续。否则公司将申请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调入无关联企业库。

催告书
刘向东，男，汉族，身份证号码

512326196812200016，你未履行本
机关对你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
处 罚 决 定 书 》 武 执 【2017】
290011290102号)，现向你送达《催告
书》，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内到重
庆市武隆区交通行政执法支队履行伍
仟元的行政处罚。如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机关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可在接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
内向本机关进行陈述或申辩；逾期不
陈述或申辩的，视为放弃该权利。

重庆市武隆区交通行政执法支队
2018年3月14日

遗失吴周敏（2015.11.24签订）《玉清
寺新增储备片区房屋征收项目货币补
偿协议书》（编号：九征（2015）玉清寺
新增片区字第101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深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遗失三类人员A证一本：焦深烈：渝建安
A(2012)000243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2014年1月13日签发
的王峰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资格
证书编号0040265，注册编号渝284131337140，证
书编号00832675，聘用企业重庆市南川区西胜建筑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林吉吉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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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梦

行政处罚决定书
武执【2017】29000006号

李进，男，汉族，身份证号码
5123261978041075910，你 于 2017
年1月7日18时30分驾驶渝G7G922
在武隆县S203线林园处存在未取得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
输经营的行为的违法行为。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
三条的规定，现对你作出罚款壹万元
的行政处罚决定。你必须在收到本处
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重庆市武
隆区交通行政执法支队履行本处罚决
定。对逾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
的，将依法强制执行。你对本处罚决
定不服的，可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
六十日内依法向重庆市武隆区交通委
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在六个
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由于通过邮寄、直接送达方式均
无法向你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武
执【2017】29000006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满60日
即视为送达。

重庆市武隆区交通行政执法支队
2018年3月14日

减资公告：中电建路桥集团重庆江习高速公路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304911460E)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10亿元减至9.9亿元，根
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重庆市永川区卧龙初级中学校遗失
重庆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服务性收
费 专 用 收 据 （2014） NO：
0003799517- 0003799947（共计 44
份，第二联）作废

遗失：渝北区融达建材经营部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桥分理处）
开户许可证号J 6530019295304，账
号1303040120010001753声明作废。

公告:大足区交委注销以下驾驶员货运从业资格证：王炜500107198810278114高晓健511223198008127819张廷贵510223198212247315
张 均 树 500222198601081736 蒋 勋 杜 510231197309062777 赖 贵 华 500226198609202454 石 秀 金 500107198201196519 黄 世 中
510228196803294378肖春林511222198203165814陈华辉510902197208127734罗兴辉332623197507061978李天敏510215197109204216
彭 仕 良 511228197801112812 姜 学 国 500225199001061751 张 仲 怀 510232196506260715 曾 候 虎 500225198706053853 张 召 洪
513525197307216615王伟500225198704248913邓帮利50038119850716221X段含辉510226197209215130江友华510225197201262470张正
彬510230197702110513李道华500225198411261110曾正波510230197805126294杨武强500225198710032318贺肇金510230198109176874
彭章勇510225196909150234詹勇51021319810609851X刘忠510227196507078391段小波511622199007016412陈小平512928197511024610
钱 森 森 330325198212121215 丁 永 泉 510222197411030919 冷 家 兵 512322197406276014 杨 雪 冬 500102199311043698 陶 家 六
510225197009215551钟小冬500107198512137735孟世彬510213197602038917杨春芳511621198904143007许懿510214198010261737刘国
中500225199106167392高扬500225199408160735王胜500225198502093810蒋宇511023199111064979郑光学510230197202044636唐可云
510230197210164638杨运全510230196611134638赵学金510230196303055719梁培军500225199103262239薛太君510230197712262756李
亚雄500382199212256439梁光灵500113199305098413王万昌513030197202217017何映鑫510230197111165731殷正雄500227198503106911郑朝
刚500225198909110731彭国峰500230199507203252梁小龙500381198603152011周彬500107198804068516杨有发510222197501081912
远邦公司渝CK0907营运证遗失。茂隆物流公司渝BR0891营运证500110035890遗失。绥阳能凯公司贵CZP371营运证520323002053遗失。蒋
荣红营运证渝A70A88营运证500104004453遗失作废。忠源物流公司渝BX3832营运证遗失。聚升物流公司渝BV3636营运证500110040435遗
失。重庆奔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F3890营运证500115024198渝BF6982营运证500115026193渝BM6085营运证500115035116遗失注
销。旺友公司渝B3023挂营运证500115047768遗失作废；旺友公司渝BD9307营运证500115025571注销。汇金公司渝BT0550渝BT0225渝
BP6523渝BT0987渝BT0028渝BT0959渝B76857车辆号牌.行驶证.登记证书作废。汇金公司渝BT0550渝BT0225渝BP6523渝BT0987渝
BT0028渝BT0959渝B76857车辆号牌.行驶证.登记证书作废。驰旺公司渝B2X338营运证500110001225遗失作废。久发长寿分公司渝BZ6338
营运证500115044765遗失作废。丰硕公司渝BV1895营运证500110036518遗失作废。富鑫公司渝BV0052营运证500110037254遗失。云河公
司渝AD757挂营运证遗失。重庆名流物流有限公司渝BV9235营运证500110041741遗失。久发长寿分公司渝AE506挂营运证500115044764遗失
作废。成强公司渝BN3653营运证正本遗失。重庆淼汇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K0133车辆与公司失去联系，未按规定参加年检和保险，未交回
行驶证，营运证，牌照，登记证书。请车主在登报之日起三日内到公司完善相关手续，逾期公司将按规定向长寿车管所申请牌证公告作废。重庆宏立物流有限
公司渝BV2668营运证。鑫祥成公司渝DK6716营运证500110049087遗失作废。全宏物流公司渝ＧG1822营运证500231012304遗失。骏豪万盛
分公司渝BQ8103营运证500110010850遗失。卡乐公司渝BU2753营运证500110084536遗失。胜丰公司渝BV3820营运证500110051282渝
BU7667营运证500110084539遗失。重庆全朋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P6121渝BP0215车辆保险脱保请于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国家税费、保
险和车辆年审，行驶证、营运证、登记证书、车辆牌照、未交回，逾期未完善，将向车管所申请牌证公告作废，后果自负。丰荣公司渝BV1771营运证
500110047596遗失作废。

◆巴南区浩轩建筑机具租赁站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渝税字：500113L4387654X号声明作废◆遗失吴书之子王耀杰出生于2012年01月13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212247声明作废◆遗失黄兴尧张静之女黄宇帆出生于2008年01月11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217480声明作废◆遗失城口县魅力佳人化妆品零售门市2010年5月20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城工商葛城工商所注册号：50022960004745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綦江区聚坝果树种植股份合作社2015年11月18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2MA5U3M2J8J声明作废◆遗失綦江区陈家庄家庭农场成立于2014年11月25日的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270449401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綦江区聚人果树种植场2016年11月9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305116207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易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工商营业
执照91500230577155883W副本作废。◆遗失重庆市棋艺学校交通银行两路口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Z65300018086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武隆区天泰生态观光农业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5002325017085)、财务章（编号：5002325017086）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两江新区张香化妆品经营部2015年9月8日核发的税
务登记证副本，渝税字：51352319820812356201号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冷文生2014年4月11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
本，渝税字：51021119660715152402号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陶术健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90160017947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三毛物流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璧山支行
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3509501声明作废◆遗失铜梁区孟志勇矿山机械加工门市部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500224600238002作废◆遗失重庆市双桥经开区惠通家具经营部（微型企
业）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11201358071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岸区唐谢饭店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510223197110191133，声明作废。◆声明吴思怡姗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269911遗失作废◆吴廷富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6600152381作废◆遗失2017.3.21发江新执照正副本92500106MA5UFJ5C7A作废◆遗失2015.4.30发冷元学执照正副本500104600166548作废◆遗失2017.3.23发张继兰执照正副本500104609742864作废◆遗失刘菊国家税务通用手工发票代
码150001620531号码03676998作废◆遗失2011年4月6日核发铜梁区书萍发艺
室营业执照正本500224600161765作废◆遗失永川区秦煌宾馆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51023019761015629002作废◆遗失2017年07月10日发南川区滋趣饮品店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9MA5UPH5B8X作废◆崔哲男遗失大连万象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开
具的收款收据二份，编号0104248、0124249作废◆遗失曾佑熙出生医学证明R500141472作废◆遗失2015.3.11发杨庆余营业执照副本500109600122840作废◆遗失潼南区阳晓芹餐饮店通用机打卷式发
票代码150001620410号码42954150作废◆遗失2015年4月17日核发李兴叔食品流
通许可证正本SP5002241550053495◆江前遗失渝BP 0771经营作废许可证500115002161◆重庆怀宝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500107000064277）声明作废。◆重庆漫世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50011270533283）声明作废。◆遗失李世乐身份证500383199302067355作废◆ 遗 失 荣 昌 县 唐 四 娃 家 电 维 修 部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500226200011146税务登记证正本500226L43857875作废◆遗失高万福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226MA5UCGDC3R作废◆遗失深圳市全返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荣昌分公司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UJMY62N声明作废

◆荣昌县昌元镇方家坝食用菌种植场税
务登记正本500226573446245遗失◆黄七洲遗失2015年4月13日核发的个体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2600275580 声明作废！◆马本树遗失贵州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发票
号000070903820085484声明作废◆遗失李诗雨重庆龙湖医院出生医学证明H 500319157作废◆刘在兵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渝A042011009390作废◆杨利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S 证渝A 042014025223作废◆遗失2017.3.29核发的重庆市大足区雅伦美容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50846918802声明作废◆遗失2016.11.4核发重庆市世宽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各一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748P8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正特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及
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500105666407819，声明作废◆田灿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T)证 渝A052014023192作废◆重庆八斗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09651373F）
遗失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078009473声明作废

◆重庆秋田齿轮有限责任公司，税号91500104622001083H，
遗失已填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和发票联两联）1
份，代码5000162130，号码02641469，声明作废◆遗失武隆县适镁营销策划咨询服务部，税务登记
证副本，税号32102519540909142601，声明作废◆解占胜遗失化学分析工证书编号0531001600304452作废◆许太国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10214610422171声明作废◆杨茂碧遗失2015年01月12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6600237366，声明作废。◆南川区鸣玉镇黄珍云食品店（黄珍云）遗失2015.6.15发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384700046730声明作废◆唐天平遗失渝C0W380营运证号500381008812声明作废◆遗失渝北区睿妈电子商务服务部税务登记证
副本51303019810815083401，声明作废。◆遗失2016.01.19核发重庆硕茂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699255225T，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浩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
编号：（渝）JZ安许证字［2016］009156-01声明作废

◆遗失陈继英之子覃水《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F500186227声明作废

2018年梦想课堂
梦想沙龙
3月安排表

国美3月15日“黑色星期伍”大型促
销活动持续进行中，为了让消费者真正买
到低价商品，国美联合各大品牌厂家共同
开启“黑伍”，大牌联手制造低价效应，给
消费者带来真正低价的品质产品。

国美活动期间推出满1000省100；满
19800 送 43 英寸液晶电视；3C 单品满
1500直降100的促销活动。此外活动还
推出了诸多畅销特价单品，例如伊莱克斯
1P冷暖挂机，爆款价1399元；TCL65英寸
4K智能电视，爆款价3999元；美标智能电
子马桶盖，爆款价999元；伊莱克斯216立
升三门节能环保冰箱，爆款价1299元；美
的10公斤变频滚筒洗衣机，爆款价2398

元；海信7公斤波轮洗衣机，爆款价799
元；国美U7（4GB+64GB）人脸识别5.99
英寸手机，爆款价1299元。活动期间购物
享受十五天无理由退货；更有买空调享免
费安装普通支架、免收普通砖墙体打孔费
等10项全免服务；以上促销活动详询门
店。同时，3月15日下午3点，将在江北观
音桥大融城店邀请“morning”莅临现场
与消费者一起进行风筝的制作，也可以在
线上跟博斯星光网红艺人“morning”互
动交流。本次活动将在花椒直播平台上
进行全程直播，广大市民可在直播平台上
观赏到本次活动现场的火爆场景。

重庆晚报记者

重庆晚报讯 （记者 赵映骥 钱
波 摄影报道）由重报传媒、沙坪坝体育局
联合主办，西部电竞承办的2018重庆大学
城电竞大奖赛昨天正式启动。赛事共有英
雄联盟和实况足球两个项目，从今天上午
9点开始，所有年满18岁的电竞爱好者都
可以扫描右面的二维码进行报名，报名截
止时间为3月 29日 18点。4月 14日—6
月16日，32支英雄联盟战队和32名实况
足球高手，将在龙湖U城天街的U+学院和
西部电竞馆，按照世界杯的赛制，角逐3万
元的总奖金。

作为重庆主城区首次由政府官方机构
主办的电竞赛事，大学城电竞大奖赛力求在
每个细节都做到正规化，据西部电竞的赛事
总监谭子来透露：“首先我们的赛事被沙坪
坝体育局列入了2018年群众体育项目；其
次，赛事得到了腾讯电竞和重庆市电竞协会
的承认，赛事期间会有注册裁判执法，也有
志愿者服务；最后和马拉松比赛一样，我们
会给参赛选手发放装备包、参赛服，决赛还
会有直播，观众也可以通过竞猜加入互动！”

今年是世界杯年，赛事主办方为让参赛
选手和现场观众找到世界杯的感觉，决定启
用世界杯赛制：英雄联盟的32支战队和实
况足球的32名选手将被分到8个小组当
中，小组进行单循环比赛，小组前两名出线
进入淘汰赛；淘汰赛阶段，依次进行1/8决
赛、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为了鼓励选
手们取得好的成绩，赛事奖金也是相当丰
厚：英雄联盟冠
军 10000 元、亚
军5000元、季军
3000元，4-8名
1000元；实况足
球冠军3000元、
亚军2000元、季
军1000元，4-8
名500元。 ▲沙坪坝区体育总会秘书长冯化仕希望电竞赛事红红火火。

大学城电竞大奖赛正式启动

她带领村民种植中药材致富

了解相关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下 载 慢 新 闻
APP

3月15日国美“黑色星期伍”持续引爆山城
网红邀您一起做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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