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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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630》母亲节特别企划：
为山城父母种好牙

贴心护理、让你的牙永葆健康
超声波洁牙暖心价：188元
树脂补牙暖心价：200元起
全优护理，让缺牙的你拥有一口好牙
韩国高端品牌种植体暖心价：2800元（母
亲节专享）
二氧化锆全瓷冠暖心价：1180元（母亲节
专享）

报名热线：68160686

昨日，知名二级口腔医院联
合《天天 630》推出的“献礼母亲
节”特别活动正式启动，受到了
广大市民和孝心子女的关注，纷
纷打进报名热线，希望能在获得
口福的同时，也能申请到种植体
有限的优惠名额！因此，有种牙
需求的市民朋友，切勿错过良
机。预约热线68160686。

缺牙母亲为自己抢名额：
做父母的只想不给子女添麻烦

现年60岁的刘女士子女都
在外地，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她
总是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
条。对自己健康尤为关注，自从
牙齿缺失后，就一直在关注牙齿

修复的方式，去过很多家医院了
解过种植牙。但是因为多种原因
导致不满意。这次母亲节活动一
出来，刘女士就预约了。刘女士
说：平时觉得知名二级口腔医院
是国际连锁品牌，各方面条件都

是比较好的，以为不会有什么惠
民活动，没想到这次居然有优惠，
就赶紧为自己抢约了名额。

孝顺子女纷纷争抢活动名额：
父母有口好牙，是每个子女的心愿

“这次五一放假回家，发现
父母很多菜都没动，身体也比前
几年差了很多，母亲更是全口牙
齿缺失，牙齿的问题也影响了她
的正常社交，以前母亲最爱去跳
坝坝舞，现在都不去了。所以，
这次看到你们有这样大的种牙
优惠力度，就打算给母亲种口好
牙，算是今年送给母亲节的礼
物。”34岁的陈女士打电话预约
时说。

一口好牙，关系到晚年生活的质量
国际种植专家联手，母亲节“送口福”

很多中老年人因为长期缺
牙，只能吃流食，营养不均衡，身
体变差，威胁到晚年生活质量。
很多人缺牙后选择种植牙，因为
种植牙拥有独立的牙根，外观和
咀嚼性能媲美真牙，被称为人类
的“第三副牙齿”，是修复缺牙的
理想方式。据了解，活动期间，
中·意·韩种植专家团齐聚山城，
为帮助缺牙患者解决种牙难题，
早日用上新牙。每位专家都有着
丰富的临床经验，不仅能为患者
量身定制高效、省钱的种牙方案，
更能解决“钉子骨”、“纸片骨”、

“沙地骨”等种牙疑难问题。

山城缺牙父母，你想要什么样的种植牙？
安全的、牢固的、好看的、微创的、花钱少的？一个电话沟通种牙诉求，享母亲节特惠

国际种牙专家团，专注中老年种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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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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 失 公 告

认尸启事
2018年4月5日凌晨5点，大阳沟派出所接警称见一老

年男子躺在临江门五四路路口公路边，眼睛睁着，嘴唇缓动，
民警及120赶往现场后该人已死亡。死者年龄大概60岁上
下，体型偏瘦，头部前半部分秃顶，身边有一雨伞，一根扁
担。经公安核实，无法确认身份和联系到家属，请亲属见报
后速与解放碑街道办事处联系，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联系人：曹老师 联系电话：68815913
认尸启事

2018年1月15日10时，大阳沟派出所接警称在得意世界三
峡银行背后胖妹面庄一老人坐在门口脸色苍白。民警赶往现场
后将该老人送至重医附二院进行检查治疗，于当日下午经医院抢
救无效死亡。该老人上身穿浅灰色夹克，下穿黑色裤子，年龄目
测在60岁以上，经公安核实，无法确认身份和联系到家属。请亲
属见报后速与解放碑街道办事处联系，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联系人：曹老师 联系电话：68815913

认尸启事
刘德元，男，身份证号：510212196012120311，2018年4

月14日凌晨2点，大阳沟派出所接警称在渝中区八一路网鱼
网吧有一老人发病。民警及120赶往现场后检查到该老人已
死亡，经公安核实，因该人相貌与身份证照片出入较大，也无
法联系刘德元家属，无法确定是否本人，请亲属见报后速与
解放碑街道办事处联系，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联系人：曹老师 联系电话：68815913
认尸启事

代远强，男，身份证号：510226195309233679。
2018年4月4日21时左右，大阳沟派出所接警称在渝
中区较场口磨坊巷21号7-3有一老人去世。民警及
120赶往现场后确认该老人已死亡，经公安核实，无法
联系到代远强家属，请亲属见报后速与解放碑街道办事
处联系，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联系人：曹老师 联系电话：68815913

重庆平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拟吸收合并重庆伟思泽塑胶制造有限公司的公告

重庆平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合并方”）拟吸收合并
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伟思泽塑胶制造有限公司（“被合并方”）。
合并后，合并方存续，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不变，被合并方解散
并注销。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并各方的债
权债务均由合并方承继。请前述两家公司的债权人，自接到书
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可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合并方与被合并方将按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孙瑜、赵雪梅 电话：86856612、86856813

地址：重庆江北港城南路13号
重庆平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重庆伟思泽塑胶制造有限公司

2018年5月4日
荣昌区双河街道刘元芳副食店遗
失2017年12月11日核发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500226MA5YLWXM9W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宏谟建材有限公司2017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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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成志

重庆高速集团2018年GF标桥隧
定期检查项目

长万路、石忠路段占道施工公告
为了确保长寿至万州、石柱至

忠县高速路段桥梁、隧道及跨线人
行天桥的安全运营需占用长万路、
石忠路段应急车道和右侧部分行
车道进行桥隧定期检查。为保证
定期检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现
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2018年 5月 9日至 2018年 6
月9日（每日08：00至18：00），对
长万段上、下行线进行占道施工，
施工期间占用路面最外侧应急车
道和右侧部分行车道。

2018年6月10日至2018年7
月10日（每日08：00至18：00），对
石忠段上、下行线进行占道施工，
施工期间占用路面最外侧应急车
道和右侧部分行车道。

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按
现场交通标志指示通行，因施工带
来的诸多不便，敬请谅解与支持！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3日
遗失渝北区龙塔街道兴远通讯器材
经营部在中国银行江北支行海尔路
分理处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30026123601（账
号：11301237026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安信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5KF19F）经股东决
定解散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债
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办理债权债务相关事宜。2018年5月4日
● 重庆鑫融运输有限公司渝
BR5708营运证遗失● 森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Y7828挂营运证遗失作废●轩福物流公司渝AE538挂营运证遗失作废
重庆帝宏展览展示有限公司遗失工行朝天门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19976901账
号310002070920008010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帝宏展览展示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壹枚，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以下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遗失：田维均512301196411254830廖正余500102198701246250盛益托500102199103156938
易秦奇 500102198707228694 李伦 500102199208120579 谭田雷 500230199310183251 王键 500102198906137218
张生阳512301197701076638 彭波 50010219840815869X胡宗华512301197407188479 叶小军512326197508076959
张陵锋 512301198308176135 彭小科 512301198110231514 汪兴果 512301197901285995 李林 512301197506278613
李 杰 500102199306301330 彭 伟 500102198706151357 况 贵 川 512301198101219193 秦 星 500102199303118733
黄在平51230119651217025X陈黎果512324197302173873周红512301197503052897申启凡51230119720404431X
舒泓霖 500102198806039717 罗万权 51230119641111585X 黄楠 512301197306236646 胡安定 500102198603046896
张金桥 512326197303242191 肖顺 500102198408130515 王爱 500102198810064632

遗失重庆千美多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
号：91500105MA5U6R4W7N）于 2018年 4
月23日开给重庆市礼仪之邦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纳税人识别号：91500000693909101F）
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发
票代码：5000174130，发票号码：03912201，
价税合计10198.5元，声明作废。

关于废止“关于设立区县服务点的决定”
（渝中小创服[2018]016号）文件的公告
因中心工作安排，经中心会议研究决

定，不在重庆市各区县设立服务点，废止
“关于设立区县服务点的决定”（渝中小创
服[2018]016号文件）。特此公告！

重庆市西南中小企业创业服务中心

万州区王牌路恒鑫通讯器材经营部遗失重庆市
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名称为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发票代码：
150001440078，发 票 号 码 ：08741063-
08742000，特此声明空白发票作废

遗失武隆县桂英副食店通用手工发
票（三联百元版）一本，发票代码：
150001520531，发票起止号码：
11198501-1119852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谭月儿副食经营部注册号
（500101200018464）投资人决定，本企业拟注销，按《个人
独资企业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之
内到本企业申请债权。联系电话13638274166，联系人向
红，重庆市万州区谭月儿副食经营部。2018年5月3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张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YPPKQ10）股东
会决定，现将原注册资本由600万元减少至401
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相关债券债务人
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减资公告：重庆全方位家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062896340A)经股东会研究决
定注册资金由2009万元减至1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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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4日

声明：重庆七月远景广告策划有限
公司遗失2016年11月23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097121166T，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盛区黑山兔业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号5001102100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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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4日
注销公告：彭水县隆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3331674712J）经成员大
会决议，本合作社拟将注销。请各债权人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2018年5月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海莱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
5001062101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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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海莱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5月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海莱欣阳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号5001062104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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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海莱欣阳装饰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5月4日

注销公告
钟志阳诊所经决议将注销本诊所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号
PDY60161650010417D2122） ，
特此公告。2018年5月4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翔博重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陈文君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
劳人案字〔2018〕第852号。因劳动报酬争议一案，根据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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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下午14时
00分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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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4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铁安物资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皮磊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
劳人案字〔2018〕第977号。因劳动报酬争议一案，根据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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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上午9
时00分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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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4日

声明：遗失重庆万友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江南分公
司开具给张涛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联,注册登
记联,报税联,抵扣联)：发票代码150001722060发票
号码 00732212 金额 72900 元，以及合格证(编号
WDV085017224195)特此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春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于2017年12月22日受理的陈林诉你司工
伤保险待遇争议一案，已于2018年3月12日开庭审
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219号仲裁裁
决书作出裁决: 一、申请人陈林与被申请人重庆春洋
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之间用工关系于2018年3月10日
终止；二、由被申请人重庆春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支
付申请人陈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9400元、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 33696 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67392元、停工留薪期待遇32400元、鉴定费400元、
鉴定检查费558元、交通费300元。以上第二项共计
194146元（大写：壹拾玖万肆仟壹佰肆拾陆元整），此
款应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支付完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
五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本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
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一
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
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5月4日

遗失黄祖田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51023219630526137501、通用手
工 发 票（三 联 百 元 版）代 码
150001620531 号码 05231466-
05231475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岱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UC465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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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璧山区阿灯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注册号500227008025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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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云阳县后叶黑木耳种植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509120923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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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陈忠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0MA5URQFN5F）
股东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至80万元
整。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三径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304844472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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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璧山区老灶台酒楼税务登记证副
本51023219670212113001作废●遗失璧山区老灶台酒楼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JY25001200041001作废

遗失2017年02月24日发修正堂大药
房 北 碚 一 店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92500109MA5UCBJ936、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50022119851223452X01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鸿野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8MA5U4Q1X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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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四川晟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韦宗图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
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917号。因工
伤保险待遇争议一案，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
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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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上午9时30
分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207室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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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4日

渝中区佳宇美容美发用品经营部
遗 失 通 用 手 工 发 票 ，税 号 ：
511023198106195427，发 票 代
码:150001220531, 号 码 ：
03376526-03376550，声明作废
重庆慕端餐饮文化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重庆两路口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75204401账
号 3100021309200199530，声明
作废

重庆健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1本：发票代
码 150000821035 发 票 号 码
04134701-04134725，声明作废
遗失梁平县嘉成硅钙板厂（账号
3108010120440000992）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梁平支
行七桥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675000708701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海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62100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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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海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5月4日
●遗失重庆欧西里斯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编号5001035016089）声明作废●遗失杨睿2013年6月20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渝江华新街500105600332767声明作废●遗失2015年06月24日发云阳县宏建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500235008093717作废●遗失四川美术学院版画系刘泱钰学生
证，证号2015210145声明作废

重庆安嘉物流有限公司营运证渝 BZ8017 渝 B2A376 渝 B0A256 遗失作废。达晖公司渝 BN8530 营运证
500110002603 遗 失 作 废 。 重 庆 紫 皓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渝 B81Z56 营 运 证 500103018695 渝 BE6900 营 运 证
500103023900 注销。圣图公司渝 D19665 挂营运证 500110073452 遗失。遗失阅宇公司渝 BZ7397 营运证
500110063226作废。鸿山公司渝D61C37营运证500103030879遗失。耀富公司渝BQ1028营运证遗失。翼万玖
发物流公司渝B5A670营运证500110068564遗失作废。佳宇公司渝BH5879营运证遗失作废。成泰物流公司渝BⅤ6688营运证遗失作废。坤驰公司渝B55N76营运证遗失作废。九辉物流公司渝B0A560营运证500115046161灭失
注销。广泰公司渝GB2872从即日起灭失注销作废。重庆泰源公司渝BL3780渝BE2760渝BG7368渝BH3975渝
BH6963渝BH7191渝BH8511渝BJ1162渝BJ2797渝BJ7295渝BJ8350渝BJ8678渝BJ8882渝BL2613渝BN3528渝
BJ3235以上车辆保险脱保请于登报之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国家税费，保险，行驶证，运营证，车辆牌照未交回，逾期未完
善，将向运管所申请道路营运证作废，后果自负。李姚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500382011516 遗失作废。

●遗失梁平县煜盾刻章有限公司2016年12月
1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228MA5U9F0B3G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鸿凯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222000037823，成立日
期：2012年9月12日声明作废●王勇遗失重庆交通大学毕业证书，编号：
106181201105002893声明作废●重庆市南川区勇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500119305148014、组织机构代码证305148014声明作废●重庆乐迪熊餐饮娱乐有限公司遗失娱乐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编号500106160118 ，声明作废。●注销公告：重庆昱耀钢模制造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42103958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吴朝兰因故遗失重庆市驰程百旺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两千元保证金收据一张声明作废。●遗失2016年07月21日发重庆佳岳建材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91500103578991584K，声明作废。●遗失2016年03月14日发重庆兴味食品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91500107MA5U50GA4F，声明作废。●遗失2016年09月23日发重庆零食日记食品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91500107MA5U7RHB37，声明作废。●遗失2016年10月14日发重庆本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915001126635511966，声明作废。

●张真男遗失医师资格证199850141510223631014815作废●韩向宇遗失重庆工商大学三方就业协议2018-0003455作废●遗失文小容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5072737作废●马兴炜遗失重庆工商大学体育学院毕业证
书，编号：117991200805004191，声明作废。●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保险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代码5000172320，号码03216259,声明作废●王伟遗失建筑起重司机T证渝A042011014751作废●遗失重庆浅水龙工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渝BB9583
营运证正本（证号：500104003483），声明作废。●遗失胡李刚重庆二级水利水电建造师注册证
书和印章，注册编号渝231131336479作废●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遗失稽查证：编号1042，作废●经营者周发秀遗失于2018年3月16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5YAHTP7K，声明作废●经营者唐扬遗失于2017年5月25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7MA5ULN6C7H作废●万小龙遗失测量员证,证号渝1530052049186,声明作废●重庆西部国际涉农物流加工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会组织机构代码证遗失（证号339536875）声明作废。●重庆沃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二级建造师蒋凤英注册证
书编号01031280遗失，特此登报声明作废。●刘禄荣遗失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500113607343824 声明作废●本人王葱将重庆市驰程百旺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肆仟元整保证金收据遗失，现声明作废●渝中区可购便利店遗失2017年06月05日核发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3MA5UM7ET9M作废●重庆名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76689131338)
遗失金税盘(盘号44-66160145918) 声明作废●遗失马英之子颜皓《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F500009551，声明作废●遗失杨序军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0122080作废● 遗 失 个 体 户 何 倩 （ 税 号
41010219690126254507）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区花生坡蔬菜配送中心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渝中区大卫石材经营部遗失重庆国税增值税专用发
票00372206号第一联和第四联，声明作废●刘兴遗失导游资格证书编号：DZG2006CQ10804，声明作废。●遗失2014年4月28日核发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智鑫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40000589948声明作废

●重庆市永川区良信置业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西大街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9986601账号113041811019声明作废● 南 岸 区 鸿 祥 广 告 设 计 工 作 室（ 税 号
51232319810228741x01）遗失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沙坪坝区原样咖啡馆遗失2016年08月17日核发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6608382804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川区合溪镇广福村一社韦小志房地产
证书号丁304号，房地产证，2011字，第18999号作废●遗失2016.7.11核发铜梁区新概念小吃店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25001510000432作废●遗失重庆市壮伟建材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为5003844006264作废。●遗失2014年12月08日发南川区流水人家农
家乐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4603710433作废●遗失重庆瑞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编号JY25001090026603作废●遗失庞开伦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32197506147717作废●遗失2016年05月31日发北碚区歇马镇彭元元白
酒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9607883548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川区东豪矿产品有限公司公章
5003844002054、财务章5003844002055作废。●遗失屠春碧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500112600351145声明作废●重庆久福物流有限公司渝AF850挂营运证500110064114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市茂山运输有限公司渝AG6068运输证作废● 兹有城口县鼎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二级建造师市
政专业张春杨执业印章丢失，特此登报作废●遗失2014年10月09日发远成集团重庆物流有限公
司黔江经营部营业执照正本500900300079970作废●遗失温豫川安全员证证书编号渝
1220004102000声明补办●遗失关海兰营业执照正本500224600313791作废●遗失鄢姝涵女出生证编号: Q500191105，声明作废●沙坪坝区欣奕天星美容服务部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务登记证号51028219791114146X01，声明作废●重庆旺凯机械加工厂遗失重庆农商行沙坪坝支行回龙坝分理处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6885701账号0306010120010011265作废

QQ大数据发布2018全国城市年轻指数

非一线城市吸引年轻人关注
重庆晚报讯 （记者 万里）5月4日，QQ大数据发

布了《2018全国城市年轻指数》（以下简称为《指数》）报
告。该指数基于腾讯QQ7.83亿月活跃用户，以15-35
岁年轻群体为研究对象，根据城市年轻人口占比波动、
2017年全国城市年轻指数等多项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以
反映年轻人在城市选择方面的偏好和趋势。

《指数》显示，一线城市平均年轻指数为79，较去年
78有小幅度上升，二三四五线城市平均指数与去年持
平，分别为74、69、65及64。虽然生活成本相对较高，但
是并没有打击年轻人对于一线城市的热情，这表明并不
是所有人都在“逃离北上广”。具体到各城市，贵阳市以
88的城市年轻指数超越深圳市，一跃成为全国“最年轻
城市”，玉溪市也首次挺进全国城市年轻指数前三。一线
城市方面，北京市较去年提升了4个名次位居全国第16
位，上海市、广州市、天津市则依旧无缘TOP20。

在二线城市中最“年轻”的是南昌市，城市年轻指数
达到85，苏州市与武汉市紧随其后指数为83。二线城市
中，排名前8位的城市年轻指数均超北上广，占全部二线
城市的1/3，可见年轻人在选择发展的城市时有更多理
性的考虑，而不只向往北上广的奋斗人生。而洛阳市、兰
州市分别以年轻指数79和75首次带领北方城市进入三
线城市TOP10。玉溪市以年轻指数86一跃成为四线城
市之首，同时一路冲进全国城市年轻指数前三。随着新
鲜事物向三四线城市的迅速扩散，一直在输出年轻人口
的四线城市减缓了人口流失的速度，吸引了更多年轻人
的目光。

从《指数》来看，虽然五线城市的平均年轻指数与
2017年持平，但TOP10的城市年轻指数均有下降，这说
明五线城市的年轻程度趋于平均。QQ大数据连续三年发
布《全国城市年轻指数》报告，通过对QQ7.83亿月活跃用
户的城市分布情况进行分析，让更多人看到年轻人的发展
偏好，用数据见证年轻一代为中国带来的改变。

CGC女孩大赛
开启山城首个时尚养成女团计划

由大融汇CGC PARK主办，新女报时尚传媒
集团承办的CGC女孩大赛在5月3日已经开始网
上报名环节了，以时尚任务、时尚展演、动态热点互
动、即看即买场景展陈秀等全新形式的CGC，开创
了山城首个大型时尚养成女团计划——“CGC时
尚练习生”。

本次大赛将在重庆招募100名CGC女孩，通过
30天的练习生计划（每周1-2次专业课程，化妆搭配
技巧教授与大片拍摄指导），一场线上筛选，两场落
地PK和一场偶像女团练习生展演SHOW，最终将
确定9名女孩作为CGC真命天团联手出道，立体互
动打造属于中国女孩的时尚偶像养成女团CGC：
China Girl Collection。不仅有高额奖金分成，还
有机会走上国际T台、出演网剧等多种发展通道。

据悉，CGC女孩的Center girl“C”位女孩更将
获得3万置装奖励、国际时
装周头排看秀（包往返机票
及 住 宿）、同 时 成 为
EASTIME签约女模、获得
杂志封面女郎和明星同
台演出机会等。此次选
拔的 CGC 女孩年龄在
16—26岁之间，籍贯不

限。通过近几日的报
名，5月8日将迎来线
上海选，5月13日则
进行第一次落地选
拔，5月20日迎来终
极选拔，CGC秀展演
则 在 5 月 26 日 上
演。 重庆晚报记者

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
首次在中国举办大型展览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与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
会（以下简称“卡地亚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展览
——“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陌生风景”日前正
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时间将持
续到7月29日。卡地亚基金会从其1500余件藏
品中精心遴选出近100件/组标志性艺术作品，首
度大规模向中国公众呈现。

展览“陌生风景”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
龚彦、卡地亚基金会馆长埃尔维·尚戴斯与策展人
费大为的相遇应运而生，正如展览名称所示意，这
是一场旅行的邀约。在本次展览中，生物声学家
伯尼·克劳斯（Bernie Krause）的装置作品呈现
了艺术与科学的碰撞。同时，让-米歇尔·阿尔贝
罗拉（Jean-Michel Alberola）和克里斯蒂安·
波尔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受本次展览
的委托特意创制了新作。

同时，“陌生风景”也旨在展示卡地亚基金会长
期以来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尤其是对并不为
人所熟知的年轻艺术家的发掘。正如早在20世纪
90年代，蔡国强和黄永砯正是在卡地亚基金会的
推举下，助力他们进入了欧洲艺术圈和公众的视
野。在本次展览中，艺术家高山、胡柳和李永斌将
特邀参展，期待他们的作品与卡地亚基金会收藏的
作品之间形成共鸣或对话。 重庆晚报记者

◀展览作品：
罗恩·穆克
《在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