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动A06
2018年7月10日 星期二

责编 余麟 图编 张路 美编 王彬臣
责校 蒋国敏 王彬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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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互动游戏不仅能够实现公益热
情，还能赢取超值大奖！即日起至2018年
9月30日，下载小程序“悦行越快乐”，即
可参与由中国工商银行发起的大型国民悦
跑健走活动，玩转趣味黑科技小程序，畅跑
线下百城赛事。荣登活动总榜前1000名
的跑神，还将获得超值大奖。

据了解，在“悦行越快乐”的世界里，只
要你每天积攒并捐出自己的行走步数，就
能参与工行“悦行绿色计划”，当悦行世界

累积总步数达到100亿步时，工行将种植
10000棵树回报大自然。同时，当参与者
的能量累计到一定程度后，还可兑换“真金
实银”般的奖励。例如，头号跑神将尊享英
超之旅；2-5名跑神将获得大疆无人机一
台；6-10名跑神将获得iPad mini4一台
……总之，凡参与活动并进入前1000名的
跑神都可赢得奖励。

除了线上的精彩活动，工行还在线
下推出了近百种经典悦跑路线，将在北

京、云南、重庆、上海、内蒙古、香港，还有
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开展线下活
动，泥泞跑、泡泡跑、亲子跑、情侣跑……
你所渴望的各种悦跑形式，应有尽有。
如果你是奔跑达人，如果你想通过奔跑
认识更多好友，可通过关注微信“工银融
e行”公众号和工银融e联“悦行越快乐”
公众号加入悦跑战队，及时了解线下赛
事具体信息。

重庆晚报记者 吴京俣

泰康人寿
第十八届客服节开幕

近日，以“新生活，心体验”为主题的泰
康人寿第十八届客服节正式拉开帷幕。泰
康在国内首创的“保险+医养康宁”战略深入
推进，使广大客户可以更加真切的体验，虚
拟保险产品与实体医养服务相结合的优势。

据了解，本届客服节推出“五大亮点”，
助力客户享受升级服务。亮点一：在泰康
人寿新生活广场、拜博口腔门店和高端客
户专属活动上，邀您与“健康体验”有个约
会；亮点二：在“泰康人寿”服务号上，开通
上线泰康服务、泰康福利两个平台，打造方
便快捷新体验；亮点三：对重疾保额低于20
万的客户加保送健康，保障更全面，保险更
安心；亮点四：温馨理赔服务，重疾先赔，为
您雪中送炭，高客现场理赔，贴心服务无微
不至；亮点五：在客服节期间，同步举行“新
梦想，新风采”客户服务大赛，全员比拼服
务质量，切实有效提升服务品质。

重庆晚报记者 吴京俣

近日，“浦发·中国移动5G金融联合
创新实验室”揭牌仪式在上海举行。

“浦发·中国移动5G金融联合创新实
验室”是浦发银行与中国移动在前期战略

合作基础上的又一次跨界创新。浦发银
行与中国移动将通过“浦发·中国移动5G
金融联合创新实验室”，紧密连接前沿科
技与金融业态，共同研究推进基于5G的

智能网点建设、用户体验创新、风控管理
优化等新业务、新服务，打造高效、直达、
智能、共享的一流数字生态银行平台，融
入垂直行业和新兴产业，构建开放共赢的
金融服务生态圈。

重庆晚报记者 吴京俣

浦发·中国移动5G金融联合创新实验室揭牌

悦行越快乐 超值赢大奖
工行“悦行绿色计划”捐出每天行走步数即可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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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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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铺招商招租
南岸区南滨路阳光100国
际新城，现有部分文旅街
区商业、社区商业、办公
用途等商铺招商招租。

电
话
15823988917
023-62880999

清算公告：我司承建的丰都庙嘴污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工程土建及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工程
项目已于2018年3月25日竣工，现我司成立
清算组处理该项目债权债务事宜。请与本项
目关联业务机构及个人，见报后起45日内持
相关合同及证件向清算组申报，逾期按相关
规定处理。 联系人：肖先生 13628406512
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07月06日

注销公告
重庆市土地储备工作研究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1500000572137408Q），经全体
会员代表大会研究决定，本会拟将注销，根据
社会团体组织注销清算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会办理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华睿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06826546X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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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鹏运仓储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77177817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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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蕴欧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给黎
安平、刘海容的欧鹏23-25-3住房的
两张收据，票号 A00063600，金额
93936 元 ，票 号 A00063599，金 额
14544元声明作废

遗失徐娜、重庆文化产业融资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质设立登记
通知书（开工商）股质登记设字
（2016）第005394号作废

遗失王家明、重庆文化产业融资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质设立登
记通知书（开工商）股质登记设字
（2016）第005391号作废

注销公告：经原荣昌县峰高镇云教苦藠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500226NA000159X）成员大会决议，
本社拟将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规定，请有关债权债务人在公告登报之日
起45日之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綦江区瑞祥珠宝行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綦江支行打通
分 理 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530061219001， 账 号:
114401012001000336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渝之旅宏帆路门市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旅游服务专用收
据一份，收据号：0076731，特此声
明整份空白收据作废
渝北区鑫铭洋汽车清洗服务部遗
失 通 用 手 工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150001620531， 发 票 号 码:
11211201-1121122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菲格玛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569910340K）
股东大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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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新桃园电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1MA5U830K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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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善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43MA5YP8W76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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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程飞、重庆文化产业融资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质设立登记
通知书（开工商）股质登记设字
（2016）第005395号作废

重庆市大足区昊毕机械配件厂遗失增值
税普通发票一本，（普通手工发票三联百
元版 190㎜Ⅹ 105㎜）发票种类代码
42036 发票代码 150001520531，起号
07506776.止号.07506800声明作废

遗失周敏、重庆文化产业融资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质设立登记
通知书（开工商）股质登记设字
（2016）第005408号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良泰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224MA5U7Y7W0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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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市强超商贸有限公司在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奉节支行新城
分理处的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
J6677000916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孙乾芳、喻祖鹏、喻内敛遗失购

买白象街二期街商，房号3-1-11，
收据一张，收据编号：0003952，金
额：85288.29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任毅，身份证号码：411481199102130112，购
买紫御江山天誉项目7-3005号房，现定金收据（票据号：
CQZY18953 票据金额￥：50000 元，验证码：49a7e5f9-
eaaa-4138-b05e-72f513f770f5）遗失，特声明作废，由此
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九龙坡区文星酒店用品经营部（新税号92500107MA5XUL-
DU50，原税号510223197707045112）遗失重庆市九龙坡区国家
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代开给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第2联、第3联）1份（发票代码5000163160，
号码00419602、金额47076.70元、税额1412.30元）特此声明

声明
何 琦 系 我 司 会 计 人 员 ( 身 份 证 号 码 ：

510109199308078624)，经数月多次联系未果，现
通知你于三日内回公司办理工作交接事宜，逾期未
归，按照相关规定处理！重庆创志机器人有限公司

锦怡公司渝BZ6671营运证500110065380遗失。耀佳公司营运证渝BS7038遗失。银泽公司渝BR0771营运
证遗失。重庆市华廷建玲物流有限公司渝BD8335营运证 500112013312 遗失声明作废。五尊公司渝
A60606营运证500222030450遗失。元仁物流公司渝A96190营运证500110050063遗失。陆谦公司渝
BJ8862 营运证 500110039907 遗失作废 。鸿山公司渝B9D895营运证 500103021152 渝 B3D619营运证
500103020602 遗失。国壮公司渝B7A338 营运证 500110069919 遗失。渝润泽公司渝B6A879 营运证
500222057210遗失。盛投公司渝BU1266营业证500110074498遗失。万事如意公司渝A93387营运证
遗失。旺越公司渝BU0979营运证遗失。融亿公司渝B90U52 营运证 500110034558 遗失注销。重庆华
旭物流有限公司渝BR5231营运证500110014475遗失作废。祥宝公司渝B9A990营运证500110072522
遗失。慧鸿公司渝 D82863 营运证 500222059723 渝 D91195 营运证 500222074810 遗失。宝顺公司渝
BS1820营运证500110019013卡遗失作废。文学渝Ｇ28911经营许可证号500231011873遗失作废，白孝
友渝ＧF8623营运证500231010903遗失作废，遗失2017年 7月18日核发的经营许可证文学的营业执照
号500231610678948声明作废。天浩公司渝BU2687营运证500110025830遗失作废。遗失胡吉君车牌
渝C9J602营运证500226009233声明作废。康鸿公司渝BV5393营运证遗失。

注销公告：经重庆希伯来蔬菜销售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339528816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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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忠县快洁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33355657466W）股东
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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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忠县观尔咀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33MA5U6YC13N）股
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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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岳培于2015年7月-9月向重庆巴南万
达广场支付履约保证金票据号0000246号金
额17110.46元装修押金票据号 0000011号
金额10000元物业保证金/质量保证金票据
号0000105号金额32114.8元P0S机押金票
据号0001136号金额5000元履约保证金票
据号0000017号金额36947.94元作废。现
票据遗失登报以此说明

●重庆拓兴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D69158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开隆运输公司渝BL1972营运证声明作废●森勃汽车运输公司渝B2A712营运证遗失作废●綦江区发家致富汽车运输公司渝D80159 营运证500222077468 遗失作废●森勃汽车运输公司渝B2A228渝BZ6157渝AJ609挂渝BZ5312营运证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市铜梁区文化委员会重庆市社会团体
会 费 统 一 收 据 (2006)000406801-
000406900.000415251- 000415300.000417851-
000417900.000418651- 000418750.00419301-
000419400.000424201- 000424250.000424701-
000424750.000428751- 000428800.000429201-
000429250号.(2007)001111301- 001111400.001112101-
001112150.001115251- 001115300.001115751-
001115800.001116451- 001116500.001132751-
001132800.001124751-001124800作废

遗失重庆胜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8年7
月6日开给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
公 司 重 庆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5000172320 发 票 号 码 28473780 和
28473781（第二联：发票联）特此声明

杨力成遗失西永项目恒大优活城四
组团五栋1-902号房收据，编号
0008790，金 额 20000 元 ；编 号
0011383，金额 117670 元；编号
0011382，金额19725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聚盟汽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MA5U81JP5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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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刚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号500103007424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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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昕琴科技有限公司2018
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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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雪琴
注销公告：重庆市永川区秋益水稻种植股份
合作社（注册号500383NA00084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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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博士智能照明电器开关有限公
司2018年7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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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志华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隽慨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4MA5UD70X3R）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1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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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10日
声明：重庆市丽锦建筑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遗失4塔吊备案证，编号：
渝BN-T00855；渝BN-T00862；
渝BN-T00907；渝BN-T00908，
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新世界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渝B7T287
车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0020993声明作废。●遗失徐飞凤之女屈曼莉《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L500159978声明作废● 遗 失 余 明 双 （ 身 份 证 号 ：
512329195507100013）医师资格证书，证
号：199850110512329550710001声明作废●遗失张金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36230119780809351X作废●遗失2016.12.6发杨光勇营业执照副本92500243MA5U8X2T7Q作废●遗失叶良富残疾证证号：51021519520316601862声明作废●遗失徐铭浩出生医学证明L500274977作废●遗失胡建税务登记证正本51022419690424591601作废●遗失高代东营业执照副本500224605679261作废●遗失郎红梅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011709101956作废●遗失2016.4.28核发重庆强鸿实业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915002243277730725作废●遗失2016.4.28核发重庆市铜梁区天河网络服务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331694035B作废●遗失2016.3.30核发重庆洋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3557127959作废●遗失李秀英手开发票代码150001320531
号码06149576-06149600作废●重庆市展博展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渝GA2236营运证号500384010229作废●遗失重庆市大足区叮香兔中餐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足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4409901作废●遗失2017.3.6发重庆浏泓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MA5UCYTF9J作废●遗失重庆神宇安全设备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本
500117084685085、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084685085作废●遗失丰都县高家镇聚福楼酒店税务登记证正本
512324197306283893作废●遗失个体户朱小书交通银行重庆分行巴南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0615101作废●遗失2015.11.24发重庆市荣昌区火山石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U3PPD3K作废●遗失北碚区龙凤街道龙车村龙车社杨兴会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CQ091403100079作废●遗失璧山区南河御景湾渔味源餐厅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JY25001200007935作废●遗失:北碚区东实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社会信用代码:
512322197907103234，编号JY25001090022878(1-1)声明遗失

●遗失两江新区高堰餐馆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JY25003590033429作废●遗失重庆佳泽果品有限公司公章一枚（500105000138032）作废●遗失重庆市团石大酒楼营业执照副本500381200224385作废●重庆丰汇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阳光财险出具的机动车交
强险、商业保险发票，编号00181422声明作废● 重庆礼宴天下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九街分公司（税号
91500105MA5U6CUP4W）遗失税控盘：盘号499926151094声明作废●龙海遗失新鸥鹏地产集团开具的房屋销售收据，
号码00065256，金额21757.15元，声明遗失作废●遗失陶艺慧、李强之子李昱璋2014.06.23在巴南区妇
儿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22442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祥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重庆分
行南坪支行开户许可证J6530029937302作废●邱堂禄二代身份证号510225196604133951遗失,声明作废●吴向文渝G7Q282营运证号500231010500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市潼南区柏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5UKXTP1L声明作废●遗失邓云航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245556声明作废●遗失云阳县路鸿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MA5YT5DH0E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三个女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发票领购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U3C7E14声明作废●谭维遗失（身份证号码510203196307240832）失业证作废●遗失荣昌区清江镇华彬建材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226601785275声明作废●华博健康药房荣昌区昌元镇泰乐药店税务登记证
副本，渝税字5102311963071182401遗失●原荣昌县昌元街道世纪旅馆税务登记证副本
51023119701126185301遗失●遗失李超医师资格证书编号200437110370802781129151
医师执业证书编号110371700003434作废●遗失2017.5.27核发的重庆高朗置业顾问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2065676968Q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融天汇海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2月15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007829748声明作废●重庆市宋翁食品经营部遗失：公章壹枚（公章编
号5001047000573），声明作废。●徐强遗失押金收据编号NO。0000109声明作废●重庆市永川区昌训餐厅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37165501）声明作废●遗失爱茉莉太平洋贸易有限公司重庆万象城店财
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01115190）声明作废● 遗失北碚区龙凤桥街道凤凰村埝塘湾社廖中明
土地证，编号CQ091404060082，声明作废

●重庆市丰玖物流有限公司遗失渝CB8315营运
证（号码：500381014729），声明作废。●徐小龙遗失警官证号：005524声明作废●遗失康后华，渝CD2906，营运证500225006358声明作废●李太光遗失医师执业证141500224000188作废●李太光遗失医师资格证199850141510228560126543作废●黄加芬遗失2015年04月28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12600567317，声明作废。●渝北区余茜餐饮店不慎将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纳
税人识别号：50023119880508101303，声明作废。●重庆臻顺物流有限公司渝D72G06营运证500110069740遗失作废●重庆隆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H1798营运证500110028751遗失作废●遗失璧山区富吉生猪屠宰场公章编号
5002278013513刻章证明声明作废●遗失2017-10-23发重庆渝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合川
丁市街门市部营业执照正副本91500117MA5UE5R05L作废

●遗失四川鸿昌塑胶工业有限公司重
庆办事处外商投资办事处机构注册证，
证号:企独渝办字第07325声明作废。

“佳源立信·中国摩”2018重庆小姐大
赛自4月24日盛大启动以来，经过80天的
角逐，从数百位选手中脱颖而出的12强将
于7月12日19：00在中国摩举行的总决赛
中争夺“重庆第一美女”头衔。

值得一提的是，拥有762万微博粉丝的
“音乐精灵”冯提莫作为评委之一将空降总
决赛。作为重庆美女的一份子，上游新闻青
春大使冯提莫积极推广重庆小姐大赛，除了
现场演唱代表作《佛系少女》等两首歌曲外，
还将通过个人斗鱼直播号71017全程直播
与百万网友共同为重庆小姐打Call。冯提
莫在采访中提到：“重庆小姐已成功举办8

届，是我们的城市美女名片。在尊重赛事大
标准的前提下，我会更看重选手的内涵、思
维方式和三观取向。”

本届重庆小姐的决赛分为创意装、泳装
和婚纱秀，以及才艺环节，得分最高的小姐
姐则将戴上惹人艳羡的重庆小姐桂冠。12
位重姐为了梦寐以求的重姐桂冠纷纷祭出
了大招，目前小编打探到，“小画家”朱蒙蒙
将现场绘画《蜕变》，据说视觉效果非常赞。
刘景然将表演双人舞，并请来一位大咖级助
演嘉宾黄洪森。在导师混战赛中排名第一
的陈东阳和第二的高铱彤都将跳歌舞《大
鱼》，短兵相接、高下立现。 重庆晚报记者

重庆晚报讯 （记者 赵映骥 摄影
报道）7月7日下午5点，2018重庆啤酒“开
心加一倍 789狂欢季”正式开启了吃喝
玩乐的狂欢盛典：在渝中区白象街杨记隆
府，重庆啤酒与美团点评联合举办了“789
狂欢季”X“渝味必吃榜”的揭幕仪式。

重庆美食享誉全国，火锅、江湖菜、夜
宵、小吃都是重庆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但
是每个重庆人的心中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
美食排行榜。重庆啤酒跨界联合美团点评
美食平台，以“开心加一倍 789狂欢季”
为基础推出“渝味必吃榜”，打造专属重庆
人最熟悉喜爱的渝味美食榜单。

本次“渝味必吃榜”票选活动将基于美
团点评APP进行，分为用户的分类榜和重
庆本地美食KOL的品鉴家特别榜，票选出
重庆本地主要餐饮品类中的高品质美食榜
单排名，为重庆市民提供更多美食选择与
渠道。票选活动将持续3个月时间，分为
三个不同的专题投票，7月7日-24日，以
重庆江湖菜为票选主题，8月8日-22日，
以夜宵、烧烤、小吃为票选主题，9月9日-

23日，以重庆火锅为票选主题。市民参与
“渝味必吃榜”的线上投票，并到指定活动
门店任意消费加1元，重庆啤酒就会送出
重庆“小麦白”啤酒一瓶；分享活动页面，就
有机会获得美食抵用券。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昭
维告诉记者：“‘开心加一倍 789狂欢季’
是重庆啤酒为重庆市民打造的夏日吃喝玩
乐狂欢盛宴，今年我们789的主题分别是
77开心加倍吃：让美食不仅可以品尝更可
以选出自己的心中所爱；88开心加倍耍：
让派对不再是单纯娱乐，更多文创元素融
汇成重庆夏天最潮的风景线；99开心加倍
爽：让啤酒节变成一次融汇美食、潮流、美
酒，多元汇聚的盛会。开心加一倍也一直
是重庆啤酒所要传递给消费者的理念和体
验感。”

按照计划，重庆啤酒“开心加一倍
789狂欢季”第二弹“88开心加倍耍”的潮
流创意趴也将在8月8日火力全开，让派对
不再是单纯娱乐，更多文创元素融汇成重
庆夏天最潮的风景线，让你开心加倍耍。

◀在混战
赛中晋级
10 强 的
选手们

◀渝味必吃
榜 7月 7日
正式上线

2018重庆小姐大赛总决赛看点多
“音乐精灵”冯提莫空降当评委

重啤为热爱美食的你打造专属榜单
渝味必吃榜7月7日正式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