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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看见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综 合 服 务

电
话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水公
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11.7米
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地，
23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寻亲公示
于1999年 12月 21日

在重庆市巫山县铜鼓镇鲍
田村十组捡拾一名女婴（现
取名魏蓉）现18岁多，现由
罗映平抚养，希其亲属与知
情者见报速与巫山县公安

局铜鼓派出所联系。电话：023-57565118。
公告期满将依法为其补录户口。

招聘启事
状元堂中医馆隶属于四川星瑞健康产业集

团。该项目于2018年6月正式启动，目前已在成
都、重庆、达州、广元、巴中等地区开设，每个中医
馆占地面积1000~2000平方米，装修精美，环境
优雅，设备齐全，现诚聘以下岗位人员：
馆长 待遇面议
中医师 （待遇10000~30000元/月）
针灸理疗师 （待遇5000~10000元/月）
检验师 （待遇4000~8000元/月）
中药配方员 （待遇4000~6000元/月）
医助 （待遇4000~6000元/月）
护士 （待遇3000~4000元/月）
导医 （待遇3000~4000元/月）
联系人：周老师：18030430918 付老师：18380234579
总公司地址：成都市高新西区中海国际海科大厦
A座810号

公告
周云辉、李晓军因你长期旷工，

已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单位多次与
你联系未果，请你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10日内回单位报到，逾期不
回，按相关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涪陵工务段 2018年9月12日

注销公告：原武隆县惠峰蔬菜专业合作社（注
册号：500232NA000071X）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专业合作社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由陈卓等人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专业合作社清算组办
理相关债权事宜，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特
此公告。联系电话：15123855108原武隆县
惠峰蔬菜专业合作社2018年9月11日

重庆市南川区顺利货运有限责公司以下车牌的道路运输
证遗失，渝GP5998、渝GA1016、渝GA8230、渝GA7333、
渝 GA1115、渝 G17586、渝 G15798、渝 G17737、渝
GP0829、渝 G83367、渝 GA7093、渝 GA0666、渝
GA1105、渝 GA0750、渝 GA1965、渝 GA2055、渝
GA1700、渝 GV2571、渝 GA0899、渝 G17865、渝
GP1105、渝G66885、渝GA6270、渝G15819、渝GP3295、
渝 GA1891、渝 GA1765、渝 GA1966、渝 GA1875、渝
GA19737、渝 GP3262、渝 GA3919、渝 GA2055、渝
GA1295、渝 G19396、渝 GA0869、渝 GA0513、渝
G13518、渝GA0712、渝GA0755、渝G18508、渝G18219、
渝 GA0900、渝 G18205、渝 GA0759、渝 GA3711、渝
G15799、渝G16265、渝GA0901，特此声明

郑重声明
重庆开源燃料贸易公司多年已无实际经营活动，

员工工作证明、收入证明等证明不作为相关部门、单位
办事凭证，此前所开证明一律作废。特此声明。

重庆开源燃料贸易公司 2018年9月12日
注销公告

重庆康之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41MA5UQTT68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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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来我公司清算债券、债务。公司债券债务清理完毕
后将向工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重庆康之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1日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于近日就“三供一业”巴南

区花溪物业移交施工等项目进行自主非招标竞争性谈判，请
注册资金200万元以上，国家相应资质三级及以上的单位，在
2018年9月14日16:00前携营业执照、国家相应资质及法人
委托书等原件并提供盖鲜章复印件，到重庆市巴南区融汇外
河坪公交枢纽站报名。
第一标段：“三供一业”巴南区花溪物业移交施工项目，预计费用60万元；
第二标段：“三供一业”巴南区李家沱物业移交施工项目，预计费用10万元；
第三标段：“三供一业”渝北区龙溪街道物业移交施工项目，预计费用180万元；
第四标段：“三供一业”渝中区大溪沟物业移交施工项目，预计费用120万元；
第五标段：“三供一业”渝中区上清寺物业移交施工项目，预计费用50万元；
第六标段：“三供一业”南岸区南坪物业移交施工项目，预计费用120万元；
第七标段：“三供一业”南岸区花园路物业移交施工项目，预计费用100万元；
联 系人：方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
报名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316室

注销公告：经重庆十一人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320454597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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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面对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万州分公司
公章（编号:500108024673）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面对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万州分公司
成立于2016年04月22日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MA5U5MEF24声明作废

告 示
由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承

建的武隆县移民生态工业园建设项目
（一期）长坝场平三标段现已竣工，凡涉
及本项目所有债权债务关系的个人和
单位，于即日起15日内到我司办理账务
结算手续，逾期恕不办理。
联系人：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部 高清明
联系电话：023-87809923
公司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3号4-1

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 9月10日

告 示
由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承

建的武隆县公安局指挥中心业务用房
项目东南侧边坡治理工程现已竣工，凡
涉及本项目所有债权关系的个人和单
位，于即日起15日内到我司办理账务结
算手续，逾期恕不办理。
联系人: 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部 高清明
联系电话：023-87809923
公司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3号4-1

重庆兴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0日

●原璧山县永利石油液化气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编号500227000002359)一枚，声明作废●原璧山县永利石油液化气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5002271000328)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秦伟，收到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公司开具的P180000006516138保单2017年续期增值
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代码为 5000161320，发票号为
11071229。该发票已遗失，现声明作废。特此声明!

遗失作废声明
遗失重庆市江北区教师进修学院开具给余亭

亭的重庆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收据发票，发票
号码：（2007）0032248183，金额：1460元（壹仟肆
佰陆拾元整）,特此声明第2联收据联遗失作废。

王理遗失重庆市教育考研院(自考
办)颁发的四川省高等教育自考毕
业证书，证书编号：2800894，及入
学登记表、毕业登记表，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尊精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224000016529）股东会研究决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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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巫溪县荣达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8577990221B）成
员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
请债权人到本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注销公告：经重庆旭莱健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8MA5YQ0NC3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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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8发原潼南县雷伟建
材 经 营 部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500223212483365、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500223331520705作废
注销公告：经忠县红顺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07880087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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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聚塑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413204469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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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潼南区华荣建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5U7GLE3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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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渝北区鼎晟模具厂通用手工发
票 代 码 150001120532 号 码
06711951-06711975（千元版），代
码150001120531号码05971751-
05971775（百元版）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通万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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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通万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9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朗锐汽车经纪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4P5G6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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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手作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320471442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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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

遗失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群龙幼儿园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51050393412J作废
遗失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园区幼儿园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51572146806P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欧嘉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0305007019A)经股东会
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30万元减至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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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驰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挂靠车辆，以下车辆车主长期
脱离公司监管，驾驶人员拒不参加公司定期组织的安全培
训学习，不按规定进行强制安全检查和年审。拒绝按规定
强制保险，处于长期脱保状态。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现
特登报申请车辆牌证公告作废。渝B7128挂
减资公告：重庆市荣昌区九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U5KEB44)经
股东会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200万元减至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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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双二花木培植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MA5U5HRN7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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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铜梁区小青新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MA5U84ER8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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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500105MA5UNG053N的重庆兰
狄乌斯商贸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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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兰狄乌斯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界源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XENW929）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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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和泓嘉业投资有限公司的首付款收
据 编 号 0101500/0101534/0065960/
0065968/0065974/0065991. 共 计 金 额
302633 元. 大修收据编号 0101533，金额
7231.2元.税费收据0101532.金额15221元

●江津区泰芒了饮品店遗失备案证号码：（江
津）食摊备字（2017）第069号，声明作废

寻亲启事
现有荣昌区广顺街道工人村村民郑安富、

李德蓉夫妇于2017年9月14日，在荣昌区广
顺街道高瓷村河边和昌元街道河边马路交界
处，拾得一女婴，当时女婴身着蓝色连体衣
服，蓝色凉鞋，另附一张写有婴儿出生于2016
年10月7日的纸条，女婴身上无明显记号。
女婴现快满2周岁，取名谭佳芮，望该女婴亲
生父母见报之日起60日之内来认领。
联系人：邓庆娟 联系电话：18180222611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中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李成贵（碚劳人仲案字〔2018〕第
1030号）与你单位因确认劳动关系引起的劳动争
议。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
仲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与相关证据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个工作日内。本委定于
2018年11月30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庭（北碚区
缙善路100号二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声明：经营者董开林遗失2017年02月
07日核发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2500110MA5UBCD5X3，
声明作废
拟注销公告：经重庆耀祥电器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号500105000142074）股东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请
相关债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原重庆市渝中区国灿汽车修
理部（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1020219690625501X01及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和代码卡
声明作废
声明：本人秦懿 2018 年 9 月 8 日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证，身份证
号码 500102199609149700有效期2013.07.15-2023.07.15，自
遗失之日起，任何以此身份证作身份证明或抵押、签署之具有法
律效力之文件均非本人授意或签署，若非本人持证，由此引起
的一切法律责任，本人一概不予承担负责，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重庆欧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3065662662B)经股东会
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500万元减至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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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重庆然诺衡岳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建设银行重庆观音桥支
行新牌坊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3004474020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地中海石材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号500900000013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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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

遗失薛昌顺道路运输证经营许可证500234006290声明作废 。银泽公司渝BY8917营运证证遗失。遗失张先
林从业资格证5003820030103000652作废。卡乐公司渝BR2277营运证500110027582遗失。盈旺物流公
司渝D2280挂营运证500382027401渝D2236挂营运证500382027400遗失。万财公司渝C1895挂营运证
500382017839遗失。天浩公司渝BU2560营运证500110025831遗失。重庆榆祥物流有限公司渝D19647营
运证遗失。重庆市雄耀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A6S230营运证 500103022833渝B5J825营运证500103026157
注销作废。重庆骏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B6963 挂公告牌作废。傲博綦江分公司渝BJ3928 营运证
500222023128遗失作废。祥恒公司渝C0908挂营运证500383010776遗失。普朗公司渝C2363挂营运证
500383019175遗失。遗失重庆荣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2016年07月09日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正本）渝交运管许可字500115006032声明作废。恒强公司渝D83856营运证500227014062遗失作
废。添福公司渝BV8186渝B6A712营运证遗失。汇旭盛公司渝D36046营运证500110077419遗失。尊威公司
渝BV1062营运证500110032277遗失。稳驰公司渝BU833营运证500110027880作废。运华公司渝BS3083营
运证正副本500110066083遗失。重庆宝箴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L5336营运证500110037536遗失。

●遗失陈彦蒙《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O500044966声明作废● 遗失范小琴之女刘枳辛《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R500011362声明作废●重庆中集汽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遗失机动车合
格证，车辆车架号：LSV2A8CA0JN518362，合
格证在果园港铁路货场丢失，拾到作废。●个体户王泽群开户许可证遗失，核
准号：J6530006135001声明作废●遗失声明：本人李明桓认筹恒大国际文化城房屋，认筹
金10000元，认筹书编号C0003676特此作废！●重庆隆强汽车运输公司渝BQ7939营运证500110050929遗失作废●重庆久福物流有限公司渝BX1381营运证500110043308遗失作废●遗失杨军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10600126344声明作废●遗失秀山县捞得爽老火锅店增值税防伪税控
盘(税控盘号:499927364788)一个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海山健身中心税务登记证副本渝
税字500109L70121302声明作废●唐勇遗失二级建造师建筑工程证书编号0061945特此声明●遗失重庆市渝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资质证书副本编号
D250047639；资质证书副本编号D350069524现声明作废●重庆咏洁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500103803178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竹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00228304967819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304967819作废●遗失2018.5.22核发重庆市永川区迷尚健身服务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C4Q99C作废●森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U3188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2017.9.13核发重庆诗顿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TYD23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川牧饲料有限公司发票领购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6203850507U声明作废●遗失龚志华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税号
510216196203130411），声明作废●重庆瑞鼎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遗失工行重庆上清寺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20844001账号3100021709100116623作废●遗失石峻玮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192363声明作废

●郑刚遗失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正本，号码16500896969作废●遗失蒋顺松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141014声明作废●承租人张维娜遗失南岸区上新街房管所发金
桂园C栋3单元租约证编号00204声明作废●遗失成都金盛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10078922201作废●夏会遗失重庆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学
位证书，编号：1061122017010172，声明作废●遗失孙远平失业证:证号500112071104035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辉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公章（5002391014957）作废●刘艳红遗失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证渝A032015031867作废●遗失刘可馨编号为K500364483的出生医学证一份声明作废●重庆市霄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2017.07.13核发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3396564988作废●遗失邓帮利（识别号50038119850716221X）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和发票领购簿作废●声明:张牡丹遗失圣名世贸城C1-2-100、108、109装
修保证金2000元，一切法律责任与圣名世贸城无关。●遗失2017.5.2发江岸大药房重庆市南川区南大街药店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9MA5UJPR316作废●遗失罗宇航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258678作废● 遗 失 陈 隆 周 （ 识 别 号
92500118MA5UCNHL16）发票领购簿作废● 遗 失 永 川 区 宇 通 面 馆（ 识 别 号
92500118MA5UFT32XY）发票领购簿作废●遗失永川区百惠药房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永川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4483601作废●遗失2017.11.17发大渡口区鑫金家电维修部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4MA5YERXH6A作废●遗失2018.1.22发重庆向氏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YP4EL56 作废●遗失重庆愚夫食品有限公司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证书编号QS501317010025作废

遗失重庆二安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开具
给中铝萨帕特铝材（重庆）有限公司的重庆
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5000174320，
发票号码:No.05711045，金额58800元，
特此声明第二联发票联遗失作废。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唐中明）重庆晚报记
者昨日从第八届中国畜牧科技论坛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10月22日至24日，第八届中国畜
牧科技论坛将在国家现代畜牧业示范核心区、

中国畜牧科技城、中国荣昌猪原产地——重庆
市荣昌区举行。此次论坛将有逾百名国内外
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将包含四大论坛、三场竞
赛、两场研讨、一场展会及系列活动等内容。

第八届中国畜牧科技论坛10月在荣昌举行

9月 8日至 15日，卡地亚全新COL-
ORATURA高级珠宝展登陆北京，逾450
件高级珠宝及腕表臻品荟萃万千色彩，将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打造成一座异彩缤
纷的艺术殿堂。9月 8日晚，卡地亚全球
商 务 总 监 李 汉 龙 先 生（Mr.Renaud
Litré）与卡地亚中国区首席执行官艾敬
尧（Mr.Guillaume Alix）先生诚邀各界
名流，一同探索这场有关瑰宝和色彩的感
官盛宴。

卡地亚品牌挚友知名演员邓超先生、辛
芷蕾小姐，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周旭君
女士、时尚名媛万宝宝小姐、著名主持人陈
鲁豫小姐、查可欣小姐、芭蕾舞艺术家侯宏
澜小姐等共襄盛宴。晚宴现场，经典的法式
建筑在现代设计的演绎中幻彩交错，嘉宾仿
佛置身于巴黎塞纳河畔的浪漫街道，享用拥
有米其林三星餐厅的法国主厨 Alain
Passard先生亲自呈现的定制佳肴，在模特
的演绎与英国创作歌手Mika 的表演中，
感受法国殿堂级品牌卡地亚在珠宝工艺上
的美学传承和创新精神。

本次展览将特别于9月15日上午10点
至晚上8点对公众开放，更多珠宝爱好者和
收藏家可亲自前往领略卡地亚高级珠宝的
魅力。 重庆晚报记者

卡地亚全新COLORATURA
高级珠宝展焕耀京城 重庆晚报讯 （记者 陈富勇）今日，

市公租房管理局发布公租房申请公告，
2018年9月28日将举行主城区公租房摇
号配租，凡在2018年9月20日前到申请点
提交申请并符合公租房保障条件的申请
人，均可参加此次摇号。

本次摇号配租共有19个公租房小区的
房源，其中缙云新居、幸福华庭、碚都佳园3
个小区为首次摇号分配，预计年内可安排入
住，其余已分配入住小区的腾退等房源也将

组织分配。江南水岸一组团房源已全部分
配完毕，其余组团房源尚在加紧进行装修，不
参加此次摇号配租。此次摇号房源主要集
中在缙云新居、幸福华庭、碚都佳园、学府悦
园、樵坪人家等小区，建议申请人结合自身需
求和房源情况，合理选择申请房源。

市公租房管理局特别提醒：申请人一
定要到主城各区公租房申请点提交申请，
不要相信任何中介或个人“代办申请包配
租”的承诺，以免上当受骗。

主城区公租房9月28日将摇号配租

万众票选创业星

本次文化节巡演对接会由重庆市就业
服务管理局、重庆北部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
司、重报都市传媒集团、重庆市就业创业促
进会联合举办，在南岸、永川、涪陵、万州、黔
江五地开展。近60个创业星项目 （含创
业星人物项目）、30余个全国知名连锁加盟
品牌项目在现场进行项目展示、推介和业务
类洽谈。

重庆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副局长张橙华
介绍，2018渝创渝新“星创汇”创业文化节
大体可分为三部分，即对创业星项目、人物、
影像的征集，对三项征集活动的报名材料进
行评审，以及在五个区县进行五场巡演对接
活动。

截至6月15号，举办方共收到报名创业

项目近400项、商业策划书300余份。活动
页面累积转发量超100万次，页面点击曝光
量超1000万次。通过网络评审和专家评
审，选出了30个创业星项目、30名创业星人
物，以及部分优秀创业星影像。

多种创业方式开花

本次对接会上，创业星项目报名者依次
上台，或展示产品、或介绍方案、或推广理
念。据介绍，本次遴选的电商创业项目共有

20家，占比30%。
这些电商创业项目，不仅需要资本的介

入，还需要各地区投资者或加盟商整合当地
资源，实施项目落地。如创业星人物之一的
项目“摩伞”，项目通过铺设专用雨伞租借设
备，为用户提供便捷雨伞租借服务。目前，
该项目已在上海、青岛、西安等地推广，欲借
本次巡演对接会时机在我市寻找合伙人，以
落地项目。

据了解，本次巡演对接会还吸引到
30余家知名连锁加盟项目进行推介和展
示，如南粉北面、李子坝梁山鸡、饿狼串
说等。

创业星影像情感表达真切

主办方在文化节活动期间，共收集创
业星影像作品300余幅，经专家评审，最终
择优选出30幅最具代表性的创业星影像
作品。

作品内容丰富多彩，不仅有创业项目的
展示，还有创业瞬间的动态捕捉，这些作品
淋漓尽致的表现出创业者的创业初心。
重庆晚报记者 余珂静 毕克勤 摄影报道

汇星聚力 共谋发展
2018渝创渝新“星创汇”创业文化节巡演对接会开幕

工厂价直供高山放养羊奶粉

每盒仅19.9元
巍巍拔地而起，龙盘虎踞八百里的秦岭，是闻

名的“黄金奶源带”。因此八百里秦川也有“奶山
羊之乡”的美誉。

羊奶粉市场鱼龙混杂，大家很难辨别真正的
优质羊奶粉。本羊奶粉是真正的关中奶山羊所
产。研究表明：关中奶山羊所产的羊奶在脂肪、热
能、维生素C等均明显高。其次，羊奶的脂肪球体
积小，营养丰富，更容易被肠胃吸收。第三：各种
活性物质对睡眠不佳、肠胃不好，骨质疏松、体弱
多病的中老年人有很好的滋补作用，因此羊奶粉

是老人、病人的营养佳品。
为让大家都能品尝到优质的羊奶粉，公司研究

决定拿出2000盒羊奶粉全部以厂价直供市场，这
样将仓储、运输、营销费用、人员工资等成本降低。
现仅售19.9元/盒，人人都能享受滋补羊奶粉。

凡参加本次活动成为会员客户，终身享受工厂
直供价，还有机会参加羊奶文化节，参观位于秦岭
山的关中奶山羊基地。 陕西三原康尔健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告

400-180-9590 数量有限
先打先得

抢购
热线

昨日，以“汇星聚力 共谋
发展”为主题的2018渝创渝新
“星创汇”创业文化节巡演对接
会在重庆华商国际会议中心拉
开序幕。

▲2018渝创渝新“星创汇”创业文化节巡演
对接会开幕

▲模特演绎卡地亚COLORATURA高级
珠宝系列

6 2 6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8247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9月11日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19 18 26 24 04 25

蓝色球号码

10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18106期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1810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8 3 5 9 1 0 8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824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0 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824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0 3 6 5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9月11日

“工匠杯”大奖赛获奖名单揭晓

39件作品获金奖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吴娟）文

博会虽然闭幕了，但是文化、技艺还
在传承。昨日，重庆晚报记者从文
博会组委会获悉，2018年重庆文化
产业博览会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及国
际艺术精品“工匠杯”大奖赛获奖名
单揭晓，39件作品从485件作品中
脱颖而出，获得金奖。

“工匠杯”大奖赛是中国工艺美
术学会主办的全国性工艺美术专业
性评选活动。该奖项的评选，对推
进我国工艺美术创新，引导工艺美
术行业发展、促进我市工艺美术行
业对外交流和工艺美术专业人才的
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次“工匠杯”大奖赛，历时1
个月，经作者作品申报、作品资格
审查、专家现场评审和终评四个
阶段，最终评出重庆山神漆器公
司选送的漆器《福中福》等 39 件
作品获得金奖；重庆荣昌鸦屿陶
瓷工艺品公司选送的陶瓷作品
《四季》等37件作品获银奖；重庆
奉节工艺美术古典家具协会选送
的木雕作品《步步高升》等 49 件
作品获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