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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晚报讯 （记者 朱婷 李化
摄影报道）昨日，重庆晚报记者了解到，由
重庆菜园坝旅游集散中心等公司打造的都
市旅游观光巴士将于9月20日正式发车，
第一期开通的6条线路串起山城百余景点。

这款巴士还是全智能的：游客可提前
预定电子车票，可一键定位大巴车具体位
置，还能任意选择7国语言的景点介绍和
解说。

记者了解到，由中自旅国际旅行社（重
庆）有限公司联合重庆渝之旅国际旅行社、
重庆菜园坝旅游集散中心有限公司打造的

全智能都市旅游观光巴士将于9月20日正
式发车。

中自旅国际旅行社（重庆）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这款全智能都市旅游观光
巴士第一期开通6条线路，将百余历史文
化、红色之旅、热门景点循环串联，无缝衔
接，带你畅游山城。

其中日间线4条，第1条线路为南坪-
解放碑-江北环线，主要为商圈观光游；第2
条线路是渝中半岛-江北嘴金融中心-磁器
口环线，包含湖广会馆、洪崖洞、长江索道、
磁器口古镇等20余个景点；第3条为南滨

路-南山风景区环线；第4条是热门景点
线，包含洪崖洞、人民大礼堂、李子坝、重庆
天地等。夜间线两条，一条为解放碑-两江
四岸-滨江夜景线，另一条为南滨路-南山
风景区夜景线路。

记者了解到，这款都市旅游观光巴士
更加智能。除了售卖纸质票，还开通电子
票预购，游客可通过相关微信公众号预购
五日内的电子票。一日游票价为39元，二
日游49元。

游客逛完一个景点后，如果要再次乘
坐下一班观光巴士，用不着干等，只需通过

相关公众号的GPS候车服务，就能定位到
附近观光巴士的具体位置。

该款巴士还配备了英、法、德等7国语
言的翻译以及音视频，这些材料都是关于重
庆各个景点的解说和详细介绍，游客可通过
微信公众号里的相关服务，任意选择语言。

全智能都市观光巴士20日首发
6条线路串起重庆百余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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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知
公司待岗人员：张金燕1976.1,柏大碧 1974.6,汤

伟 1979.4,唐伟 1971.11,李寅 1980.4,杨波 1976.6,刘
弟 华 1962.9, 刘 洋 1973.11, 王 继 川 1964.4, 曾 翱
1982.3,范召德1975.5,虞积刚1972.12,林茂 1975.11,
赵 中 均 1976.5, 杜 江 1978.9, 余 爱 静 1977.7, 喻 科
1983.3,李波 1974.2,唐毅 1986.11.9,袁勇 1972.04,夏
志 1983.6, 龙 立 贤 1982.10, 陈 周 富 1973.4, 刘 凌
1983.10,阙兴强 1975.1,罗容 1982.4 等 26 人,请于
2018年 9月 28日前回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到并接受工
作安排。如逾期未归,公司将按照《劳动合同法》,公
司《劳动用工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4日

通 知
公司已对严重违纪（旷工）员工：蒋俊1982.7,雷鸣1977.4,陈珂

1981.4,唐昌华1988.2,裴小兵1969.4,袁世伟1982.1,张俊波1971.7,
王娟1984.10,文健1977.12,杨再福1976.3,刘庆华1969.9,刘小波
1976.6,甄吉伦1972.3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请你务必于9月25日
前回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解除劳动法律关系手续及个人档案转移（申领
失业金）等手续。逾期不归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你自行担责。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4日
更正启事

我单位产品“熊胆粉”于 2017年在晚报作了一则
广告，其中使用了绝对化语言以及夸大功效。我单位生
产的熊胆粉（国药准字Z19991017）经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功能主治为：“清热、平肝、明目、用于
惊风抽搐，外治目赤痛，咽喉肿痛”，超出这个内容的均
为夸大和虚假的内容。经过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教育，我
们深刻意识到该广告对本产品的适用症（功能主治）范
围进行了夸大宣传，违反了《广告法》，严重违反了药品
广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欺骗和错误引导了广大消费
者，受到了监督部门暂停销售措施的处理。我们立即进
行了整改，停止了广告宣传。在此，我们对广大消费者
深表歉意！并保证今后不再发布违法的广告，我们将严
格按照批文批件进行宣传，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企业。

瑞丽彩云南集团药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2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和兴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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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

公 告
开州国土房管公[2018]154号

郭国政（512222193812058211）在重庆市开州区长沙
镇长乐街207号附91号.有房屋一幢，用地面积145.73
平方米。该房屋于1986建成，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确
认本宗地符合规划。郭国政申请不动产登记时，无法
提供国有土地.房屋权属来源证明。按照《重庆市土地
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42条规定，现予以公告寻异，相关
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等，如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
出，如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自登报公告之日起三十日
后，我局将对该处房产依法进行登记。特此公告。
重庆市开州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18年9月11日

交 房 公 告
尊敬的东海定南山住宅小区四期业主：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位于重庆市巴南区渝南大道115号的东海
定南山项目25、26、27、33、77栋房屋经政府主管部门验收合格且
取得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现已具备合同约定交付条件。我司定
于2018年9月30日办理交接房手续。我司按照合同约定另行向
各业主寄发了《接房通知书》。敬请各位业主携相关证明文件和办
理房地产权证所需资料前往东海定南山交房现场办理接房手续。

咨询电话：023-68161666 特此公告！
重庆东海汉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公 告
重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重庆市房地产交易所、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现将 2003-2017 年因

票据联次不齐或其他原因作废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公告作废，共计 206 份，编号如下：
9800597687 9807350273 9807350281 980735029X 9807350302 9807353394 9807361087 9807361095
9807361108 9807361116 9807361124 9807361132 9807362717 9807363170 9807373387 9807385273
9807387244 9807387252 9807399114 7767129136 9800086721 9801814487 9801830137 9802563982
9802574665 9804631766 980463481X 9807376238 9813472912 9822251695 9822251716 9822253033
9822256867 9822256875 9826774530 9826774549 9826796270 9826796289 9834680366 983468456X
983468632X 9834687031 983468835X 9834688368 9834688376 9834688384 9834693802 9834708197
983471575X 9834717448 9834734141 9834737369 9834742440 9834742459 9834742467 9834742475
9834742483 9834742491 9834742504 9834742651 9849075740 9849084604 9849084612 9849085009
9849085025 9849089990 9849093244 9849094124 9849094247 9849094255 9849095995 9849096015
9849098897 984909890X 9849098918 9849098926 9849098934 9849098942 9849098950 9849098969
9849098977 9849098985 9849098993 9849099005 9849099013 9849099021 984909903X 9849099048
9849099056 9849099064 9849099072 9849099080 9849099099 9849099101 984909911X 9849099128
9849099136 9849099144 9849099152 9849099160 9849099179 9849099187 9849099195 9849099208
9849099216 9849099224 9849099232 9849099240 9849099259 9849099267 9849099275 9849099283
9849099291 9849099304 9849099312 9849099320 9849099339 9849099347 9849116207 9849117090
9849117103 984911712X 9849131853 9849131861 9849145497 9856405920 9856405939 9856409972
9856409980 9856411028 9863232888 986324407X 9863249911 9863250306 9863267343 9875407286
9875407294 9875407307 9875407315 9875412122 9893316206 9893326535 9893326543 9893345015
9893349737 989336091X 7900906759 7900906767 7900907831 7900909562 7911907570 7911908020
7911908039 7911911385 7911911393 7911925605 7911943053 7911957594 7924745873 7924745881
792474589X 7924745902 7924757698 7924777744 7924786229 792479435X 7924794368 7924795379
7924795571 794314984X 7943167378 7943173698 7943173719 7943207405 7962963783 7963000567
7963012533 7963013237 7963013245 7963019778 6276343168 6266130345 6266104796 6148098874
6090883406 6013590001 7360576049 7244949127 7129392343 7129349839 7691559286 7645985524
7625217325 7625207522 7793730005 7793729266 7793635550 7793635542 7793587640 7739521579
7739521560 7739521552 7739478566 7739476018 7705411793 7963050855

特此公告
重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9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典德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18MA5YMJKQ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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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龙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30003190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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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通知书
重庆大博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我司已将依据（2016）渝04民初11号《民事判
决书》和（2017）渝民终327号《民事判决书》对贵
司享有的权利全部转让给游绍儒、谢建华、左祥梅
三人。请贵司在接到本通知后，直接向该三人履
行上述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重庆江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3日

声明：本人刘倩身份证号码510212197203274529遗
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所）门
诊收费票据，编号（2018）：180126414470金额235.4
元；180126414471 金额 10.5 元；180126414474 金额
18.8元；180124664799金额52.5元；180125584345金
额 4.49 元 ；180125881784 金 额 188.8 元 ；
180125881785金额169.3元；180125881786金额332
元；180125881787 金额 52.5 元；180125881788 金额
18元；180125584343金额224.5元；180124007724金
额 499.5 元 ；180124007725 金 额 1160.66 元 ；
180124007726 金额 335.77 元；180124007727 金额
144.8 元 ；住 院 医 疗 收 费 票 据 ，编 号（2018）：
180101666065金额25361.24元，声明作废

关于两江新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拟实
施社会保险参保单位另档管理的公示

根据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重庆市地方税务局 重庆市
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社会
保险费征缴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渝人社发〔2015〕209 号）要求，
2018年9月拟新增重庆贞观科技
有限公司和北部新区睿岚服饰店
两家单位实施另档管理，另根据申
请，现进行公示。公示期间，拟实
施另档管理的参保单位或者其参保
职工对此有异议的，可向我中心单
位参保科反馈意见，联系人：邹逢
春、廖蔚然，联系电话：67463757。

重庆两江新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
2018年9月14日

个 体 工 商 户 娄 方 书 （ 税 号
510216197509121627）遗失空白通用机打
平推式发票（三联百元版特殊规格）25 份
（发 票 代 码 150000921036，起 止 号 码
01860126-0186015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西南铝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2028436200）股东会
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个体户焦继勋遗失重庆市国家税务局
通 用 手 工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
150001720531，发票号码：01566550，
特此声明整份空白发票遗失
遗失声明：周三贵，恒大御龙天峰3栋1907.
遗失收据号：yltfl0018881，金额888150元，
收据号:yltfl0017961，金额：10344 元，收
据 号:yltfl0017929，金额 50644.5 元，收据
号:yltfl001729，金额40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绣瑞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G10500105028749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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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顶赢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号：5009010000726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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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9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秋恒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34XC9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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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14发重庆诚建医药有限公司龙湖丽都
药品超市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34300004550作废
重庆诚建医药有限公司龙湖丽都药品超市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渝DA0320406、GSP证CQ32-Db-20140047作废
遗 失 陈 伟 （ 识 别 号
51022519690517633001）通用手
工发票代码 150001620531 号码
11315251-11315275、发票专用章
一枚，编号5001047021758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倍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70960030616）经公司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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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倍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潼南区花岩镇绿果柠檬专业
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3MA5UF-
GB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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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利恒旺实业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分公司经股东
会决定，即日起公司解散，注册号：企合渝分07323，清算组成立
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见报后30日内到公司结算清现，未接到通
知的自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重庆利恒旺实业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分公司 2018年9月12日

重庆怀宝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增值
税专用发票，号码01510211购买
方：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号码01930233购买方：上海明乾
物流有限公司，声明作废。
声明：高新区健隆电子经营部 重
庆兴业银行万象城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30042842301账号
346130100100213760，声明不慎
遗失,特此声明
公司因故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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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债务。公司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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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仟佰贸易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重庆市广朋燃气管道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5801666049)经股东
会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2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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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梁北门合作厅（彭国苹）遗失铜梁联通冠
名 机 打 发 票 683 张 ，发 票 代 码
150001540078，发 票 号 码 04223318 至
04224000；特此登报做遗失声明，今后因该
部分发票产生的经济责任与联通公司无关。
注销公告：重庆纯族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9054802981G）经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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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注销公告：重庆光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9MA5U4MK61F）经股东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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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重庆市胡钱商贸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7059854959X）遗
失重庆市九龙坡区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代开给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和
抵扣联）1份（发票代码5000161160，号码00175642，金额
37669.90元，税额1130.10元）特此声明

遗失汪木桥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108010148作废。御隆公司渝AG601挂营运证500110067391遗失。重
庆市雄耀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A6S230营运证500103022833渝B5J825营运证500103026157注
销作废。富庆公司渝BV8163营运证500110041618遗失。龙运合川分公司渝CK2029营运证遗失。遗失宇
记公司渝BH5028营运证500110010545作废。财达公司渝AE919挂营运证500110072099遗失。创源公
司A9536挂营运证500110051213遗失作废。速瑞公司渝D61500营运证500110092135遗失作废 。进
银公司渝 BY1250 营运证 500110060882 遗失。东能长寿分公司渝 A2086 挂营运证500115001218渝
B6070营运证500115026803遗失作废。重庆骏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BK1596渝B6963挂渝B6298挂以上
车辆与公司失去联系，经多方寻找无结果，请车主见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税费、保险、审车，否则公司将向
车管部门申请灭失注销，特此公告。荣昌区海燕公司渝CD3176营运证500226004901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融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00103094537588）、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09453758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融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章壹枚（编号
5001038004437）、财务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
●重庆驿站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江北分公司遗失2017.6.13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MRPKXH；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5001057078256；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编号5001057078257，声明作废●遗失李相芳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500000040087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顺腾医疗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24MA5U8DBE7E)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
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公告
开州国土房管公[2018]156号

李秀英（512222194608158244）在重庆市开
州区长沙镇长乐街207号附92号.有房屋一幢，用
地面积42平方米。该房屋于1986建成，经规划行
政主管部门确认本宗地符合规划。李秀英申请不
动产登记时，无法提供国有土地.房屋权属来源证
明。按照《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42条
规定，现予以公告寻异，相关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
等，如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如无异
议或者异议不成立，自登报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后，
我局将对该处房产依法进行登记。特此公告。
重庆市开州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18年9月11日

公告
开州国土房管公[2018]155号

郭国术（512222195307118278）在重庆市开州区长沙
镇长乐街207号附51号.有房屋一幢，用地面积27平方
米。该房屋于1986建成，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确认本
宗地符合规划。郭国术申请不动产登记时，无法提供国
有土地.房屋权属来源证明。按照《重庆市土地房屋权
属登记条例》第42条规定，现予以公告寻异，相关权利
人或利害关系人等，如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
出，如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自登报公告之日起三十
日后，我局将对该处房产依法进行登记。特此公告。
重庆市开州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18年9月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非特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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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非特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万洛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083083904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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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更正公告
由于本人失误，特将2018年6月26日刊登的减

资公告进行更正：重庆五钰芯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YW26K9D）经股
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减至200万元。根据
《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
司申报债权，特此更正公告。 2018 年 9月 14 日

●遗失丰都县宝利阳建材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一枚，编号：5002307008141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尤小丽农副产品加工房2017年
11月0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00223MA5YEAKX8D声明作废● 熊浩钦遗失会展设计师三级职业资格证书
一本，证书编号:1331000000303133声明作废●遗失声明：重庆利恒旺实业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分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企合渝分0732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北碚区科永建材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北碚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4727101作废● 遗 失 重 庆 泉 生 能 源 工 程 设 计 有 限 公 司
（91500105MA5U4KET6F）税控盘一个，声明作废。●遗失人保财险江北公司留存联交强险流水号
50001800413348，商业险50001800228283，声明作废。●崯生商贸公司渝BX5868营运证500115043762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康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渝B6T968
道路运输证编号500100022978作废●陈林遗失残疾证510213198210894544声明作废●遗失2011年12月15日核发的重庆永昇记商贸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3000028183声明作废●遗失白耀妮编号9225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工作证，声明作废●重庆恩伟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578965837R，
2016.10.27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龚春梅不慎遗失执业药师证书，管理号
2017026550262016558006005306，特此声明。●遗失渝中区志仁水电安装维修部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018153501作废●重庆春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工行重庆兴华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690000344904账号3100013909200020722作废●遗失北碚区龙凤桥街道龙车村龙车社陈仲涛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CQ091403100074作废。●遗失重庆市开州区兴树建材经营部公章壹
枚，编码为5002341010290声明作废

●遗失荣昌区昌州街道李小姣餐饮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
码150001620410号码36643968-36643974声明作废●遗失荣昌区昌州街道罗继清食品店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6MA5U9J8W7H声明作废●遗失2017年06月27日核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柒柒柒酒吧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5UNQUD78作废●云阳县庞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
遗失，许可证编号6530-00895360，声明作废●遗失永川市泰丰公路运输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会工会公章，印章编码：20375381-1声明作废●谭继利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证T渝R0420100004292作废●遗失重庆布雷克贸易有限公司公章5001141087122作废●遗失重庆亿蓝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一枚作废●遗失2014.10.27发彭水阿里王大嘴巴小吃
店营业执照正本500243600089969作废●遗失重庆市淡泊商贸有限公司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代
码150001320130号码10823032-10823041作废●遗失重庆市铜梁区玉菊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农
商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0059502作废●遗失永川区时来运转餐馆食品经营许可
证JY25001180094928作废●许韦遗失重庆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重庆市住院医药
费专用收据，编号17027390，金额19858.99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润丰医药有限公司金太阳大药房九十一店药
品经营质量管理认证证书CQ33-Db-20150183作废●公告 重庆森固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渝
D79683.渝D43282.公告该车辆号牌作废●遗失2015.02.10发丰都县红鸿冻库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识别号500230331586376）作废●遗失2015.12.10发万盛经开区尚然足浴中
心营业执照副本500110606839596作废●重庆中通建筑实业有限公司游韧，一级建造师执业印
章（编号：渝150060800413，建筑专业）遣失，声明作废。●遗失渝北区百顺汽车美容服务部通用手工发票代码
150001520531号码05446224，05446225(第二联)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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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服 务

22年载誉而行
天誉用实力成就高端物业综合开发典范

在广州，天誉半岛作为目前唯一一个
可户户观江的千万级豪宅，不仅有国内最
大的纯自然声演奏厅“星海音乐厅”、典雅
优美的广东美术馆、星罗棋布的各种艺术
雕塑，还有广州最大的户外休闲运动区二
沙岛体育公园。整个半岛花草遍布，绿树
成荫，俨然是广州的世外桃源。

据天誉副总王峰介绍，天誉创立22年
来，业务以广州为起点，辐射全国。多年
来，天誉致力于打造城市地产标杆，已成功
开发了广州天誉半岛、广州天誉花园等诸
多豪宅项目，打造了天誉大厦、天誉威斯汀
酒店等多个城市CBD项目，深受社会各界
认可，荣获了“2018优质中国房地产企业大
奖”、“香港上市公司年度大奖”等众多称
号。

如今，天誉经过多年的高端地产项目
运营，不仅发展出多元化的产品线，更沉淀
出六大高端服务体系。其中包含，青创社
区服务、产品运营服务、高端酒店服务、高

端地产物业服务、完善配套服务和顶尖智
慧社区服务。

让重庆更美好
天誉入渝再造标杆级创新城市居住区

经过十年潜心规划，2015年，天誉深刻
洞察城市发展需要，大胆提出“让城市更年
轻”的理念，积极推进从传统开发商到“青
创社区营运服务商”的转型，计划3年内打
造覆盖150万以上青年用户的商业网络；
十年内引进300万居住人口，实现商业网
络覆盖1000万青年，致力打造创新、生活，
居住，“三位一体”的创新产品——天誉“青
创社区”，用优质产品和服务聚焦青年，以
平台运营实现资源整合聚变，实现青年“安
居乐业”。

天誉副总王峰表示，据他所知，早在
2016年，重庆城市人口的净流入数量就已
达到30万左右。此外，2017年重庆签订外
资项目约238个，截至年底累计有279家世
界500强落户重庆。这就意味着，近两年
有大批人才涌入重庆。今年天誉正式入
渝，正好顺应了重庆的发展趋势，将集团战

略产品“青创社区”落地到重庆，就是要凝
聚城市青年、焕发城市活力、推动城市进
步，与重庆共创美好。

其实，天誉一直在更高端城市品质人
居上不断进行着探索。就拿即将落地弹子
石的天誉·智慧城来说，其作为天誉重点布
局重庆的超百万方大作，这里不仅有约60
万方核心商业集群，超200米高、超5A、超
甲级写字楼，还有约8万方群慧生态公园
（规划中）。可以预见，未来10年20年，这
里将成为重庆时尚消费中心，区域商务形
象标杆和CBD休闲生活中心。

天誉携手硅谷巨头
共同打造约129万方智慧社区

不同房企对于智慧人居有不同的理
念。关于天誉在智慧人居这一块，王峰作
了更深入的解释。

今 年 ，天 誉 与 硅 谷 巨 头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慧与公司，全球500
强，由原惠普公司分拆成立，以下简称
HPE）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在传统地产开发
的基础之上，借助HPE在前沿技术的创新

能力与实践经验，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等技术，对写字楼、商圈、住宅进行智
慧布局，共同携手升级“天誉青创社区”，把

“天誉青创社区”打造成集“创新云”、“生活
云”“居住云”三位一体的创新型产品。创
新云是一种一站式创新服务，涵盖联合办
公、青创种子基金、孵化器等；生活云涵盖
教育、医疗、文娱等，主要是搭建起生活和
创业两大平台；居住云则以打造居民生活
和创业为基础，延展出智能家居、轻居住、
社区生活等空间。天誉希望通过与HPE的
深度合作，能够把今后的社区和居家生活
变得更简单更丰富。

王峰表示，天誉·智慧城不仅是天誉置
业入住重庆以来的首个作品，也是其打造
的第七座青创社区。项目共分三期打造，
一期已交房呈现，主要产品为住宅、写字
楼、公寓、临街商铺、独栋商业、车库等。二
期主要产品为住宅、公寓、社区商业等；三
期主要产品为弹子石地标写字楼、特色主
题商业街、公寓、酒店、独栋写字楼等，建成
后将成为弹子石区域内的商业商务中心。

除此之外，天誉·智慧城周边还有约8
万方群慧生态公园(规划中)，是整个弹子石
片区少有的大型休闲绿洲。而在交通方
面，天誉·智慧城拥有的“6桥5路3隧道2
轻轨（其中一条规划中）”立体交通网络，也
为业主的出行提供了切实的便利。

另外，9月中旬，天誉·智慧城计划推出
建面约34-60平方米的MINI华宅，为弹子
石CBD稀缺公寓产品。后期还将推出建
面90-180平方米标杆性改需产品。

载“誉”而来，天誉用智慧让重庆更美好
广州，作为中国

最早一批开埠通商
的城市，近 200 年
的发展,让其一线城
市的地位愈加巩
固。而随着城市化
的发展，恒大、碧桂
园、保利等一大批优

秀的粤派房企也应运而生。天誉置
业，正是其中之一。2018年，深耕珠
三角多年的天誉置业甫一入渝，便拿
下重庆CBD“金三角”的核心组成部
分——弹子石CBD总部经济区核心
地块。天誉将在弹子石打造出怎样的
项目？未来天誉将会在重庆如何发
展？近日，天誉置业重庆公司营销副
总王峰给出了答案。

▲都市旅游观光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