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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集团都市传媒出品

重庆晚报讯 （都市传媒记者 唐中
明）免费试吃牛排海鲜、领取进口商品大礼
包、20元起拍卖进口爆款商品、加入合伙人
享受自用省钱分享赚钱……今天，由洋展购
打造的重庆首个轻创业跨境电商平台——
海惠客受邀参展渝交会，带来丰富进口商品
大礼包，自用省钱、分享赚钱的全新轻创业
跨境电商模式，吸引很多人关注。

重庆市洋展购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薛国能介绍，海惠客是洋展购全新打
造的自营跨境电商平台，在海关总署备案，
合法持有海外直购模式跨境保税进口营运

资质。在核心商业模式上，与现有跨境电
商平台具有本质区别。首先是垂直自营，
海惠客建有专属海外仓、保税仓，所有产品
供应链均通过自营渠道采购，和其他平台
相比更能保障所有货物百分之百正品。其
次，海惠客直邮和跨境保税模式，更能确保
正品低价。所有商品均通过海关全程监

管，第三方保险公司承保，确保100%正
品。由于跨境保税享受国家税收优惠，综
合税率只有11.2%，而且跨境保税都是直
接从品牌方直接到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
差价，因此更有价格优势。第三，可提供
O2O放心购物享受。海惠客拥有线上商
城，布局线下渠道，以品牌授权模式整合

现有社区小型便利店，设置海惠客专属展
示区，两年布局15000家门店，让市民可
以在家门口享受丰富进口商品体验，试用
进口商品，线下体验线上买单。第四，海
惠客领先创建全新的轻创业模式，制定合
法渠道运营机制，建立合伙人制度，为合
伙人提供专业产品知识培训、精细化运营
推广培训、贴心顾客服务保障、专业法律
队伍护航、诚信风险保障，让每一位用户
轻松成为社交零售的专业卖家。

让你成为社交零售专业卖家
重庆首个轻创业跨境电商平台海惠客亮相渝交会

看表演尝美食捡便宜
周末国博中心耍个够

今天至22日，第六届中国（重庆）商品交易会（简称渝交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记者
从市商务委获悉，渝交会主要集中在N区8个场馆，每个场馆都有特色，观众免费入场逛展。

都市传媒记者 唐中明 文 市商务委供图

▲免费接驳车乘车点

▲渝交会上的家装文化节

◀参展企业
品牌产品

时间

10月19日－22日
地点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规模

预计13万平方米
主题

市民盛宴 城市节日

场馆分布 主要活动

便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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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重庆利优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识别号：91500000077262252P）开给重
庆中顺化工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票联和抵扣联共2张
不慎遗失，发票代码5000181130，发票号码为 02007075，金额为：
6036.36（大写：人民币陆仟零叁拾陆元叁角陆分），税额为：603.64
（大写：人民币陆佰零叁元陆角肆分）。现特做此发票遗失声明。

遗失重庆人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市国土
资源和房屋勘测规划院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5000182130，发票号码：09867241，金额：1200元；增
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050001800104，发票号码：
08165840，金额：22500元，特此声明此发票遗失作废。

重庆雅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
口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70396001， 账 号 ：
11259000000634964）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万集门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322378663E，
拟将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减少为10万元。请债权
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特
此公告！2018年10月19日

●遗失2000.10.12发綦江南洲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62208419、公章一枚作废●注销公告：经綦江南洲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注册号62208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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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桐君阁大药房江北区民健药店工
商银行沙坪坝双碑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30769303，账号：
3100024509200005384，声明作废

祥田公司渝D60119营运证500382021934遗失作废。廖均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234014729声明作
废。重庆市经叁物流有限公司BS9720营运证遗失。奔一物流公司渝CD3717营运证500226007368遗失作
废。原荣昌县海燕公司渝 CD2827 营运证 500226010251 遗失作废。尊运公司渝 BU7595 营运证
500110027077渝BX0663营运证500110043282遗失作废。能通公司渝D44425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长
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潼南分公司渝CUT307营运证遗失。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八分公
司渝B531X1营运证遗失。一帆公司渝D76265营运证500110074038 遗失。聚万公司渝D39951营运证
500110073238遗失作废。原万盛区文桃长寿分公司渝BP6361营运证500115050005遗失作废。名流
公司渝BS9168营运证500110081367遗失作废。重庆骏豪物流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渝BQ2615营运证
500110031485、渝BQ2667营运证500110005609车辆车主因个人原因与公司长时间失去联系，未按国
家车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进行二级维护、定期保险、年审年检，特申请营运证注销。

公司合并公告
现有庆铃五十铃（重庆）发动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426万美元，五十铃庆铃（重庆）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4,000万美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庆铃五十铃（重庆）发动机有限公司和五十铃庆铃（重庆）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作出董事会决议并共同签署的《吸收合并协议》，由庆铃五十铃（重庆）发动机有限公
司采取吸收合并方式合并五十铃庆铃（重庆）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次合并”）。

本次合并后，庆铃五十铃（重庆）发动机有限公司将继续存续，注册资本为32,426万美元；五
十铃庆铃（重庆）零部件有限公司将解散并注销。

本次合并后，原庆铃五十铃（重庆）发动机有限公司和五十铃庆铃（重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的庆铃五十铃（重庆）发动机有限公司承继。

庆铃五十铃（重庆）发动机有限公司和五十铃庆铃（重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可自
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天内，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以上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
上述权利的，本次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庆铃五十铃（重庆）发动机有限公司 五十铃庆铃（重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7日

公 告
由重庆巨泓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重庆市

璧山区七塘镇金色娇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市级示
范工程（喜观村委会、院落及老街沿线）工程项目，
现已全部完工，凡与该工程有债权、债务（包括民工工
资、材料、机械费等）单位、个人，请于本公告之日起15
日内，到我司结清债权、债务，逾期者责任自负。
联系人：郭娟 联系人：黄文强
联系电话：13983332322 联系电话：13883877926
重庆巨泓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0月19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弘侨正阳农业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00223MA5U7JF68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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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流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4KXR0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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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申乾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000MA5UU8D28C）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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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意拳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MA5U8BRM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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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朵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3QK40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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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注销公告：经彭水县插旗老年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309241290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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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邦玲机械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账号31091401040001588）
农行重庆北碚水土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30025418802作废
注销公告：经城口县姐妹豆制品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2290000009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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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鼎运记餐饮文化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2230075568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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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佳川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9068258673J）经股
东会研究决定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请债权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经重庆青枚广告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渝万注册号

5001100076288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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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尝手续。
注销公告：重庆迪弘机电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40000077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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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寰阅摄影服务有限公司2018
年10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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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

遗失重庆市大足区铁山建材有限公司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大足支行铁山分理处账号2225010120010000839的
机构信用代码证 G1050011101814610S 及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6530018146103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翔铮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3767610286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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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重庆允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500105322347082）；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32234708-
2）；遗失2014年 12月10日发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0010500757121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泽锦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87U58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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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遗失补办声明
荣昌区工业园区油栎安置点傅畅荣等两户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证号：地字第500226201800017号，其
建设业主已在2018年10月17日的重庆晚报上刊登了
遗失启事，现向我局申请补办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手续。我局公告征求利害相关人
意见，如有异议者，自登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我局提交
利害关系证明书面材料。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我局将
补发其建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手续。

特此声明。
重庆市荣昌区规划局 2018年10月1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时光嘉宴物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MA5U6TG82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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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劲途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32776307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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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声明：重庆喜美瑞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国税通用机打卷式发票（3
卷 300 张 ）: 发 票 代 码
150001620410票号03328901至
0332920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嘉寓门窗幕墙工程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5771785109C）开具给资阳万诚置业
有限公司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5000171320发票号码00866674，价税合计金
额：380000元，特此声明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鼎辰方部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79MY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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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杨港2018年 10月 16
日遗失身份证、驾驶证（身份证号
653125199711123013）；遗失重
庆电信职业学院学生证（学生证号
20160402203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秉衡市场调查中心（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9M4H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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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郑自伟中医执业医师证，编
号：141500234000147声明作废●王天睿2018.10.17遗失身份证511623199610080634作废●遗失重庆凯嘉物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1号
章，1枚，编号为：5001023008615，声明作废。●遗失熊燕、杨飞之女杨雨婷2012年9月22日在重庆五洲
女子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207832作废●南岸区姐弟快餐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JY25001080026153，声明作废。●遗失合川区万利建材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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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地点免费接驳车

为方便市民前往国博中心参加渝交
会，10 月 19 日—22 日每天上午 9 时起，
在渝中区鑫隆达大厦、江北区渝通宾馆
和渝北区犀牛桥提供免费往返接驳车。

展会期间，组委会携手盼达用车，在
国博中心场馆外设立盼达专用车点，使
用者可获得新手大礼包等优惠。

2018重庆国际小吃节

时间：10月19日－22日
地点：北区室外广场
内容：以美食＋逛吃逛喝＋嘉年华

娱乐形式，组织创新餐饮、私房美食、西
式餐饮中的各类小吃和各地名小吃、老
字号专场宣传推介。

重庆国际咖啡文化节

时间：10月19日－22日
地点：N6馆
内容：组织国际咖啡品牌、本土原创

咖啡及烘焙商家参展，开展如咖啡品鉴、
咖啡杯测、疯狂咖啡师等咖啡文化推广
活动。

对话新锐潮流品

时间：10月19日－22日
地点：N5馆
内容：面向新兴产业和新锐品牌商

家，举办有针对性的互动交流活动。邀

请商家路演推介，邀约各购物中心、商
场、协会等参加。搭建集中展示产品、
推广理念和商务洽谈的平台，助推新锐
品牌的发展壮大。

2018重庆秋季动漫嘉年华

时间：10月19日－22日
地点：N6馆
内容：设立动漫街区，开展宅歌宅舞

比赛，二次元明星现场表演、现场签售活
动，知名动漫商家携爆款知名动漫周边
现场展示售卖，汉服走秀及动漫coser快
內表演等系列主题活动。

“渝粉的力量”年终促销节

时间：10月19日－22日
地点：国博中心
内容：组织各馆品牌商家，特别是汽

车品牌等开展年终购物大促活动，实实
在在优惠市民购物。邀请新媒体、社群
组织等各自开展粉丝节，利用媒体分析
效应及内容吸引カ，召集渝粉前来参与
活动。

N1N3N5馆买土特产

1、以农村电商发展为主的区县商
务工作成果展示。

2、以都市商圈为核心的区县创新
商业模式、新商业业态等展示。

3、以重庆名特产品为主的重点企
业展示，如重庆造名牌产品企业。

4、内贸、外贸、粮食、自贸办、会展
等工作成果展示。

5、外省市及环渝城市市场拓展和
经贸合作。

N2N4馆买新概念车

国际品牌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汽
车、新概念车、平行进口车、合资品牌及
国内品牌的家用轿车、SUV、房车、汽车
生活周边等。

N6馆体验新业态新零售

新业态新零售的创新品牌展示交
流等，包括橱窗艺术、文创商业、动漫
IP、脑洞创意、匠人制作、独立设计师作
品、创客空间、体验型消费产品、VR、生
活美学、图书、电竞游戏等。

N7馆看时尚家居

举办 2018 首届渝交会家装文化
节，建材家居企业及其配套供应商
参展。

N8馆买进口商品

以进口商品和跨境电商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