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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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 失 公 告

电
话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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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合 服 务

厂房出租
位于沙坪坝半月楼大约100多平方，有动
力电，交通方便，水、电、气齐全，价格面议。
电话：13368122609李女士

招商寻求合作伙伴
重庆兴华清洗机设备制造

厂（成立于1984年，股份合作
制）、重庆兴华自控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
注册地：渝北区，主要制造、销
售：清洗机、试漏机、压装机及
各种非标设备。现兴华自控
年产值达500-700万，为扩大
生产规模，寻求合作伙伴，股
份法人可转让。
联系人：田总，13983826777

征 婚 交 友
渝
媒
人

婚恋服务专家 成就天下姻缘
www.cqmeiren.com
4001-820-520

R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重庆市大渡口区征地办公室公告
张健强（户）：

你户位于大渡口区建胜镇民胜村四
社的房屋已被大渡口区人民政府依法征
收。现请你于2018年11月14日前到大
渡口区征地办建胜镇征地工作小组（茄
子溪正街39号）领取《征地拆迁补偿财
产确认通知书》，如逾期未领取，我办将
以清理确认、张榜公示数据作为征地拆
迁补偿依据。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68152531

重庆市大渡口区征地办公室
二○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公 告
加州桥下农贸市场承租人：
刘小康（身份证号5102241974****3175）
周 涛（身份证号5102241979****3150）

我方为加州桥下农贸市场产权人、出租人，我方于2017
年5月31日将加州桥下农贸市场出租给你方。2018年8月，
你方未按时支付租金构成严重违约，我方于当月催收租金时
告知你方我方拟出售该市场房屋产权，你方表示无购买意向
和能力。我方现再次告知你方，请尽快履行租金支付义务，
并就放弃优先购买权对我方以书面方式再次明确。若在十
五日内未回复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加州农贸市场产权人：黄程波（身份证号5102141971****
0015）、黄程梅（身份证号5102141973****0027）、周开荣（身
份证号5102261968****8481）。

2018年11月9日

公 示
我公司承建了江北区海尔路海语江山人行天桥工

程，根据区政府《关于在建交通项目专题会议的纪要》
（专题会议纪要〔2018〕135号）精神，重庆市江北区路
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终止了与我公司签订的江北区海
尔路海语江山人行天桥工程。凡是该项目涉及的未付
的民工工资、材料款、租赁费等相关事宜的当事人请于
登报之日起45日内与我司联系，逾期未联系的本公司
视其放弃处理，责任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联系人：徐先生 电话：13452248999
办公室电话：023-79238876 邮编409000
公司地址：重庆市黔江区长征路北段90号

重庆市黔江区辉宇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1月9日
认尸启事

2018年10月17日，在长江支路27号4-
4租赁屋内有一老人因病送市急救中心急救，
于25日死亡。经公安机关核实，死者杨世
孝，男，身份证512223193807225675是重庆
忠县马灌镇龙肖村6组94号，望亲人前来认
领。如无人认领将在一周后火化，不保留骨
灰。联系大坪街道68890252

重 庆 市 黔 江 区 鑫 牛 香 坊 火 锅 店（税 号 ：
91500114MA5U5U8M3H）遗失重庆市国家税务
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代码：150001620410，
发 票 号 码 ：17503938～17503940( 计 3 张)，
17504001～17504100(计100张)，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紫都钰涵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6DJK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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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

遗失重庆市双桥经开区新剪刀手发型设计店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50022508242431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双桥经开区新剪刀手发型设计店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证，渝卫公证字（2013）第500111000917号，声明作废
原潼南县宝龙镇严寨村村民委员会
遗失重庆农商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1711010120010000300，核准号：
J6530034595101)，现声明作废
遗失2017.8.31发大足区何明石材加工厂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225MA5UT6GK3P，中华人民共和
国不动产权证书，编号：渝（2017）大足区
不动产权第000678142号作废
注销公告：经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
水县长滩营业所（注册号5002433000079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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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原潼南县富欣建材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223007869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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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云阳县恒辉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纳税
人识别号91500235MA5U5AN20U）税控盘
一个号码662505143683声明作废
遗失綦江区丽达图文印刷厂营业执照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00222MA5UHFD18K 号. 发 票 领 购
本.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码5000182130
发票号码06226310-06226323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伽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7Q571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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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
重庆学宇吊装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7MA5UMJ750Q）
遗失国家税务总局重庆两江新区税务局（代开12）代开给
中铁十九局集团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用
发 票（第 四 联）1 份（发 票 代 码 5000163160，号 码
01386416、价税合计41007.60元）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燊昱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U6J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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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尤家帮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注册号：91500106MA5U5J9BXR）股东会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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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金·茗香苑”建设项目位于南岸区茶园

鹿角组团B分区23-1/03地块。由重庆聚金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建设，现建设单位对原规划批准的室
外台阶、室外停车位、室外综合健身场、篮球
场、羽毛球场和外立面进行局部调整。重庆
市规划局南岸区分局将于2018年11月7日－
11月9日在“聚金·茗香苑”建设项目现场对调
整情况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
到“聚金·茗香苑”建设项目现场查看。

联系人：郑仙林 联系电话：62605118
2018年11月7日

桐君阁大药房铜梁区张贤勇药
店遗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重庆市铜梁区和平路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530032408302，声明作废

遗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宁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编号5002403013337作废
遗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宁杰水产养殖有限公
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柱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871000973201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国丰汽车经纪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5U5JAB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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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博元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开给豪圣电机（天津）有限公司重
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
联）发票代码5000181130发票号
码02781793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重庆谦金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至今未做任何业务，各
股东没有实际注资和经营。公司在2018年10月29日已
在重庆市双桥经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进入了注销备案程序，
故定于2018年11月8日进入公司注销程序，公司代码：
91500111MA5UNT8K2D，根据公司法规定凡与本公司有未
尽事宜请在45日之内与陈谦金联系，联系电话13658124559.

重庆谦金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8日

公 告
我司所属项目大渡口钓鱼嘴安置房

项目平基土石方工程二标段已于2018
年7月15日竣工验收，现我司已付清包
括但不限于民工工资、材料款、设备租赁
费等；特予以公告，请各位互相转告，如
还有未结清上述费用的，务请自本公告
登报之日起30日内与我司联系。

联系人：黄祖强 电话：18113020829
联系人：汤老师 电话：18696549579

贵州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1月9日

●重庆尚格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营运证，车牌号
渝BF2961，证号500105009602，声明作废●光银长寿分公司渝BF8788营运证500115025500遗失作废●方达汽车租赁公司渝D52819营运证500402015612遗失作废

公告：重庆东能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
AS72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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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渝BF7236车主毛华平，因未购买该车保险，
车辆公司已开回，请见报3日内来公司办理该车保
险事宜，否则公司将该车做报废处理。
注销公告：经彭水县旭升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43MA5U651W8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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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璧山区莉涵鞋材有限公司
（注册号 5002270000152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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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璧山区广远服装经营部（普
通合伙）（注册号500227200007834）合伙人研
究决定，本企业拟将注销，根据《合伙企业法》规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企
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钺林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两路支行（账号
31111201040008633）开户许可
证J6530056953101，声明作废。
遗失华泰保险公司保单，被保险人：文礼
玲 ，车 牌 号 ：渝 A959G6。 保 单 号 ：
610EA12312018004057。 印 刷 号 ：
1602497263特此声明

债权债务完清公告
河南森苑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巴南区档案

馆旁土坡菜地整治工程。于2017年12月25日经渝兴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验收合格投入使用，现结算审计完
成，现公告与工程有关的单位、个人于2018年12月8
日前，与我公司指定人联系，申报债权债务（出示原件
并提交欠民工工资及材料款的相关复印件）逾期视为
自动弃权。我公司不再受理承担法律、经济相关责任。

特此公告
办公地点：重庆市渝北区加州花园8栋5-4
联系人：胡老师 联系电话：18580754455

河南森苑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8日

●遗失孟仕云2013年06月06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225600408698声明作废●遗失陈援平残疾证51022319540120811943声明作废●万伟2018.11.7遗失身份证512221196909041405声明作废●遗失陈冠熹中级职称证，编号:0105011220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树人中学校开票给杨蒨雯的发票，
发票号：304254，发票金额：7750元，声明作废●重庆稳当物流有限公司渝BY9062营运证500110056813遗失●夏志银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建筑起
重机械司机（T））证号渝B04201100884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美嘉新装饰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由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两江新区税务局代开给重庆
春语美容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
票代码：5000164160，发票号码：01781811，价
税合计：34744元，特此声明整份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世纪同进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6635720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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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重庆森鑫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27453424789）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注
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少至7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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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9日
本人程义林，收到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分公司开具的P180000006997812保
单的续期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代码为
5000161320，发票号为11063746。该发票
已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市合川区宜松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5ULUDC0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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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尔军遗失重庆恒大金碧天下第660栋101房
的契税收据和房款收据：契税收据编号
CQTXM0008052,金额40630.98；房款收据编
号CQTXM0008052,金额40363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市荣昌区王一房产经纪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0605450455)经公司股
东会研究决定拟将注册资本由30万整减资为3万元
整。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自公告发布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唐大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101020775声明作废。红专公司渝D90995营运证
500225010897 渝 D90909 营运证 500225010898 遗失。能凯公司渝 D85738 营运证
500110094002遗失作废。沛华公司渝BH8163营运证500110028284遗失。荣伟公司渝
B9J718营运证500103008154遗失作废。耀航物流公司渝BU9105营运证500110053505
渝A1561挂营运证500110034957遗失作废。君睿达渝D49839营运证500110076324遗
失。强帮公司渝A91027营运证500110051974遗失。远兴长寿分公司渝BF3650营运证
500115037003遗失作废。合耀公司渝D1D167营运证遗失作废。张霞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500113006348遗失作废。恒泰公司渝C72006营运证500383003589遗失。好运连连
物流公司营运证渝D42745遗失。速瑞公司渝D71608营运证500110083549渝D08235营
运证500110085054遗失作废。国凯公司渝A8559挂营运证500110049478遗失。
注销公告：经重庆松茂代理记账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5YMXWC9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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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健力威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6MA5U69UK5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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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健力威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9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祥耀食品有限公司2018年
11月6日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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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飞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睦和榨菜专业合作社（以下简
称“本专业合作社”）2018年11月8日全体成员决定，本专业
合作社决定解散，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四十三条之规定，请
债权人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专业合作社申
报债权，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冷晓伟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砂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5日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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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炯
注销公告：经重庆紫都钰菡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13MA5U9LB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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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
注销公告：经云阳县旭东中蜂养殖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5MA5U3WJ6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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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畅遗失重庆市第一中学颁发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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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重庆李家沱支行开户许可证J6530081042301作废●遗失吕林洪五洲国际门面5-1-1的履约保证金
收据，金额1000元，收据号码1017247声明作废●遗失向恋童《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500190193,声明作废●重庆市黔江区石会镇谈君副食销售部遗失农商行黔江支行石会分理处
开户许可证账号41080120440000199核准号J6870000441901作废●遗失重庆市驰宇家具销售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327800245Y，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渝林老火锅馆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发票号36681677、3668167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优邦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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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正本，编号JY15001530028205声明作废●遗失戴牧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00594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满冠物流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
码5000182130，发票号码03677199、03677200声明作废。●重庆新星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遗失2017.7.20核发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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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受重庆轨道族欢迎的社交
APP厢遇再次升级了，更有趣的玩法、更
IN的交友方式，还有价值十万元的好礼
免费赠送！

厢遇是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和重庆轨
道集团联手打造的一款针对轨道族的
社交APP，通过手机GPS定位，真实、准
确地记录哪些人曾与你相遇，以此为重
庆轨道族带来“缘分指数”的交友新体
验。自2017年 4月正式上线以来已累
计拥有30万下载量，应广大用户的需
求，厢遇这次完成了3.0版的华丽转变。

厢遇 3.0 新推出的“厢遇车厢”功

能，以用户兴趣为导向，“先兴趣，后交
友”的社交模式，成为轨道族开拓朋友
圈子、情感倾诉、工作降压的好去处。
厢遇负责人表示：“通过智能算法及人
工审核，话题车厢增强了APP内容观
赏性，更好地提供了内容输出、展示和
管理。让你尽情地分享快乐，吐槽烦
恼。”

同时，厢遇3.0依然保留了其全面的
休闲娱乐和生活服务功能，并升级了核
心“交友”板块。点击底部“交友”，这里
有通过人脸识别和实名验证的真实单身
男女期待与你相遇。点击“发现”按钮还

能进入更多趣味页面，包括活动中心、线
上商城、热门小游戏、轨道交通乘车查
询、天气查询等。

即日起，扫描上面的二维码下载厢
遇3.0版，登录、发帖、邀请新用户均可获
积分，积分能在厢遇商城兑换实物好礼，
目前价值十多万元的商品已经上架。厢
遇一直以更好的社交互动体验为产品优
化方向，让每个轨道族走出心的孤岛、链
接有爱的信息。在这里，你或许会遇见
一个更好的自己，遇见一个和你真正有
缘分的TA。

重庆晚报记者

第十五届中国会展行业高峰论坛·
中国会展之星颁奖盛典，昨日在苏州汾
湖隆重举行。国家有关部委领导、政府
主管部门、全国会展城市和行业协会的
领导，以及中外会展企业、行业精英、权
威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300多名嘉宾
和代表莅临本次大会。第七届重庆（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会荣获“2018中国会展
之星·中国品牌展览会金奖”荣誉。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正值上
海举办进博会盛事之际，为了推动中国
会展经济发展，全面总结改革开放40年
的辉煌成就，隆重表彰先进、树立典型、
展示风采，第十五届中国会展行业高峰

论坛（CCESF）、2018年度“中国会展之
星”颁奖盛典同期也隆重举行。作为中
国会展业界最具影响力、权威性的评选
活动和奖项，活动得到了各省市会展主
管部门的大力支持，被誉为“奥斯卡”大
奖。

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重庆文
博会，已连续举办了七届。第七届重庆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以6万平方米的
办展规模、25万参展人次、1.25亿元现场
成交量的优秀数据名列全国文化展览类
前茅，获得了与会领导和嘉宾的一致首
肯，其创新的市场化运营机制得到全国
会展专家的赞扬。 重庆晚报记者

第七届重庆文博会荣膺
2018中国品牌展览会金奖

重庆晚报讯 （记者 万里）还有两
天，京东11·11全球好物节就将进入高
潮。而从点击下单到开门收货，物流已
经成为消费者11·11狂欢最离不开的关
键一环。今年11·11，京东物流对外公布
从容应对海量订单背后的秘密武器，通
过无人仓、无人车、无人机、外骨骼机器
人、智能打包机、智能运筹系统等不同黑
科技的组合投用，用高效运转的智能物
流机器人和高度默契的人机配合，为
11·11全球好物节提供物流支撑。

京东物流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1·11
全球好物节期间，京东全国规模最大的机
器人仓群已经投入使用，不同层级的无人
仓数量达到50个，分布在北京、上海、武
汉、深圳、广州等全国多地。同时，16座大

型智能化物流中心“亚洲一号”将继续发
挥强大运营能力，通过智能仓储的不断应
用，大大提升了京东的订单处理效率。

目前，京东无人仓内智能机器人设
备实现了家用电器、美妆个护、电脑办
公、服饰内衣、医疗保健等五大订单品类
的应用场景覆盖，使用了京东自主研发
的地狼、天狼、分拣AGV、交叉带分拣
机、AGV叉车、机械臂等近 20种机器
人，无论是订单处理能力还是自动化设
备的综合匹配能力，都处于行业领先水
平。京东亚洲一号“智能大脑”更是可以
在0.2秒内分拣计算出680亿条可行路
径，帮助其做出最优选择。

不只是无人仓，在今年的11·11，京
东物流全球首个100%由配送机器人组

成的智能配送旗舰站，已经在长沙投入
试运营，截至目前，京东配送机器人覆盖
城市超过20个，包括北京、雄安、西安、
长沙、成都等地，为当地消费者带来智能
物流配送新体验。京东无人机则将继续
在陕西、江苏、福建、广东、青海、海南等6
个省份开展常态化运营。为了让无人机
触达更多边远地区消费者，京东自主培
养的无人机飞服师已经超过500名，助
力京东无人机配送距离超过12万公里。

与此同进，每年11·11对物流行业
从业人员都是一场“大考”，尤其是一线
的仓储和配送工作人员。通过各种核心
科技的辅助应用，京东物流工作人员与
机器设备组成强力的人机组合，成为提
高仓储处理效率的利器。

11·11京东全国最大规模机器人仓群投用
无人仓超过50个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帅婷婷）近日，苏
宁透露，此次进博会期间，苏宁海外采购的订
单预计将会达到 150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1200亿元，5000个海外品牌预计将引入潜力
巨大的中国市场。

据介绍，今年，苏宁在全球优质供应链搭
建上再加码，本次进博会签约额远超预期。
苏宁将在全球范围内，重点在欧洲、日本、澳
洲、北美进行大规模采购，采购范围将覆盖饮
食类、日化类、电子类等进口贸易商品，版权、
专利技术等贸易服务。在火热进行的双11

“全民嘉年华”期间，苏宁势必给中国及世界
市场带来全新的体验。

苏宁控股集团副总裁、苏宁易购集团副
董事长孙为民在进博会2018苏宁全球采购
供应峰会上表示，中国市场品质消费、消费
升级正成为全球消费市场增长的新动能；改
革开放40年的中国进一步开放，中国目前
的消费升级供给侧改革，也需要更多的国际
供应。

近年来，面对国内消费升级、海外商品需
求激增的现象，苏宁率先意识到未来全球零
售趋势，制定了智慧零售战略，在苏宁全渠
道、全场景、多业态线上线下融合的优势下，
用全方位、定制化的智慧零售解决方案为国
内消费者提供更多样的选择、更优异的商品，
以及更丰富的购物体验。

海外采购订单预计达到150亿欧元

苏宁亮相进博会搭建
海外优质产品引进桥梁

重庆晚报讯 （通讯员 康思嘉）讲
诚信、懂规则、守法纪……这些内容怎么
宣讲效果更好呢？日前，璧山区大路街

道妇联就用歌舞、小品等形式，把这些内
容表现出来，走村入户，给村民们送去了
精彩的文艺节目。

据了解，璧山区大路街道妇联以开
展“文明新风进万家”系列活动为抓手，
结合妇联创建美丽庭院活动，协同街道
文化服务中心、团委、综治办，共同组织
安排了14场文艺下乡宣传，以百姓喜闻
乐见的歌舞、小品等文艺形式，唱响“讲
诚信、懂规则、守法纪”的旋律，助力璧山
大路建设美丽乡村。

璧山区大路街道送文艺演出下乡

重庆晚报讯 （记者 陈旎）昨日记者从
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了解到，截至2018年9
月末，该行支持民营企业授信客户占全部公
司授信客户的67%，支持民营企业贷款余额
113亿元。

2017年数据显示，重庆民营经济主体占
全市的96.8%，支柱产业中，电子信息、汽车等
千亿级产业集群，民营企业占较大比重。

砂之船集团是以奥特莱斯商场运营为
核心业务的民营综合性集团，今年3月，中国
银行重庆市分行以境内银团联合牵头行的
身份，支持重庆砂之船房地产投资信托在新
加坡交易所主板市场成功上市，不仅帮助企
业成功募集资金3.96亿新元，该项目也成为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项目首笔落地
的房地产投资信托项目，也是中国中西部地
区首个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房地产投资
信托项目。

在服务民营企业跨境贸易的过程中，中
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充分发挥中国银行在海外
5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服务网
络覆盖全球的国际化优势，今年前9个月，已
累计为重庆外贸企业办理国际结算159亿美
元，稳居市场第一，累计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
及保函授信支持近200亿元人民币，累计为
企业提供规模充足、成本低廉的海外资金支
持16亿美元。

中行重庆市分行
助力民营企业发展

厢遇3.0温暖上线，升级“车厢”功能

让你相遇更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