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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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铺转让和独栋别墅出租13983897093蔡

杨家坪商圈兴胜路16号
新世纪天桥旁写字楼9间
出租，面积250平米。

房屋出租

电话：15523338679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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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选公告
重庆市顺弘达商贸有限公司就公交车辆及配套充

电桩技术选型方案编制进行比选，欢迎各单位参加。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11月14日 17:00；
地址：渝中区渝海大厦28楼市场开发部唐孟颖023-67683901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重庆

天然气净化总厂毛燕丞（身份证号：50010519860815****）
因多次未办理请假手续擅自离岗，累计旷工500余天，根据
《劳动合同法》、《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管
理办法》、《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员工奖惩（暂行）办法》等规定，
此行为严重违反了国家及企业规章制度。

在我单位征询总厂工会意见后，作出了开除并解除与毛
燕丞的劳动合同关系等处理决定，并请毛燕丞到重庆天然气
净化总厂人事科办理劳动合同解除手续。

期间，我单位组织专人采取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的方
式，由于无法联系到毛燕丞本人及家属，无法送达《关于对毛
燕丞作出开除并解除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等处理的决定》的通
知和《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现特此登报公告，自本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未回单位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的，视为送达
并自动解除与毛燕丞的劳动合同。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重庆天然气净化总厂

2018年11月8日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重庆
天然气净化总厂余洋（身份证号：50023119920921****）因多
次未办理请假手续擅自离岗，累计旷工300余天，根据《劳动
合同法》、《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管理办
法》、《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员工奖惩（暂行）办法》等规定，此行
为严重违反了国家及企业规章制度。

在我单位征询总厂工会意见后，作出了开除并解除与余
洋的劳动合同关系等处理决定，并请余洋到重庆天然气净化
总厂人事科办理劳动合同解除手续。

期间，我单位组织专人采取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的方
式，由于无法联系到余洋本人及家属，无法送达《关于对余洋
作出开除并解除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等处理的决定》的通知和
《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现特此登报公告，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未回单位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的，视为送达并自动
解除与余洋的劳动合同。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重庆天然气净化总厂

2018年11月8日

寻亲公告
2005年11月23

日8时许，杨荣福在
重庆市铜梁区西河
镇双永村路边捡拾
一名女婴，请孩子生

父母 60日内与铜梁区公安局联
系，期满孩子将被依法处置。

夏警官02345391155
减资公告：经重庆白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226MA5UK2WP6P）股东会决定，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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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秀山县海洋乡供销合作社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1MA5U9HLU8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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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鱼鱼的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91500103MA5YRGHD2E）经股东会决议，拟将
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
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2018年11月8日
重庆市城口县质量技术监督局遗失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票号：（2007）No:770068926、（2007）No:
770068951、（2007）No:770069047、（2007）No:
770069245、（2007）No:770069247、（2007）No:
770069465合计6份，特此声明整份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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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雅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50001085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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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重庆汉恩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798034313J)股东会决
定,现将原注册资本由伍佰万元减少至壹拾
伍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公司办理相关
事宜。特此公告。2018年11月6日
重庆市盛季食品销售有限公司，通
用手工发票代码:150001520531
发 票 号 码 分 别 为:04275976/
04275977/04275978/04275979
等，四份发票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莱杰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582810838X）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11.8
遗失重庆筑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开具给
中尚建安工程股份公司重庆分公司的重
庆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
5000172320，发票号码：28309904，金
额：43570.45；特此声明发票联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市巴南区南彭街道石岗幼儿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1330511069XN）
拟将注销。请债权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到本单位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
告。2018年11月8日

注销公告：经原开县林海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678677912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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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原开县绿州森林建设(集团)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678650672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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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刘伶莉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游小琼、马红梅、刘亭亭、马艺菲、彭小燕
与你单位关于劳动报酬、押金、经济补偿争议一案，现
向你公告送达合川劳人仲案字【2018】第699-703号申
诉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19年1月21日下午2时30分，在合川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地址：合川区南津街江城大道236号）二楼
219室（仲裁二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领
取本案裁决书的期限为开庭后的10日内。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1月8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苏州海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本委于2018年4月16日受理的罗成诉你司劳动

报酬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争议一案，已于
2018年8月15日开庭审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
〔2018〕第837号仲裁裁决书作出裁决: 由被申请人
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
系的经济补偿5925元（大写：伍仟玖佰贰拾伍元整）。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将本裁决书公告送
达你司，从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对本裁决不服，可从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
发生法律效力。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另一方
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1月8日

遗失2016.8.10发沙坪坝区宗泉食品经营部
营业执照正本500106608328371作废
遗失2017.2.7发渝中区舜哥水果店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5UBCU668作废
遗失2016.6.24发九龙坡区石坪桥宗舜食品
部营业执照正本500107608042673作废
遗失2016.10.19发南岸区龙舜食品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本500108608764626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简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000MA5UCWAXXL）经公司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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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
公告 重庆简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8日
注销公告：经忠县永恒服装制造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599205781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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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示：以下4个车辆网约车道路运输证遗失，特登报公
示，原证作废。渝 DY3672-500105015098；渝
DX2507- 500105012155； 渝 DX3925-
500105015103；渝DY8723-500105013678重庆
长安车联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重庆永佳和塑胶有限公司开
给重庆五喜塑料有限公司重庆增
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发
票 代 码 5000181130 发 票 号 码
04429024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东升房屋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1080000936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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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源安宏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
1月29日开具给福田镇人民政府重庆增值税普通
发 票 代 码 5000174320 号 码 01648996 金 额
140000.00元，2018年8月14日开具给福田镇人
民政府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5000174320号
码21459577金额600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源安宏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9
月21日开具给重庆市巫山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050001800104 号码
08068816金额193340.22元、代码050001800104
号码08068815金额835127.36元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富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1994年10月27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50010821001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黄春花2018年11月6
日 遗 失 二 代 身 份 证（证 号
511222198305226403（有 效 期
2017-2037）声明作废。自遗失之
日起不承担任何他人冒用后果。
遗失：重庆市正进供求世界广告有限公司 开户许
可证编号 653001446631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49123802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重 庆 綦 江 区 支
行 950003010002531115印鉴章:蔡金柱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华缘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06569167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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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
号为5001052108804的重庆颖源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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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颖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8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500105MA5UU4H814的重庆嫒瑾
思贸易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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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嫒瑾思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涵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601P4N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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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春月遗失铜仁恒信众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代码152001822001号码00084542作废
付 春 月 遗 失 大 众 牌 车 辆 合 格 证 ，合 格 证 编 号
WAB031820086161、车辆车架号:LFV3A23C6J3086161、
发动机号：C83384、发动机型号：CUF声明作废

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江苏京平运输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本委受理王勇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通过邮寄和直接送达你单位，根据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委作出的渝九劳人仲案
字〔2018〕第130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到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
科城路71号B1栋6楼），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九龙坡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1月8日

重庆苗钰姐黄牛肉火锅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10MA5U43REXC）遗失已开作废增
值税普通发票（第二联）1 份（发票代码
050001800104，号码04749675）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致图建材有限公司2018年10
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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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芙蓉

注销公告：经重庆枫许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4MA5UM76A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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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汪稀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4MA5UM6X18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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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滨鞠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4MA5UM8C6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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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水清木华电子商务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23203834268）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100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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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
遗失2000年 3月15日核发的重庆南桐木器厂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01800502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南桐木器厂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10216200100056）、
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1021620325094X）、组织机
构 代 码 证 正 副 本（代码20325094-X）声明作废

重庆宇星通讯设备有限公司遗失
作废的增值税普通发票3份，代
码:5000172320，号码24423384,
24423386,24423392，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市沙坪坝富森模具厂遗失
公章一枚；遗失农村商业银行沙坪坝
支行凤鸣山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6530013066403， 账 号
0301030120010004713，声明作废。
重庆彬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货运分公司渝
BG7057车辆保险脱保请于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
公司交清国家税费、保险和车辆年审，行驶证、营运
证、登记证书、车辆牌照、未交回，逾期未完善，将向车
管所，运管所申请牌证公告作废，后果自负。
遗失四川金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城口分公司
公章（编号：5002297008137）、财务专用章
（编号：5002297008138）、发票专用章（编号：
5002297008139、 税 号 ：
91500229MA603E5JXX）各壹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禅野文化创意策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4L176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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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泰耳通物流有限公司渝CK6363渝CK5580渝CK5877渝CK5853渝
CF1268渝CK5771渝CK5517渝CK6827渝CK5532渝CK5552渝
CK5755营运证遗失；泰驰物流有限公司渝CK7780渝CK7279渝
CK7917渝C3C817渝 CK8089渝 C0C323渝 C2C792渝 CK7299营
运证遗失，光银汽车运输公司渝B523H1营运证遗失作废

原綦江县海宏公司渝BJ3617营运证500222033761遗失。悦田物流公司渝CK2169渝CL1296
营运证遗失。廷顺公司渝 D70842 营运证遗失作废。万事达公司渝 BQ8519 营运证
500110010252 遗失。鼎峰公司渝 BL5008 营运证 500110054135 遗失作废，金轮公司渝
BP6072 营运证 500115033494 遗失作废。重庆恒跃物流有限公司渝 BY3121 营运证
500110054517遗失作废。渝润泽公司渝BX0785营运证500222038820遗失。旺博公司渝
D28319营运证遗失补办。奥园公司渝BH7363营运证500110029007遗失作废。恭喜发财公
司渝D11396营运证遗失 。偃孙公司渝B5F123营运证500103022498遗失作废。恒华公司渝
BV1918营运证500110036421遗失作废。领富公司渝D59587营运证遗失。盛世物流公司营
运证渝BQ7958遗失。宇晟公司渝BU9989营运证遗失注销。进金公司渝BY6226营运证
500110097265遗失。重庆依金物流有限公司渝BY7687营运证500222043199遗失。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桑枝香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2018年1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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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冬梅

●遗失原潼南县颜奇亮中医诊所2013
年5月2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00223600156447声明作废
●重庆永新齿轮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农业银行（原）綦江县支
行永新营业所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3393201作废
●遗失重庆同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2017.7.14开具涪陵恒大南门金阶
公建配套南门山牛肉面大王何为建其它保证金3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左治尼奥商贸有限公司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71553001作废
●重庆意顺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工行重庆高科技支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3100020409200053077核准号J6530012867301作废
●遗失钟阳白雪四川美术学院学生证201521143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康弗尔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发票领购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U4LQ168声明作废
●遗失邓小利,孔令和之子孔钦可2001.1.19在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永川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C5000999999作废
●遗失重庆金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
（第二联），代码5000172350号码00582112作废
● 遗 失 重 庆 尊 运 物 流 有 限 公 司（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50011006566924XD）税收完税证明，渝地证97030418特此声明
●遗失彭水县师范校校内学生超市食品流通许可证
副本，编号SP5002431550041796，声明作废
●遗失2016.4.5核发重庆水悟天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554062078F声明作废
●遗失陈琳斌重庆建筑大学建筑工程
专业毕业证编号970400022作废
●遗失冯杰春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500100001040作废
●遗失赵婷婷保险执业证02000450000080020171100142作废
●遗失綦江区华盛建材经营部（税号92500222MA5UD6TW76）税
控盘，编号 499946319915，声明作废
●遗失2016.9.7核发的重庆致图建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0628578273声明作废

●遗失2016.8.15核发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何家坝水果专业合作社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0MA5U7ARQ3D作废
●遗失2017年12月25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张天建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1MA5YPFYR1A声明作废
●遗失永川区兰利涂料厂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0038319840203005301，声明作废
●重庆市永川区骐骥矸砖厂遗失农商行永川支行三教分理处开户许可
证账号1827010120010003530核准号J6530038108901作废
●遗失重庆市潼南区渝满香餐厅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号码42957698-4295770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潼南区欣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财务章壹枚，声明作废
●吕学彬建筑起重机司机操作证渝A042010005387遗失作废
●曾利渝建筑起重司机S证渝A042013021086遗失作废
●遗失车芝琼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住院医药费用专
用收据:NO:002778422金额6533.63元,作废
●声明：渝中区恒大名都12栋3001遗失装修
保证金收据：编号mdgy00005894，声明作废
●遗失荣昌区昌州街道黄二姐卤鹅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JY15001530046345作废
●遗失北碚区久诚房屋信息咨询服务部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500109198309180415作废
●遗失2017.7.6发周洪焱执照正副本92500119MA5UPCNE3X作废
●遗失张润兰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4600213671作废
●遗失朱文碧营业执照正副本，号码500224606577516
●遗失2015.4.27发李春丽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4605414345作废
●遗失潼南区霞龙日用品经营部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57483902)作废
●遗失2014.10.22发九龙坡区中梁山正文机械
加工厂营业执照正本500107600360015作废
●重庆桂铭物流渝AN5600道路运输证500110065318遗失作废
●遗失张静营业执照副本500109600320702作废
●遗失个体户王邦维在中国建设银行重庆铜梁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2111601声明作废

征 婚 交 友
www.023yuan.com 美的缘11年68067355

●遗失陈渝意（身份证号码330382200012070916）于2016
年毕业于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校的毕业证，声明作废。
●重庆一子广告设计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
票 ，发 票 代 码 ：050001800105，发 票 号 码 ：
04539849，金额：44663.98元，声明作废
●遗失原荣昌县殡仪馆机构信用代码证，证号
B2050022603875770E，声明作废。
●重庆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因组织机构
代码IC卡，编号：68392250-5遗失，声明作废。

大安全时代需要360安全大脑

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人们生
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同时，安全的外延也在
不断扩展。从希拉里邮件门，到美国断网
事件，再到影响全球的勒索病毒爆发，可以
看出未来安全问题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
庭都息息相关。

360 集团董事长周鸿祎介绍，现在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一切皆可编程，万物
均要互联”的时代，网络攻击的危害已经
扩展到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社会安全、金

融安全，个人安全乃至人身安全。网络
安全从“信息安全”时代进入了“大安全”
时代。

“大安全”时代我们面临许多大的挑
战。周鸿祎介绍了三点，一是整个世界
都架构在软件之上，是软件就会有漏洞，
而漏洞是不可预知的，攻防不对等，没有
攻不破的网络；二是万物互联时代，物联
网的设备数以百亿计，每一个设备都可
能成为攻击点，防御十分困难；三是面对
高级威胁，基于特征检测的防护技术已
经失效，传统手段都已经无法应对。面
对犯罪分子和更高级的网络攻击，能够

防范的唯一方法就是利用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

为应对大安全时代的错综复杂的网络
威胁和挑战，360综合运用十多年来积累
的海量数据和4000多项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专利技术，构建起了一个具有感知、学
习、推理、预测和决策能力的智能防御系
统，也就是“360安全大脑”，实现了更加智
能化、整体化的安全防护。

安全大脑成功用于各个领域

目前，360已经成功用于网络安全的

各个领域。360“安全大脑”已经可以对网
络攻击进行态势感知、智能响应和追踪溯
源，应用到了网络安全的各个领域。比如，
360“安全大脑”至今已发现了38个APT
攻击组织；成功对Mirai和 Satori等在全
球造成重大影响的僵尸网络进行了预警和
处置。

此外，360“安全大脑”还应用到智能汽
车、工业互联网、金融等诸多垂直产业领
域，全面为产业安全发展赋能。目前已与
70%的汽车厂商和90%的大型银行展开合
作，另有100多家工业企业接入360“工业
安全大脑”。

360安全大脑将更加开放

网络安全攻防力量不对称，会越来越
危险。攻击者用飞机大炮，防御还用大刀
长矛是不行的。从技术能力来看，360经
过10多年的积累，拥有了全球最全最新的
安全大数据，总量超过2EB，相当于硬盘连
起来有100多公里，可以铺满2个足球场，
包括全球最大的程序文件样本库，总数超
过150亿；全球最全的程序行为日志库，总
数超过22万亿条。

360还在全球最早实现了人工智能在
计算机病毒查杀领域的商业化应用。在
过去8年，360获得10项人工智能国际比
赛的冠军。周鸿祎表示，“安全大脑将成
为未来5到10年，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的一
种技术思路或技术方向。今天的成果发
布只是安全大脑建设一个全新的开始。
在此，我们愿意把安全大脑的能力、资源
和技术开放出来，与企业、科研院所、高校
等深度合作，共同把安全大脑打造成为网
络安全领域的核心技术，构建大生态，打
造大产业。”

目前 360 安全大脑提供的是一种
能力，也就是赋能给各个领域，未来，
360 安全大脑的发展方向是建立一个
开放生态，通过互信、共治的机制来服
务于国家、服务于整个产业，这也与本
届大会主题“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
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相契合。

重庆晚报记者 万里 受访者供图

乌镇大会现场发布乌镇大会现场发布
年度领先科技成果年度领先科技成果
360360安全大脑获评安全大脑获评

▲360集团董事长兼CEO周鸿祎

11月7日至9日，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召
开。7日下午的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上，“世
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推荐委员会”正式公布了2018年
的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360在今年5月正式发布的
安全大脑获评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成果。

“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推荐委员会”由47名海内
外知名的互联网业界专家组成。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
中央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担任推荐委员会名誉主任，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担任中方主
任，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2015年图灵奖获得者惠特菲尔
德·迪菲担任外方主任。本年度十五项代表性领先科技成
果是由推荐委员会投票，按照得票数推荐产生并报大会组
委会审定。

重庆晚报讯 昨日，重庆晚报记者从
市委宣传部获悉，第76期“重庆好人”上榜
名单公布如下：1、涪陵区助人为乐的保安
方鹏；2、潼南区助人为乐的村民李向富；
3、铜梁区见义勇为的保安冯勇；4、巫溪县
见义勇为的供电公司职工谭国卿；5、大足
区敬业奉献的水务站站长李传德；6、合川
区敬业奉献的教师康仁义；7、江北区敬业

奉献的民警张耀；8、开州区敬业奉献的广
播电视站站长陈昌永；9、两江新区敬业奉
献的公司创始人舒畅；10、万州区敬业奉
献的医生姜兴鹏；11、武隆区敬业奉献的
武隆区公安消防大队巷口中队；12、渝北
区敬业奉献的市政执法人员任超；13、忠
县敬业奉献的机关干部杨骅；14、璧山区
孝老爱亲的村民王万玉和陈礼林；15、秀
山孝老爱亲的村民吴桂芝；16、酉阳县孝
老爱亲的村民舒海蓉；17、綦江自强不息
的学生明新悦；18、荣昌区自强不息的教
师晏永红；19、石柱县自强不息的村民邓
文齐和谭春群；20、巫山县自强不息的搬
运工宋维程。

第76期“重庆好人榜”揭晓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周小平）第十三届
中国（重庆）老年产业博览会暨养老服务业发
展高峰论坛（以下简称“老博会”）将于本月9
日~11日在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本

届老博会以“新时代新养老 新生活”为主
题，将组织邀请智慧养老，医养结合，旅居养
老，治疗、康复设备，护理、辅具用品，老年金
融、旅游、休闲文化等涉老企业参展。

第十三届老博会周五举办

重庆晚报讯 （通讯员 康思嘉）为提
高农村留守妇女的就业能力，响应乡村振兴
战略，日前，璧山区七塘镇喜观村妇联在镇
妇联和村委会的组织下，带领农村留守妇女
到渝西研发中心蔬菜基地实地考察学习。

在活动中，渝西研发中心蔬菜基地的

专业老师为其授课，讲解如何扦插育苗、施
肥、松土等一系列种植技术。随后，留守妇
女们来到田间进行实际操作，授课老师面
对面进行指导，增强她们的操作能力。通
过这次活动，提高了她们的再就业能力，在
一定程度上助推喜观村的农业发展。

璧山区七塘镇提升农村留守妇女劳动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