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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慢新闻深阅读慢新闻03
2020年10月28日 星期三
责编 陈志刚 视觉 黄明强

图编 张路 责校 曹珂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财政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00111739831873U）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10月26日起
1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20年10月26日

鑫益城公司渝A9390挂营运证500115060663遗失作废。
澳成公司渝D2519挂营运证500110072608 遗失作废。
国凯公司渝BV6787 营运证 500110045456 遗失作废。
重庆久福物流有限公司渝 BV3979 营运证
500110044117遗失作废

●遗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思味阁糕点店的食品
经营许可证，编号JY25001070133630声明作废。●张奇琦遗失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
学生证,学号1915100224,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货满满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6MA60QRBW5J）经股东会
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800万元减至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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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钟国龙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9MA6018HY18）股东决定，拟将
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债务人到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10月28日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年资源化利用9.6万吨油基岩屑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已完
成征求意见稿，现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征求公众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网络链接
查阅获取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发表意见建议。
一、报告书及意见表链接：http://dwz.date/cTKU。
二、建设地点：重庆市长寿区化北路7号
三、征求意见范围：受到项目影响的周边群众。
四、建设单位：重庆美欣达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五、提意见起止时间：2020年10月21日至2020年11月3日。

重庆双冠电镀有限公司表面处理新建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重庆双冠电镀有限公司租用大足表面处理集中加工区2幢1-1号车间，新
建1条挂镀锌生产线、1条喷漆（久美特）生产线，形成电镀锌5万m2/a、喷
漆2万t/a的表面处理规模。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承担环评编制工作已
基本完成，现向项目周边居民、企事业单位等公开征求意见。本项目报告
书 全 文 查 询 网 址 为 http://www.dazu.gov.cn/jkq/sqjkq/zwgk_
106107/fdzdgknr_106109/gsgg/202010/t20201023_8088115.html，如
需查阅纸质报告请至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B座14楼生态环境咨询院查
询。2020年10月26日-2020年10月30日期间，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
电话的方式反馈给我们。公众意见表下载地址为http://www.dazu.gov.
cn/jkq/sqjkq/zwgk_106107/fdzdgknr_106109/gsgg/202010/
t20201023_8088115.html。若您还想了解项目更详细的信息，请与环评
单位直接联系。反馈方式：徐女士 61513297 57374660@qq.com

声 明
根据南岸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现将南岸区友于里48号-2号直管公房承租
权裁定给李绍兵，故该房原《重庆市公有房屋
住宅租约》字第21714号声明作废。

南岸区上新街房管所2020年10月28日

招租公告
1、重庆市北碚区碚峡路60号（新时代建

材市场）招租，使用面积7186平方米；
2、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二路86号爱华龙都

7楼、8楼招租，建筑面积1367平方米。
有意者联系：办公电话023-63023646，

郑老师13272716252，艾老师13389602095，
王老师15802382177

遗失重庆迅腾运输有限公司车牌号渝D02483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骏运公司渝AH2033营运证
500115050767遗失作废。蒋文从业资格证500228198506025451声明作废。富庆公司渝DT2729营
运证500110109997遗失。庆吉公司渝D62329营运证500227019485遗失作废。重庆茂隆物流有限公
司渝BS6611营运证500110087550遗失。来源万盛分公司渝BU5151营运证500110026375注销。重
庆恒跃物流有限公司渝AB313挂营运证500110059302遗失作废。重庆金润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S1233车辆档案已注销，现声明该车辆道路运输证500222088580注销。恒华公司渝BV5759营运证
500110039358遗失作废。宏锦公司渝AD316挂营运证500110060766遗失。豪帅公司渝BS9665营
运证500110035960渝BR2630营运证500110038705遗失作废。重庆名流物流有限公司渝A97396营
运证500110051057遗失作废。兆南公司渝BT8219营运证500110117312遗失作废。大财綦江分公司
渝BU0260营运证遗失作废。汇百聚公司渝BR5827营运证500110068551遗失注销。

公 告
重庆市恒牛船务有限公司:本机关于2020年6月8
日受理赖维彬的工伤认定申请，2020年9月28日作
出《工伤认定决定书》(涪人社伤险认字[2020] 1083
号),因无法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你公司不服本决定，请
于本公告视为送达期之日起6个月内向南川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在60日内向涪陵区人民政府或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

重庆市涪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10月19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弘满渝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00106MA5U61XM9L）股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
资本由2000万元减资到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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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弘满渝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8日

重庆航钺电镀有限公司零部件生产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重庆航钺电镀有限公司租用大足表面处理集中加工区的9#厂房1-3号车
间，新建2条镀锌生产线，电镀面积5万m2/年。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承
担环评编制工作已基本完成，现向项目周边居民、企事业单位等公开征求
意见。本项目报告书全文查询网址为http://www.dazu.gov.cn/jkq/
sqjkq/zwgk_106107/fdzdgknr_106109/gsgg/202010/t20201023_
8088170.html，如需查阅纸质报告请至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B座14楼
生态环境咨询院查询。2020年10月26日-2020年10月30日期间，您可
以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的方式反馈给我们。公众意见表下载地址为http:
//www.dazu.gov.cn/jkq/sqjkq/zwgk_106107/fdzdgknr_106109/gs
gg/202010/t20201023_8088170.html。若您还想了解项目更详细的信
息，请与环评单位直接联系。
反馈方式：徐女士 61513297 57374660@qq.com

《重庆新港长龙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码头6#泊位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我单位已委托环评单位编制完成《重庆新港长龙物流有限责任公
司码头6#泊位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征求意见稿》”），现依法进行公示。一、《征求意见稿》全文获
取方式《征求意见稿》全文可在http://www.cqxgcl.com/nd.
jsp?id=71#_np=2_307附件2查阅；可同时向建设单位联系并查
阅纸质报告书。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
围内以及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三、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意见表可在 http://www.cqxgcl.com/nd.
jsp?id=71#_np=2_307附件1中点击下载。四、公众提出意见的
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反馈与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真实
有效的联系方式。1、建设单位信息，建设单位：新港长龙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联系人：陈先生，电话：15922881411，地址：重庆市
长寿区江南镇重庆新港长龙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邮箱：cqxgcl@
126.com。2、环评单位信息，环评单位：中冶赛迪重庆环境咨询
有限公司，联系人：兰老师，电话：023—68484359，地址：重庆市
渝中区双钢路1号翰文酒店10楼。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年10月22日～2020年11月5日。

新港长龙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0月28日

重庆利进电镀有限公司新建化学镀镍生产线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重庆利进电镀有限公司租用大足表面处理集中加工区的6#厂房的第3层
车间，新建1条自动滚镀化学镀镍生产线，电镀面积3.5万m2/年。中机中
联工程有限公司承担环评编制工作已基本完成，现向项目周边居民、企事
业单位等公开征求意见。本项目报告书全文查询网址为http://www.
dazu.gov.cn/jkq/sqjkq/zwgk_106107/fdzdgknr_106109/gsgg/
202010/t20201023_8088052.html，如需查阅纸质报告请至中机中联工程
有限公司B座14楼生态环境咨询院查询。2020年10月26日-2020年10
月30日期间，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的方式反馈给我们。公众意见表
下 载 地 址 为 http://www.dazu.gov.cn/jkq/sqjkq/zwgk_106107/
fdzdgknr_106109/gsgg/202010/t20201023_8088052.html。若您还想
了解项目更详细的信息，请与环评单位直接联系。
反馈方式：徐女士 61513297 57374660@qq.com

遗失璧山区三三三建材租赁站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璧山支行五里分理处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7758201，账
号：210301012001000393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祥冠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0MA5U7HDM02）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拟
将注册资本由200万整减资为1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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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28

证书遗失公告
建设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二中学校，

法定代表人秦彦利，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
正街47号，因法人证书正本及副本遗失，（证书
号：12500107798000615T），现声明作废。

孙家镇绿元宝生态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孙家镇绿元宝生态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该项目环评相
关信息公示如下：
1、征求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公众或单位的意见或建议；
2、公众可前往建设单位办公室查询纸质报告书，或通过网络：
https://www.eiabbs.net/forum-91-1.html查阅报告书和公众
意见表下载；
3、公众可通过信函（重庆市万州区玉龙路 239 号），电子邮件
（278595197@qq.com）等方式，提交公众意见至建设单位，建设单位
联系人：徐总 177 4999 4666；环评单位联系人：刘老师 17323712851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10月27日—2020年11月09日

亚士创能长寿综合制造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亚士创能新材料（重庆）有限公司亚士创能
长寿综合制造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予以第二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亚士创能长寿综合制造基地项目
建设地点：长寿技术经济开发区晏家组团
建设单位：亚士创能新材料（重庆）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水性建筑涂料、保温装饰成品板、保温材
料、防水卷材、防水涂料、溶剂型涂料等生产线和生产车间、动力
车间、科研楼、办公楼等附属配套设施。建成后达到年产60万吨
功能型水性环保涂料、20万吨砂浆腻子、15万m3改性保温板、
800万m2保温装饰板、6000万m2SBS防水卷材、2000万m3高分
子防水卷材、5万吨水性沥青防水涂料、8万吨JS水泥防水涂料、
10万吨聚氨酯防水涂料、5000吨水性色浆、2万吨溶剂型涂料、
4000万只包装桶。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亚士创能长寿综合制造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hZp3B_AYEZ7ml2jasRstMA 提取码: bqxh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亚士创能新材料（重庆）有限公司
办公室（长寿技术经济开发区晏家组团）。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长寿技术经济开发区晏家组团亚士创
能新材料（重庆）有限公司亚士创能长寿综合制造基地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范围内的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
1hZp3B_AYEZ7ml2jasRstMA 提取码: bqxh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
件和现场填写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
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
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
常住地址。曾老师 电话：18623630066 Email：zzhi@cuanon.com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年10月16日起，不少于10
个工作日。 亚士创能新材料（重庆）有限公司

催收公告
渝北区双凤桥街道空港大道251号瑞丰花苑2019年6月30日前的
物业服务由我司负责，现向该小区部分业主催收欠缴我司的物业服
务费及水电公摊费，具体业主姓名、房号及欠费金额如下：
蒋琳（18-2-2-4，欠2631.74元），喻泽琼（11-1-3-2，欠7428.35
元），唐治国、唐逸（2-1-7-1，欠3611.58元），田张其（2-1-10-7，
欠4299.5元），廖维萍（2-1-8-5，欠4640.73元），陈正瑜、李莉（2-
1-4-8，欠4604.23元），李建春、郭云玲（4-3-7-2，欠8221.55元），
孔德琴（14-1-10-3，欠5712.56元），黄成兰、韩开全（14-1-5-5，
欠6546.29元），陈小兵、杨孝蓉（1-2-5-2，欠3054.89元），陈红梅
（12- 1- 7- 1，欠 7452.40 元），曾颖、曾惠婕（18- 1- 11- 4，欠
10764.85元），曹君（17-1-7-2，欠3232.81元），李云飞、刘美（5-
2-4-1，欠费4323.07元），张洪（12-3-7-3，欠6611.71元），秦小
东、李碧波（10-2-6-1，欠 4577.36 元），陶正莉（12-1-6-4，欠
5926.01元），白时军（23-3-3-3，欠2287.74元），汪永恒、邓朝芳
（11-3-6-4，欠5337.16元），陈学华（16-1-3-4，欠8261.80元），陈
必政（16-1-4-3，欠3869.58元），凌光琦、凌兴国（16-2-4-1，欠
6803.83元），李云（6-2-6-1，欠3999.67元），段雪影、张大敏（6-3-
5-2，欠3999.67元），石利霞、石秀蓉（8-1-6-3，欠14307.27元），陈
静、肖甫彬（8-1-4-5，欠 5641.67 元），李常勇（17-3-7-2，欠
4471.42元），寇燕、寇申华、邓祖惠（17-2-2-1，欠11163.65元），陈
勇、陈佳（22-1-1-4，欠7892.46元）望以上29户业主立即支付我司
欠缴的物业服务费及水电公摊费，并按合同支付违约金。

重庆市金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8日

刘亚西遗失重庆市綦江区中医院的重
庆市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编号
（2019）NO：005047719金额8206.45
元，原专用收据遗失特此申明

关于《仁安•天麓（C2-1-1/04地块）雨、污管网及市政道路
（A线、部分B线）工程后续施工部分》项目中止合同的通知

仁安•天麓（C2-1-1/04地块）雨、污管网及市政道路
（A线、部分B线）工程后续施工部分工程项目，工程合同总
造价:9395524.69元，截止2020年8月，建设单位已累计拨
付工程款：141.353818万元。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除双
方合同关系。为确保本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设备租赁公司
以及材料商欠款资金到位落实，请与本项目有关的所有债权
债务相关单位及人员，按照与项目部的结算对账双方确认签
字手续，在2020年11月5日前联系本公司完成相关登记手
续，逾期未登记的视为自行放弃相关权利，以后本公司概不
负责。从即日起，一切以该项目名义产生的一切经济纠纷及
法律纠纷与本公司无关，一切盖有本公司公章、项目部公章
以及资料专用章的经济类合同行为，只要不是您本人在重庆
分公司办公室亲自办理用印手续登记的，均不属于本公司行
为，本公司也不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任何经济纠纷及法律责
任。请大家相互转告！ 特此通知

联系人：汪伟 电话：13952100533
中建豪城建设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8日

关于《仁安•天麓（C2-1-1/04地块）项目一期场平及地下车库平
基土石方工程后续施工部分工程》项目中止合同的通知

仁安•天麓（C2-1-1/04地块）项目一期场平及地下车库平基
土石方工程后续施工部分工程项目，工程合同总造价:3949.5000
万元，截止2020年8月，建设单位已累计拨付工程款：1836.268432
万元。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除双方合同关系。为确保本工程
项目农民工工资、设备租赁公司、车辆运输公司以及材料商欠款资
金到位落实，请与本项目有关的所有债权债务相关单位及人员，按
照与项目部的结算对账双方确认签字手续，在2020年11月5日前
联系本公司完成相关登记手续，逾期未登记的视为自行放弃相关
权利，以后本公司概不负责。从即日起，一切以该项目名义产生的
一切经济纠纷及法律纠纷与本公司无关，一切盖有本公司公章、项
目部公章以及资料专用章的经济类合同行为，只要不是您本人在
重庆分公司办公室亲自办理用印手续登记的，均不属于本公司行
为，本公司也不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任何经济纠纷及法律责任。请
大家相互转告！ 特此通知

联系人：汪伟 电话：13952100533
中建豪城建设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8日

●遗失重庆重报传媒有限公司订报收据 2017A0013401-
0013420、0018321-0018340、0013001-001302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何埂镇李家湾村天微农村综合服务社
有限公司公章一枚(印章编号5003834063197)，声明作废。

●遗失南岸区迎龙镇武堂村大党张顺美（身份证
510222194301104127），2010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刘建梅之子杨贵鑫于2004年4月7日在重庆市
铜梁区妇幼保健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饶正伟遗失从业资格证512224197606126915作废●锦添汽车运输公司渝 BF0696营运证灭失注销●遗失重庆市永川区昌平自源药店药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证号：渝DB0170110)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凡欧管道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7MA600NCQXD)开具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3联,代码5000194130号码04634958特此声明●遗失重庆西永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财务章、发票章，声明作废●王盛英保险执业证02000050022480020190100698遗失补办●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力源三星运输有限公司渝C2266挂营运证作废

13368336681 023-86622662
登报 遗失公告 信息发布

重庆围棋青训60年

重庆棋院的前身是重庆市棋类学
校。据重庆棋院新任院长黄波透露：

“在上世纪60年代，重庆市棋类学校就
开始招收学生进行围棋青少年训练，因
此在围棋青少年培训方面，重庆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

重庆棋院竞训科科长陈为此前一直
在棋院从事青少年培训，他对相关情况进
行了介绍：“重庆的围棋青训机构很多，不
光有重庆棋院，还有沙坪坝围棋协会等区
县围棋协会，坎济围棋俱乐部等社会培训
机构，以及人和街小学等有围棋特色的学
校。不过我们之前并未对全市的培训机
构进行人数统计，所以无法提供一个整体
的概况。就我们棋院而言，参加培训的青
少年人数一直很稳定，此前一直维持着每
个月260人的规模；2019年开始我们扩
大了培训规模，现在每个月培训人数为
400人。和围棋发达地区相比，我们的青
训人数肯定是比较少的，所以下一步我们
计划加大与区县、学校、专业培训机构合
作，建立一个输送激励机制，更好地打造
重庆的围棋青训。”

为了提高重庆青少年学习围棋的
积极性，重庆棋院为青少年组织了4项
大赛：重庆市青少年棋类锦标赛（18岁
以下）、重庆市“幼苗杯”儿童棋类锦标
赛（12岁以下）、重庆市青少年围棋团
体赛（以学校为单位参加）以及重庆市
青少年棋艺精英赛（各年龄段市内比赛
前三参加）。

这些赛事获得了学生和家长的支
持，以去年的重庆市青少年围棋团体赛
为例，当时吸引了60所学校参赛，按照
每队5人参赛的要求，参赛人数达到了
300人。

围棋定段非常严格

衡量围棋水平高低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围棋段位。陈为表示，重庆有详细

的业余段位
设置：“最低
的 业 余 围
棋段位是
业 余 25
级，通过比
赛 可 以 一
路 晋 升 到
业余 1 级；
业余 1 级以
上 是 业 余 1
段，随后需要
通过定段赛或等
级分升级，重庆的比
赛最高可以升到业余
5段，在此之后就要通
过全国比赛升段了，
最高升到业余 7 段。
当然，业余棋手的最高段位是业余8
段，这主要是通过参加世界围棋业余锦
标赛夺冠获得，因此被誉为荣誉8段。”

重庆棋院对段位把控很严，要想晋
升到业余5段，几乎意味着要在重庆青
少年围棋比赛中拿到冠军，因此为了展
现更多青少年棋手的状态和实力，前重
庆棋院副院长张奎在10多年前一手促
成了重庆业余围棋等级分制度。

张奎告诉记者：“当时我们效仿全
国职业棋手的等级分制度，制定重庆业
余棋手的等级分制度，我记得应该是
2008年前后开始推行，当时这个制度
全国领先。”

记者通过网络查询，找到最早的重
庆业余围棋等级分记录是2010年2月
24日发布：当时13岁的李翔宇和11岁
何语涵表现抢眼，分别以 2217 分和
2176分占据前两位。

职业棋手进阶有度

如何从一名不懂围棋的“小白”，成
长为韩剧《请回答1988》里的天才职业
选手崔泽，甚至是世界冠军？黄波表示，
在重庆，这个梦想并不遥远：“重庆棋院

因为刚好有
职业队，和
中国棋院有
良好的合
作，同时重
庆棋手的
段位质量
也是有口
皆碑，到北

京很容易找
到围棋道场深

造。所以，重庆
的青少年要想成为

职业棋手，有成熟的
培养体系，目前重庆
队阵中的李轩豪、何
语涵、李翔宇的成长
之路几乎一致。”

以李轩豪为例，他4岁进入重庆棋
院，从入门班开始学棋，半年之后顺利
进入初级班；随后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
里，他实现中级班、高级班（业余4级到
业余1段）、尖子班（业余2段以上）的
三连跳；通过在尖子班的刻苦学习，9
岁他就被推荐到北京的聂卫平道场学
棋，最后13岁定上职业1段，顺利进入
重庆围棋队。

作为李轩豪在尖子班的指导老师，
陈为表示，从业余2段到业余5段，需
要学生和家长做出选择：“一般进入尖
子班之后，目标就是进军职业围棋，所
以学生和家长必须做一个决断——最
后孩子要交给我们尖子班老师进行系
统培训。平时尖子班学员都不去学校上
课，每天会安排三次训练，上午9点到11
点半，下午2点到5点，晚上7点到9点。
到了期末考试之前，这些学员会强化复
习参加考试。因为围棋可以锻炼人的
记忆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所以小学、中
学的课程对他们来说都不是问题。”

“九冠王”后如何破局

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

年、2003年、2006年、2008年、2012年、
2013年这几年的围甲联赛，重庆围棋队
实现了壮举，9次夺得围甲联赛冠军。

不过，在重庆围棋队实现“九冠王”
的背后，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当时一线
队中真正出自重庆青训的选手只有古
力和后来的小将李轩豪，其他选手都来
自外地。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当时
重庆围棋队采取了和中超著名球队广
州恒大一样的策略——高薪引进成熟
的队员，组成最强阵容称霸联赛。”

在古力、谢赫、王檄等老将年事渐
高后，重庆围棋队青黄不接的问题暴露
了出来，一旦从外地引进的主将杨鼎新
不能赢棋，队伍就有可能输掉比赛，因
此从2014年-2019年，重庆队就再也
没有晋级过前三甲，甚至还数次陷入保
级大战。

为了重振旗鼓，最近几年重庆围棋
队都在大力培养青训选手，李轩豪、何
语涵、李翔宇都获得很多出场机会。主
教练古力告诉记者：“我也是从年轻人
成长起来的，正如聂老（聂卫平）说的那
样，下围棋开始都是输，只有从失败中
成长了，才能取得成功，我们要给年轻
人试错的机会。”

这种不计胜负的培养在今年取得
了成效：在2020年围甲联赛第一阶段重
庆围棋队重返前三，21岁的何语涵取得
6胜2负的骄人战绩，25岁的李轩豪取得
了5胜3负的不俗战绩，李翔宇也在最
后两轮发力，取得2胜3负的战绩。

这些成绩也坚定了古力培养年轻
人的信心：“下围棋最重要的就是信心，今
年何语涵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击败了世界
冠军时越之后，他面对谁都不怵了。下一
步我们会继续发掘、培养重庆的青训选
手，让重庆围棋能够长盛不衰。”

重庆晚报-上游新
闻记者 赵映骥
钱波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近日，记者从重庆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了
解到，由重庆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九龙坡
区体育局主办，重庆市体育场馆协会、重庆
奥林匹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协办的“和谐
奥体·悦动九龙”2020金秋全民健身季活
动将于明日正式开启。本次健身季活动
在奥体中心体育场、游泳馆、羽毛球馆三
大自有场馆均设有特色主题活动，更有奥
体体育文化创意集市、奥体全民健身嘉年

华、奥体云健身等配套活动，丰富有趣、
形式多样，结合线上线下，广泛互动，将
进一步调动群众健身积极性和参与性，掀
起金秋健身热潮，推动我市全民健身蓬勃
开展。

作为“和谐奥体·悦动九龙”2020金秋
全民健身季活动的重头戏，第三届奥体夜

跑将于明晚开跑，免费向市民开放1000个
参与名额。主办方将于10月31日上午在
奥体羽毛球馆举行首届奥体羽毛球邀请
赛，同日，还将在奥体游泳跳水馆举行第七
届奥体游泳达标赛。

“和谐奥体·悦动九龙”2020金秋全
民健身季系列活动报名通道现已开启，

市民朋友们可
通过关注重庆
奥体中心微信
公 众 号（cqo-
lympic）报名参
与。

“和谐奥体·悦动九龙”2020金秋全民健身季明日开启

“九冠王”后
重庆围棋如何培养
“天才棋手”

在豆瓣评分最高的韩剧《请回答
1988》里，有位“天才棋手崔泽”深受观
众喜爱。在现实的围棋界，如何培养
“天才棋手”？

近日，围棋“棋圣”聂卫平来到重
庆，走进校园向青少年推广围棋，这也
让大家将关注的眼光聚焦在重庆围棋
的青训上。

为了了解重庆围棋青训的情况，记
者昨日前往重庆棋院进行调查：作为中
国围甲联赛的“九冠王”，重庆棋院很重
视青训，不仅组织了各类青少年围棋比
赛，还制定了严格的业余等级分制度和
分阶段的培训计划，培养出了古力、李
轩豪、何语涵等职业围棋选手。

▶聂卫平与师
生切磋

▲聂卫平和弟子古力一起到
人和街小学与学生交流

▲古力为学生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