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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尽在《上游新闻》

娱体汇

10月31日19：30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开幕演出：大型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山水重庆》
10月20、21、22日19：30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青春版《牡丹亭》上、中、下
10月29日19：30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捷克国际芭蕾舞剧《黑与白》
10月26日19：30 重庆大剧院大剧场 原版音乐剧《保镖The Bodyguard》
10月29日19：30 重庆文化宫大剧院 《放牛班的春天》——法国圣马可童声合唱团原创音乐会
11月1、2日19：30 重庆大剧院大剧场 话剧《董必武》
12月30日19：30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俄罗斯皇冠芭蕾舞团《天鹅湖》
2018年1月20日19：30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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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酒+大闸蟹
“王牌特工”醉了！

本报上海电 （特派记者 孔令强）喝
黄酒、品大闸蟹，来到上海的“联邦特工”和

“王牌特工”迅速融入了中国。20日，由马
修·沃恩执导，科林·费尔斯、朱丽安·摩尔
主演的好莱坞动作大片《王牌特工2：黄金
圈》将在国内上映，昨天下午，导演马修·沃
恩携主演塔隆·埃格顿和马克·斯特朗现身
上海，举行影片的中国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一开始，马修·沃恩、塔隆·埃格
顿和马克·斯特朗就各自端上了一杯有上
海特色的黄酒，三位一饮而尽。其实早在
发布会开始之前，主创们就提前品尝了中
国味道——大闸蟹，他们更是调皮地把大
闸蟹摆成了“王牌特工”圆K的标志。塔
隆·埃格顿和马克·斯特朗用传统的“蟹八
件”工具吃大闸蟹的图片更是被做成了表
情包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两年前的《王牌特工：特工学院》在国
内拿下了近5亿元的票房，豆瓣评分更是
高达8.4分，独特风格的特工电影让观众对
续作充满了期待。导演马修·沃恩虽然不
愿透露电影更多的剧情，但他表示：“这部
电影的很多动作场面都非常疯狂，相信观
众一定会喜欢。”

自从《王牌特工》上映以来，不少影迷
都将其和《007》系列进行比较，也有观众
认为《王牌特工》已经超越了《007》系列。
对此马修·沃恩笑着说到：“听到观众这样
说我心里是高兴的，但其实这两部电影是
可以共存的，《王牌特工》只是重新去发掘
了特工世界的不同，里面的特工们不会特
别严肃，是一种新的特工电影类型。”

现在的好莱坞电影都少不了中国元
素，《王牌特工》未来会不会也加入中国元
素呢？“会，百分之百的，为什么不呢？”马
修·沃恩非常肯定地说到：“其实英国和中
国文化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我们对礼仪
的忠实，我相信中国文化很多可以加入到
电影里面的。”

当代力帆再进小学校园
费尔南多成“男主角”

本报讯 （记者 何艳）昨日上午，费
尔南多、吴庆、邓小飞、南松、彭欣力在内的
10名一线队主力球员，冒雨来位于沙坪坝
区的莲光小学，开展校园行活动，并赠送给
莲光小学50个足球。他们还积极和孩子
们互动，在室内场地上展开足球PK赛。作
为球队队长，吴庆表示通过此类活动能在
孩子心中种下足球的种子，推动青少年足
球的发展。“小摩托”费尔南多则成为现场
人气最高的明星。

尽管阴雨连绵，但孩子们看到当代力
帆的球员后热情高涨。当费尔南多、吴庆、
邓小飞等人走进莲光小学校园，孩子们便
欢呼起来。一个小女孩立刻走到费尔南多
的身边，为他戴上了红领巾，“小摩托”显得
异常开心。接下来的交流课堂，费尔南多
依然是活动的“男主角”。主持人还没喊出
他的名字，小朋友们就齐声大喊：“费尔南
多。”

随后，孩子们和当代力帆队队员们进
行了室内足球互动，费乐南多，吴庆、南松
的球技，让孩子们开心不已。在1对1“单
挑”环节，费尔南多出场时，遇到莲光小学
头号小球星的挑战。费尔南多一开始“不
解风情”地拿住足球，小朋友没有获得任何
机会。不过到了最后，他故意“放水”让孩
子从自己脚下抢到了足球。看到孩子们这
么喜欢自己，费尔南多表示自己非常开心，
并一一为孩子们签名。

莲光小学是重庆足球特色学校，有扎
实的校园足球基础。学校副校长费平川表
示：“希望通过与专业球队和专业球员的交
流学习，丰富我们的足球活动，激发同学们
的足球热情。”

在车水马龙的红石路上，不少重庆市民经
过大庆村时，很难想象在这个老居民区里竟然
藏着一座崭新的文体活动中心。

昨日下午，在细雨霏霏中，重庆晨报记者刚
走进大庆村文体活动中心，就听到了热闹的“乒
乒乒乓”声。原来，七八位社区居民正在球台上
奋战，一旁还有十多位社区居民在音乐声中悠
闲地打着太极拳，一动一静，蔚然成趣。“今天下
雨人还算少，平时连走廊上都是来锻炼的人”，
江北区体育局长程静介绍。

配备先进的国民体质监测站

大庆村文体活动中心于2015年投用，面积
达3700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200人开展活动，
不仅为辖区居民提供了乒乓球、太极拳、健身、
篮球、羽毛球、台球等运动场所，还为各级老体
协开展柔力球、健步走等活动提供了场所。

在活动中心的门口，挂着一周七天的活动
时间表，每天上午下午安排得满满当当。市民
只需要提前预约登记，就可以参加相应的健身
项目，而且所有的健身项目都是免费的，不仅
如此，连教练也是无偿为大家提供服务。

从这里走出的江北区老体协柔力球队，刚

代表重庆市参加了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柔力
球比赛，获得网式女单第四名、花式柔力球集
体套路第五名、花式女单套路第八名的好成
绩，他们独自创编的套路，还被推广到全国。
目前，江北区已发展出20多只柔力球队伍，近
千名市民参与。

活动中心还配备了先进的国民体质监测
站，不仅有价值60多万元的专业体质监测设
备，还有专职工作人员负责体质监测，社会体
育指导员则会根据体测报告给市民提供专业
的健身指导。

据了解，江北区在西南地区率先建立了7
个社区体质监测点，年免费服务市民上万人。

社会体育指导员提供免费指导

目前，江北区注册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超过
2000人，而在大庆村文体活动中心就有13人，

昨日，记者就碰到了教授陈氏太极拳的彭东
芳。

65岁的彭东芳是长安公司的退休工人，
2002年就在大石社区办起了武术辅导站，如
今已义务教授了1000余名弟子，“现在还有60
多人跟着我学习，既有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也
有七十多岁的老人。”

如今，彭东芳每个月还能拿到100元的补
贴，原来江北区体育局对辖区9街3镇共108个
社区（村），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给每个
社区（村）都至少聘用了1名社会体育指导员，
每个月发放100元的补贴。

程静介绍，今年下半年，江北区体育局被
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未来除了继续增加群众体育健身场地，还将积
极提升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水平，为市民提供更
好的服务。 本报记者 汤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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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由重庆市恒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承包施

工的翠云片区主排污管网工程(一期）己全部完
工，项目涉及的工程材料款与工程劳务工资己
全部结清。如有遗漏或未付清款项的情况，请
及时与公司联系。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
135-2734-2994 特此公示声明

项目工程地点：重庆市渝北区中央公园西路
(空港新城范围内）

公示人：重庆市恒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 失
◆何施遗失展业证 02000150000080002014136436作废
◆重 庆 到 家 了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收
据 一 本 ，编 号 230401-230420，声 明 作 废
◆恒 大 雅 苑 63-2104票 号 00403070
缴 费 金 额 2740元 2016.10.24遗 失
◆遗失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上坝村二组洪德
科510223194508176810农村房产证一个声明作废
◆李朔馨遗失长江师范学院英语专业毕业证 1064712
00805000907及 学 位 证 1064742008000907，声 明 作 废
◆陈德权遗失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0280020170200088作废
◆北碚区天仁茶叶经营部遗失 2015年 3月 9日核
发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9600252703,声明作废

重庆美城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遗失潘倩的材
料员岗位证，证号渝1319005129834，周国忠的安
全员岗位证，证号渝1119004032810，周国忠的安
全员C证，证号渝建安C（2010）2023561，声明作废

租售转让万
事
通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平，有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遗失由重庆巴南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开具给菲诗小铺（上海）化妆品销售有限
公司的首期物管及POS机管理费收据，收
据号26086096，金额16205.4元；物业费保
证金收据，收据号 0004747，金额 8403.6
元；质量保证金收据，收据号0004748，金
额 10000元；POS机押金收据，收据号
0004749，以上四张收据由 2016年 11月
25日由王超树领取；17年2－4月物管费收
据，收据号01796008，金额12605.4元，2017
年2月8日由毛蓉领取；现声明以上收据作废。
梁兰芳（性别:女，身份证号:510227195805
183048）不慎遗失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宁养院麻醉药品使用知情同意书，病历
号 19007656，麻卡号:175，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四川能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14年

10月25日承建阳光社区福红路片区老旧居
住区综合整治工程施工项目，该项目于2015
年1月20日完成竣工验收，办理了备案登记
手续和项目结算。

为了保障该施工项目的相关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现通知债权人在法律保护期限内将
该项目的相关合同和其他有效法律文件原
件，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
债权。

特此公告！
债权申报联系部门：四川能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中渝爱都会8栋
联系人：胡龙界13896073763
联系电话：周毅13983992770

四川能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2日

遗失2016年4月7日核发的重
庆揽胜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3048699449，声明作废！

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税务局双碑税务所，
帐号为：0303010120010000448，因管理
不善遗失开户许可证一张，开户许可
证号码为：J6530010625902，声明作废

华夏航空招标公告
华夏航空近期将进行航空地

面电源车采购招标，请有意合作
单位来电洽谈。
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023-67153222-8131

北部新区易欧建材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发证日期2012年3月11日，注册号：
500903600065445，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14010219630403651X08，声明作废

◆渝北区龙塔街道何师傅家常菜馆遗失地税发票领
购 簿（税 号 ：92500112MA5UHU2R1A）声 明 作 废 。
◆重庆强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4787483770C）遗失单位公章管理卡，声明作废
◆冯攀遗失心理咨询师二级证书1231000008200027声明作废
◆重庆威堪科技有限公司遗失2016年11月9日核发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068254322C声明作废
◆遗 失 王 明 辉 主 治 医 师 资 格 证 书 ，声 明 作 废 。
◆重庆拓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九龙坡支
行西彭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9208301声明作废

声明：本人苏玮，不慎遗失个人专科学历证
书。毕业学校为重庆交通学院继续教育
学院，自考金融专业。入学时间1998年
9月，毕业时间2000年8月。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杨震于2017年10月10日遗失
二代身份证（证号500225199403013314）
（有效期 2017.08.07-2027.08.07）声明作
废。自遗失之日起不承担任何他人冒用后果。
声明：重庆南岸中艺E时代幼儿
园，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
学校办学许可证副本，编号：
150010860001351。现特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盛豪情怀娱乐会所食品流通许
可证正本（编号：SP5009051410005623）声明作废
◆郑勇利遗失三级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
书，证书编号：0731000008300177，声明作废。
◆重庆市吉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2016.2.2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27819843P，作废
◆经营者肖开强遗失 2014年 12月 24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500103600481513，声明作废
◆重庆盛搌商贸有限公司遗失2016年05月16日颁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67614156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我司于2017年9月25日开具的编号为
30805032/90835082的 转 账 支 票（金 额 ：
132765.3元），最后一手背书单位为重庆冠硕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由于支票不慎遗失，该支票作废，
不再产生任何支付、转帐、提现、抵押、担保等法律
效力；任何人使用该支票均属无效，我司不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特此声明。

声明人：重庆钢卓建材有限公司
重庆冠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二0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遗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原件一式四联，发票
号码：00240653，金额：138800，厂牌型号：大
众牌FV7146BCDBG，发动机号：H63417，车
架号：LFV2A21K4H4215508，以及合格证
原件号码：WAB041782215508，声明作废

重庆平湖通信技术有限公司遗失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开具的重庆增值税专用
发票 3份，发票代码 5000172130发票号码
01381715、01381716、01381737声 明 作 废

遗失作废声明
齐伟辉不慎将2014年7月30日汇入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
场有限公司的30－12－10号摊位保证金票据遗失，收款收据
票号为 5028280，票据金额为 2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收据编
号为 10611148,10611149,10611150，声明作废！

重庆善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光大银行九龙园区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4539801；遗失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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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60万的体质监测设备 有13个社会体育指导员

大庆村文体活动中心高大上

本报讯 （记者 赵欣）昆剧《牡丹亭》、
越剧《梁祝》、舞剧《黑与白》《阿里郎花》、芭蕾
舞剧《天鹅湖》……今年10月中旬起至明年1
月，27台跨越中西、种类多样的优秀剧目将
通过第六届重庆演出季陆续与山城观众见
面。主办方特别推出5500余张低价惠民票，
吸引更多市民进剧场感受艺术之美。

汇集27台国内外优秀剧目

重庆演出季始于2008年，由市委宣传部
与市文化委主办，迄今已成功举办五届。一
大批国内外优秀舞台作品得以走进山城，市
民艺术品位也在潜移默化中逐步提升。

今年的剧目依然十分丰富，27台演出涵
盖了戏曲、歌剧、舞剧、音乐剧、话剧、儿童剧、
魔术。既有昆剧《牡丹亭》、越剧《梁祝》等传
统戏曲经典，也有舞剧《黑与白》《阿里郎花》、
芭蕾舞剧《天鹅湖》、话剧《董必武》《独自温
暖》、音乐剧《保镖》等当代性更强的舞台作
品。

值得一提的是，捷克国家剧院芭蕾舞团、
意大利那不勒斯皇家爱乐乐团、法国圣马可
童声合唱团等这些国内外知名演艺团体此次
将来渝献演，为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国际一流
演出提供了极大方便。

本土原创剧目精彩不断

除了引进来渝的演出之外，市内各级专
业文艺院团也将带来一批精彩的原创作品：
市民乐团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山水重
庆》和《巴渝风》、市川剧院保留剧目《灰阑
记》、市杂技团魔术剧《魔术情缘》、市曲艺团
儿童剧《新神笔马良》、市歌剧院歌剧《辛夷公
主》。

其中，作为演出季揭幕重磅的《山水重
庆》，融合了重庆民歌、船工号子、川剧、曲艺
等丰富的巴渝元素，特别委约中央民族乐团
副团长、著名作曲家赵东升担任作曲。创作
打磨历时一年完成。

5500余张惠民票最低30元

为吸引更多市民进剧场，本届演出季继
续推出政府惠民票价补贴政策，采取票价直
接补贴的方式，共推出5500余张30-100元
的低价惠民票。

其中，对歌剧、舞剧、音乐剧类推出100
元低价惠民票；戏曲、话剧、杂技剧类推出80
元低价惠民票；交响乐、民族管乐、跨界融合
舞台剧类推出60元低价惠民票；儿童剧、小
剧场戏剧、木偶剧、皮影戏、歌舞晚会类推出
30元低价惠民票。

观众可凭身份证登陆重演票务网站，或
在“第六届重庆演出季”指定惠民售票窗口购
买政府补贴惠民低价票，每人限购2张。

27台演出、5500张惠民票、最低30元

第六届重庆演出季邀你来看

江北区大庆村
文体活动中心，社
区居民在工作人员
指导下在健身器械
上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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