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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尽在《上游新闻》

身边事

司法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如下表所列时间对以下标的物按现状依法在重庆联交所以互联网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信息简介

标的物名称

重庆市璧山区青杠街道清明村
8社、9社、塘坊村10社、11社
工业用地使用权

序
号

1

处置
方式

整体

拍卖保留
价（万元）

743.2384

保证金
（万元）

70

缴纳保证金
截止时间

2017年
12月25日

竞买登记
截止时间

2017年
12月26日

拍卖开
始时间
2017年

12月27日
09:30

联系电话
及联系人

023-63612368
转1 彭老师

执拍拍卖公司

重庆加盛拍卖有
限公司

物权转让公告

序号

1

项目名称

涪陵区李渡镇人民东路34号等
15处房地产

处置方式

分零

保证金（万元）

56.7

评估值（万元）

279.49

挂牌价（万元）

281.08

联系电话及联系人
鲜先生

023-72386932

欲了解以上项目详情，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并到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报名手续。

重庆市石柱县黄水镇迎宾北路77
号土地使用权、石柱县黄水镇迎宾
北路77号2幢的资产组合（包括：房
屋、土地使用权、装修、设备设施）

2017年
12月20日

2017年
12月21日

2017年
12月22日
10:00

023-
63612368转
2 方老师

重庆博诚拍卖有
限公司，重庆正大
国友拍卖有限公
司

2 整体 5966.0392 300

更多项目请关注重庆联交所集团网站：www.cquae.com 2017年12月7日

二、竞买登记手续办理：
竞买人可通过线上（通过互联网方式）或线下（到重庆联交所现场）两种方式报名，竞买人应在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到账为准）前将

保证金缴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并于竞买登记截止时间（法定工作时间）前凭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重庆联交所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签订竞买协议等）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三、特别说明：
1、竞买人须以自己名义并以现金以外的转账方式缴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他人为竞买人代支付保证金的将视为

无效，所缴款项退回原账户。
2、竞买人通过互联网方式报名时，不得多人联合竞买，需办理多人联合竞买的竞买人请到重庆联交所现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3、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当在拍卖成交后法院规定时间内将价款全额划到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
4、标的现状、瑕疵及其他详细事宜请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及重

庆有线数字电视重庆联交所司法拍卖栏目。
市高院监督电话：67673247 67673497

3
重庆市大足区双桥经开区双南路
62号（钢构大棚）司法拍卖公告

整体 200.5184 20
2017年

12月20日
2017年

12月21日

2017年
12月22日
14:30

023-
43770553
李老师

重庆汇源拍卖有
限责任公司

“台湾中小企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昨日，2017海峡两岸中
小企业合作重庆峰会在大渡口举行。会
上，台湾中小企业（总会）常务理事杨益成
介绍了台湾中小企业发展情况。

在昨日的峰会上，大家围绕着“两岸
携手创双赢 共享重庆新机遇”这一主题
积极发言。台湾中小企业（总会）常务理
事、台湾育成中小企业开发公司顾问杨益
成在主题演讲中表示：“台湾中小企业家
数140.8万家，占全体企业的97.73%，销
售额近11兆7千亿新台币，占全体企业的
30.71%。而中小企业在就业上，更是提供
了881万个就业机会，占全体就业人口的
78.19%。”

“这说明在台湾，中小企业所占的比例十
分大，密度相也相当大，按照数量和人口来
算，相当于16、17个人中间，就有一位中小企
业老板。”杨益成说。

市台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大陆投资
的台企中，中小企业也占到了98%以上，
是最活跃的中坚力量。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 徐菊 罗薛
梅 吴思 采写

本报讯 昨日上午，第九届“重庆·
台湾周”在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开幕，
来自渝台两地各行业600余位企业家出
席，共商渝台两地经贸合作。

台商看好重庆发展商机

本届“重庆·台湾周”主题为“扩大两
岸交流合作、实现渝台互利互惠”。来自
台湾的现代服务业、文创产业、环保产
业、精密机械制造、现代农业等产业的中
小企业人士聚集重庆。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刘结
一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台商台企到大陆投资兴业和两岸经贸往
来迎来更广阔的前景和更大的提升空
间。希望更多的台商朋友把握重庆发展
的良机，前来投资兴业，实现发展梦想。

据了解，为期五天的“重庆·台湾周”
将举行一系列促进两岸交流的活动。具
体项目为“4+1”板块，即重要活动、经贸
活动、青年交流、基层交流加帮扶对接活
动。

在经贸活动方面主要有“2017年海
峡两岸中小企业合作重庆峰会”，推动渝
台企业在“一带一路”大商机下融合发
展；与两岸经营者俱乐部合作，举办渝台
文化创意特色小镇建设研讨会及项目对
接活动；全国台企联“一带一路”投资考
察团重庆行；台湾中小企业总会、台湾工
商建研会重庆对接考察等活动。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
王屏生表示，重庆位于长江经济带和“一
带一路”的重要位置，随着内陆开放，渝
台之间更加紧密的经贸往来是必然趋
势，希望台商在重庆更加接地气，要抱团
发展，也要吃麻辣火锅，与重庆当地企业
紧密联系，优势互补，融合发展。

签约20个总投资80.9亿元

昨日上午，本届台湾周共签订渝台
经贸合作合同、协议 20个，投资总额
80.9亿元人民币，实际利用台资27亿元
人民币。

投资重点是中小企业，项目主要涉
及工业智能制造、生物科技开发、环保投
融资、食品工业制造、生活服务业、农业
深加工等产业和领域。

据了解，前八届“重庆·台湾周”活动
在海峡两岸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提升了重庆的知名度，累计签约项目
146个，签约金额1340.94亿元人民币。

合作领域涉及电子信息产业、IT配
套产业、汽摩零部件、金属冶炼、制造业、
现代农业、商业、金融、服务业、基础设施
建设等，为助推我市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做出了积极贡献。

今天“大雪”明天降至12℃

1、11月29日，乘客辛先生乘坐国泰公司出租车
渝B83T55到阳光五洲大酒店，不慎将手机遗失车内，
驾驶员发现后送还乘客，辛先生特地对此进行表扬。

2、12月04日，乘客黄女士乘坐威通公司出租车
渝B96T20到巴南附二院，将手机遗忘在车内，后该车
驾驶员主动归还，黄女士特地对此进行表扬。

3、11月30日，渝运北岸公司出租车渝BT7958驾
驶员刘伟，拾到白色花纹行李箱一个，内有联想笔记本
电脑等，失主可到主城区出租汽车失物招领中心认领。

4、12月1日，玉祥公司出租车渝B87T26驾驶员
何健，拾到iPhone6S PLUS手机一部，失主可到主
城区出租汽车失物招领中心认领。

5、12月2日，公运公司出租车渝A35T36驾驶员
刘宇，拾到玫瑰金色iPhone6手机一部，失主可到主城
区出租汽车失物招领中心认领。

6、12月3日，互邦公司出租车渝A11T67驾驶员卢
川，拾到黑色女士手包一个，内有身份证、现金1800元、
钥匙等，失主可到主城区出租汽车失物招领中心认领。

1、12月3日，出租车渝A57T11驾驶员屈某，在渝中
区菜园坝未依次排队候客，被行政罚款100元、诚信考核
计5分。

2、11月23日，出租车渝A8T110驾驶员王某，被
乘客投诉未执行出租汽车客运服务规范，调查属实，被
行政罚款200元、诚信考核计3分。

3、11月30日，出租车渝B75T57驾驶员彭某，被
乘客投诉未执行出租汽车客运服务规范，调查属实，被
行政罚款200元、诚信考核计3分。

4、11月26日，出租车渝B76T20驾驶员杨某，被
乘客投诉不按计费标准收费，调查属实，被行政罚款
200元，诚信考核计10分。 本报记者 王梓涵

本报讯 （记者 顾晓娟）今天将迎来“大雪”节气。市
气象台预计，今起三天，重庆将持续阴雨天气，今天最高气
温仍有15℃，而随着持续降雨加上弱冷空气来袭，到明天，
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12℃。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6日夜间到7日白天，大部地区气温9～14℃，城口及东

南部4～10℃。主城区：阴天转间断小雨，11～13℃。
7日夜间到8日白天，大部地区气温8～13℃，城口及东

南部2～8℃。主城区：阴天有间断小雨，10～12℃。
8日夜间到9日白天，大部地区气温7～16℃，城口及东

南部3～12℃；主城区：阴天转多云，7～14℃。

凤梨酥等台湾“特产”
将在重庆线上线下直购

第九届“重庆·台湾周”昨开幕，现场签约20个，总投资金额近80.9亿元

来自市台办的数据显示，截至今
年6月，我市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585
家，累计合同台资275.63亿美元，累
计实际利用台资56.19亿美元。投资
额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201家。

近十年来，一大批台企落户我
市，如宏碁、华硕、富士康、英业达
等。渝台电子信息产业合作异军突
起，以台资企业为主的笔记本电脑制
造基地基本形成。

渝台经济合作也向多领域扩展。
从行业领域看，从传统的机械、汽摩等
行业逐步扩大到电子信息产业、金融
业、高端商业、制造业等领域。

来自市台办的数据显示，今年
1—6月，全市接待来渝台胞63421人
（次），比去年同期增长60.8%。

截至2017年6月，重庆在台湾累
计投资企业1家，为重庆海默尼制药
有限公司，合同投资额560万美元。

凤梨酥、绿茶面膜、生物科技类、
母婴类产品等台湾“特产”都可在重庆
进行线上线下直购。

“我们在重庆有一个电商项目，目
前已经开始运行。”全国台湾同胞投资
企业联谊会会长王屏生表示，每次来
重庆都有一种到家的感觉，这个项目
将会在重庆大力发展。

王屏生介绍，目前，该项目落地南
坪盛汇广场，主要是通过线上线下销
售台湾特色产品，涉及所有衣食住行
的商品。包括台湾的特色农产品，生
鲜蔬菜、水果、冷冻产品、服装、健康产
品等。除了在线上直购外，他们还在
线下布局，在重庆的高速公路沿线服
务区，设立台湾商品直购店。

我市累计批准台资企业1585家

昨日，重庆·
台湾周在渝开
幕。

本 报 记 者
杨新宇 摄

线上线下布局台湾商品直购

会

里

会

外

经销地址：万鑫药房连锁 和平药房各连锁 桐君阁各连锁 时珍阁药房连锁 昌野连锁 全兴连锁 双叶药房连锁 太极药房连锁
唐氏连锁 储奇门西部药城 万鑫大同路店 九龙坡益寿堂大药房 双碑药上堂店 江北双龙大药房 渝北翔泰阁药房 华烨康年连
锁 一心堂连锁 联诚连锁 重庆各区县和平有售 请按药品说明书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经常熬夜、饮食肥腻、烟酒过量、精神紧张、年老体弱
的人群容易出现口臭、口干口苦、口腔溃疡、胃灼热痛、肠
燥便秘等症状，让人尴尬而又身体不适。这大多由于人体
胃中积热，气郁化火，久而灼伤津液,使津液代谢失常，即
胃热伤津，出现反复发作的上述症状，应及时加以治疗。

养阴口香合剂，国药准字，从药材源头把关，精选贵州
名贵金钗石斛鲜品入药，配以生地、天冬、黄精、蓝布正、黄
芩、茵陈等十余味道地药材，具有三大功能：滋阴生津，清
胃泻火，行气消积，每次30ml。主治：口臭、口苦口干、口
腔溃疡、牙龈肿痛、肠燥便秘、胃灼热痛等症。有糖耐量异

常者代谢功能患者请按说明书【注意事项】使用。建议按
疗程使用，4天一疗程，一般1-2疗程（2-4盒），重症可增
加用量，延长疗程。调整生活习惯，效果更佳。
黔药广审（文）第2017050043号
网址:http://www.gzwst.com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禁忌】、【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25095

联系
电话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口臭口疮便秘胃难受，怎么办？
口臭口苦口干对因治疗是关键 治阴虚郁热养阴口香合剂有信心

4000809577 广
告

灰指（趾）甲是“甲癣”的俗称，它是由病原真菌感染而
引起的。灰指甲是易发的疾病，潮湿的环境和季节，不注
意个人卫生，或人为的使指甲表面组织不断受异物侵蚀破
坏，指甲愈加脆弱，容易感染或复发。灰指甲变形、残缺，
呈灰色、黄棕色或黑色，让人难堪，需及时治疗，避免传染
健康指甲，引发甲沟炎、其它部位感染等问题。灰指甲顽
固难治，是因真菌感染寄生在甲板内，潜伏期长，药物不易
渗透指甲角质层，不易杀灭。患者选药，请选用国家批准
的正规产品。

现在您有了灰指甲，请别灰心！请使用国药准字药品
——伊甲牌复方聚维酮碘搽剂（国药准字H52020539），
贵州万顺堂药业的专利产品（发明专利：一种治疗皮肤
（甲）病的药物组合物ZL200810170830.3），专业治疗
灰指甲！伊甲®复方聚维酮碘搽剂能软化角质层，有效增
强药物渗透力，对病原真菌具有杀灭作用。涂搽本品于患

甲，保持干燥通风，不要包扎，坚持使用至新甲长出。早治
疗，少无奈，简单又方便。每天一次，在局部形成长效药
膜，坚持治疗有良效。

本品也适用手足癣、甲癣、体癣、疖子、蚊虫叮咬、手足
多汗等症，并发细菌感染也可使用。
联系
电话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52020539
网址:http://gzwst.com.cn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经销地址：同养阴口香合剂
黔药广审（文）第2017050050号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禁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偶见皮肤刺激如烧灼感，或过敏反应如皮疹、
瘙痒等。

复方聚维酮碘搽剂治疗灰甲有信心

灰甲不灰心，治疗有方法
R

广告4000809577

台湾中小企业（总会）常务理
事杨益成：
台湾每16—17人中
就有一位中小企业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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