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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办执照、资质、商标、税务、验资、审计、评估、年检
重庆工商服务中心
6380222663722799

幸福养老

◆痴瘫重危者全程托护67903369
品牌婚介

真爱婚介 诚信十年
免费配对包成功68780161

工商咨询
遗 失

◆秦爱国遗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七秦餐馆发票
领购簿，税号51232419711107389601，声明作废

◆渝中区廖氏海鲜经营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102241976100416480，声明作废。
◆渝中区渝庆水产品经营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00103L53268011，声明作废。
◆渝北区美人渝水产品经营部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112L51087938，声明作废。
◆渝北区龙江水产品经营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00112L40926142，声明作废。
◆渝北区新大洋水产品经营部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112L40926177，声明作废。
◆渝北区富天水产品经营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00112L2529372X，声明作废。
◆渝北区天龙水产品经营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00112L2529371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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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租售
茶 园 经 开 区 ，面 积 3600m2，另 赠 送
550m2，价格面议。电话：13996190702

遗失重庆盈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特
种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代码：5000163130发票号码：03172549）
的第二联抵扣联和第三联发票联，声明作废

重庆市綦江区篆塘镇渡沙村村民
委员会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綦
江支行篆塘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530017306703，声明作废

◆唐静遗失失业证，证号5001060813003112作废
◆重庆海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重庆万达广场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保证金收据，收据号SG1500687，金额10000元，作废
◆重庆市公路学会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
遗失，证号：51500000504023441X，声明作废

重庆市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公告
陈行利：

你房屋坐落在重庆市永川区金龙镇金鼎村小
河村民小组集体土地上，该宗土地已经重庆市人民
政府渝府地〔2013〕1181号文件批准征收。我局于
2017年11月17日作出《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永
国房决字〔2017〕20号），现无法联系到你，为保障
你的合法权益，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责令交出土地
决定书》（永国房决字〔2017〕20号）。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局领取
《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永国房决字〔2017〕20号），
逾期即视为送达。你可在本公告六十日届满后60日
内依法向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或重庆市国土资源
和房屋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6个月内直接向
人民法院起诉。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49864750
重庆市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17年11月23日

注销公告 ：重庆观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9MA5U4NNQ7D）经公司
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务人持有效
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7年11月23日

南岸区能华建材经营部，税务登记证号:
510214196903190818遗失千元版手写发票
1本，发票代码150001320532，发票号码为
00178526至00178550，共计25份，声明作废

◆南岸区童言玩具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发证日期
2016年10月12日，注册号500108608717662声明作废
◆声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灵枝建材经营部税务登记
证副本（税号：500240345880111）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市海岸线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现启用新公章（编号：5001072103001），特此声明

遗失大渡口区新魅力健身(税号51022
519730409564401）通用机打卷式
发票1张，发票代码150001320410，
发 票 号 码 00719628，声 明 作 废 。

◆重庆立果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重庆三峡银行李家沱
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2529101，声明作废
◆沙坪坝区回响酒吧遗失国税、地税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10222196705072212，声明作废
◆重庆九龙坡区九龙园区老厨匠土菜馆，遗失税务登记证副
本，纳税人识别号5102131976061747130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重庆市理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通
过，拟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505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805万元，接到本公司通知书的债权人自
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债权
人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重庆市理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11月22日

重庆市昊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渝税字
500119331595256号；遗失公章壹
枚，号码5003847004911，声明作废

◆遗失周泓亦《出生医学证明》，编号510487344，声明作废。
◆重铁电务工程有限公司李小平工作证2142051340033遗失作废
◆杨再万遗失西南政法大学自考本科毕
业证，证号：65500104001177519，声明作废
◆张其林遗失临时税务登记证正本512925196103118091作废

蒙古族剪纸作品
重庆美术馆开展

本报讯 （记者 孔令强）昨天下
午，《草原梦·游牧魂——蒙古族剪纸艺
术（重庆）展》在位于解放碑的重庆美术
馆开幕，当代著名剪纸艺术家鲍玉祥的
蒙古族剪纸作品亮相山城，展览将持续
到12月17日结束，全程免费开放。

蒙古族剪纸是中国北方最具有代
表性的剪纸遗存之一，重庆晨报记者在
现场看到，不论是独具特色的蒙古包，
还是民族风情的人物，鲍玉祥用独特的
剪纸形态和艺术手法，将蒙古族渊远而
神秘的民俗文化生动地展现出来。展
览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展览分为“从
远古走来的印记”、“隽永的蒙古族图
腾”和“涌动的心中草原”三个部分，展
出了鲍玉祥的剪纸作品98件。

将和小学生上舞台合唱
汪峰想带女儿参与公益

本报讯 （记者 赵欣）泸沽湖边
的达祖小学，最近因为《让世界听见》支
教老师汪峰的到来而特别热闹。孩子
们在汪峰老师指导下畅游音乐世界的
同时，更体会着音乐之美。昨天下午，
汪峰在接受重庆晨报记者采访时，他表
达了对孩子们的赞许，还表示希望有机
会带章子怡和女儿一起做公益。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唱了三首
歌，越来越好，现在在准备最后一首，快
接近尾声了，过几天会在最终的大舞台
上展现这首歌，会非常惊人的。”汪峰
说他非常满意，“他们现在呈现出来的
几乎是专业水平。尤其是最后一首，真
的会是非常惊人的，很感动，每一次演
出的时候现场大部分人都会流泪。”

起初决定加盟《让世界听见》时，章
子怡曾对汪峰表示了全力支持，呆了这
么久，他认为有必要带女儿过来看看，

“我和子怡一直觉得她应该来看一看，
来感受一下这些孩子的生活，感受一下
这片土地。我觉得以后会让熙熙参与
进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

2017中国男子职业
高尔夫球巡回赛重庆开打

本报讯 （记 者 包靖）今天，
2017中国男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重
庆江南新城·庆隆公开赛在重庆南岸区
茶园庆隆高尔夫球场开打。据介绍，赛
事是中国高尔夫男子赛事级别水平最
高、比赛场次最多的男子职业高尔夫球
巡回赛。2017中国巡回赛重庆江南新
城庆隆公开赛的赛事日期为11月20
日至26日，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约108
名男子职业运动员前来参赛。

本报讯 （记者 赵欣）据中视协演员工
作委员会消息，北影厂演员黄素影于11月21
日19点10分去世，享年99岁。黄素影一生演
了70多年配角，84岁时凭借影片《世界上最疼
我的那个人去了》摘得第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最佳女演员”奖，被誉为中国电影史上最年长
“影后”。

1919年1月，黄素影生于江苏苏州，18岁
开始表演，曾先后在上海救亡演剧宣传队、重
庆中国艺术剧社、重庆中华剧艺社从事演剧活
动，演出过《北京人》、《日出》、《雷雨》、《孔雀
胆》等名剧。1949年调北影演员剧团。参演
过《吕梁英雄》、《早春二月》、《小兵张嘎》等几
十部影片。

黄素影漫长的一生与重庆渊源匪浅。抗
战时期，她不但在山城话剧舞台持续活跃，还
曾在重庆光荣入党，走上了革命道路。黄素影
在回忆录中写到，1938年年底，她当时供职于
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演剧第二队，坐八路
军办事处的车从武汉到了重庆。当时这个队
名家云集，队长是著名戏剧家洪深，还有田方、

金山、王莹及冼星海等著名演员与音乐家。
1939年黄素影到了合川，她写到，“在船

上碰到一个人，这个人是党的组织委员。因为
他听说组织上要派人到合川来，而且还是派了
个女同志，结果他以为我是那个人呢。我说我
不是，我是抗日宣传队的。后来到了那儿以
后，他就派两个同志到我家来，说他们有个宣
传队要去宣传，对化妆什么的不了解，问我是
不是能去给他们帮帮忙。我说好吧，就去了，
这一去就一直跟着他们演出、宣传。”

1939年5月17日，黄素影在合川宣誓入
党。1945年1月，黄素影回到重庆市区，加入
了中国艺术剧社，著名演员金山等也在那里。
她参加演出了夏衍的剧本《离离草》。

1945年7月，中华艺术剧社因国民党特务
捣乱破坏进行整顿。黄素影来到中华剧艺
社，社长是应云卫，人称应老板。这里集中了
一大批著名演员、导演，如张逸生、金淑之、鲁
珏、刘曦、刘沧浪等，黄素影还参加了《北京
人》、《雷雨》、《日出》、《孔雀胆》、《群魔乱舞》等
剧的演出。

最年长影后黄素影去世
她在重庆入党走上革命道路

上周日，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福州落幕，国
羽在四项决赛中收获三枚金牌。不过在比赛之
外，最引人关注的则是羽毛球运动的又一项重大
改革——发球高度不能超过1米15，从明年的
全英公开赛开始实行。据重庆晨报记者了解，由
于细则并没有公布，在中国以及重庆业余羽毛球
圈中，大家都还没有开始对新规则的适应。

受到关注的还有羽毛球比赛的分制改革，无
论是变为15分制还是11分制，都会对羽毛球运
动带来巨大影响。

争议
男单世界第一：我跪着发球？

羽毛球是一项发球直接得分的运动，发球也
是一项战术，不过羽毛球规则的导向是不希望发
球者直接得分的，这样会严重影响比赛的观赏
性，禁止“过腰”和“过手”就是为了限制和削弱发
球的“攻击性”。

在女单运动员中，由于普遍扣杀力量不强，
多以正拍放高球为主，发球线不超过 1 米 15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男单的发球为避免遭
遇猛烈扣杀，绝大多数是反拍放网前，双打是
以发球抢攻中前场为主，更是清一色的反拍，
而且发球的变化更多。因此，对男单和双打
选手来说，发球线高度不能超过1米 15困难
更大。

以目前现排名世界前五的男单选手为例，斯
里坎斯、孙完虎和林丹的身高都在1米78左右，
李宗伟更是只有1米72，他们的腰部位置普遍
在1米1以下，显然新政对身材高大的欧美男运
动员影响更大。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安赛龙身

高1米94，腰部
已经在 1 米 2
左右，更不用说
他身高2米 05
的队友科尔丁
了。早在今年
4月，安赛龙就
曾经在自己的
社交账号上发
布视频，他和科
尔丁一起，用蹲
地发球和跪地发球等搞笑的姿势调侃世界羽联，
以表达对新规的不满。

安赛龙表示，“我以前说过，在篮球这项运动
中，你不会因为高个子比矮个子运动员扣篮更有
优势而去降低篮框的高度”。

反响
张亚雯：高个子肯定会有影响

昨日，重庆籍羽毛球世界冠军张亚雯在接受
重庆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还不太清楚新规
则的具体细则，“高个子腰的位置也要高一些，肯
定会有影响，但还需要在实践中看一下。”

张亚雯目前自己开办了一家羽毛球培训机
构，她表示，“目前参加羽毛球培训的大多是青少
年，身高都不高，在发球高度上的问题不大。”

重庆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业余羽毛球高手
也说，如果平时打着玩，没有多少人在意发球的
高度。但如果新规正式执行，业余比赛肯定也要
执行这个规则，那或多或少会有点影响，自己需
要及早适应。

羽毛球规则重大改革，发球高度不能超过1米15，世界第一吐槽：难道要我跪着发球？

高个子打羽毛球要吃亏？
■焦点
到底谁来裁定高度？
人眼还是机器？

今年初，世界羽联现就将发球检测
器送到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羽毛球队进
行试验，有三个高度可供选择，而到底谁
来裁定高度？人眼还是机器？训时，将
高度定在了1米1，也就是说发球超过1
米1就算违例。最终，根据试验后提出
的意见，世界羽联才最终决定了1米15
的高度。

在陵水冬训中，双打小将、身高1米
73的李茵晖就表示：“因为我平时发球
就没有过违例，所以即便这个机器在旁
边，对我也没啥影响，但对于个子高的男
队员应该有些限制。”1米92的男双选
手洪炜就认为，这个发球检测器对于自
己发球有一定的影响。

对于新规，国羽主教练张军最疑虑
的不是改进发球技术，而是监控技术，

“裁判肉眼去观看就会存在误差”。用
机器替代人眼来裁定发球高度，也许会
是羽毛球比赛继鹰眼之后的又一大重要
改革。

■相关
15分？11分？
分制改革受关注

目前羽毛球采用 21 分制，3 局 2
胜。在去年的亚锦赛女双半决赛上，日
本组合福万尚子/与犹胡桃和印尼组合
马赫斯瓦里/波莉激战2小时41分钟，创
造了羽毛球历史上最长比赛纪录。此
外，羽毛球比赛参赛人员众多，比赛经常
打到深夜甚至凌晨，也不利于羽毛球运
动的推广，缩短比赛时间势在必行。

从去年开始世界羽联就在一些低级
别赛事中开始尝试5局3胜每局11分的
新赛制，年初的陵水国际挑战赛，就是国
内首次举行新赛制的比赛。

目前距离2020年东京奥运会不到3
年的时间，要在奥运会推行新的分制不
太可能，世界羽联秘书长伦德也表示，并
未制定明确的改革时间。但前国羽总教
练李永波曾表示，11分制也许在2020年
奥运会前实行。

本报记者 汤皓

▶
安
赛
龙

丹麦名将安赛龙跪地发
球调侃新规。 视频截图

1.15米

武隆彩民
喜中601万体彩大奖

本报讯 （记者 包靖）11月22日
晚间，体彩大乐透第17137期开奖，我
市武隆彩民成功拿下一注头奖，奖金达
601万。

当晚大乐透开奖号码为前区“01、
20、22、28、29”，后区“05、07”，当期大
乐透一共开出15注头奖，其中1注头
奖被我市武隆区36601号体彩销售网
点一彩民所擒获。中奖彩票为一张

“9+2”复式大乐透彩票，所以还同时拿
下了20注三等奖，仅此一项，又多拿超
过15万奖金。这注头奖距离重庆爆出
的上一个体彩大乐透头奖不到一周时
间。同时，这注大奖也是今年重庆彩民
拿下的第19注体彩大乐透大奖。当期
大乐透开奖后，大乐透奖池仍高达
42.36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