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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养老

品牌婚介
真爱婚介 诚信十年
免费配对 包成功68780161

痴瘫重危者全程托护67903369

美的缘 教师主办11年
68067355也可四海www.023yuan.com

公告遗失

厂房租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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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刊登
热线

18166342955
15320323186

万事通晨
报

广
告

郑重提示：本版只提供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遗失重庆蔷庆农业有限公司印章刻制、查询、缴
销证明(编号：50010720150728039)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成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国福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罗世成（身份证号：
510221195812306618）于2018年6月7日因
病去世，即去世之日起成浪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重庆国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停止经营。
待新法人产生。前法人签署一切授权书，委
托书失效，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自行承担。

成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国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重庆工商大学关于与尹德东同志
解除聘用关系的决定

尹德东（身份证号：51021219660322
****）同志长期不在我校工作，根据《事业单
位人事管理条例》和相关规定，现学校与尹
德东同志解除聘用关系。请尽快到学校人
事处（电话023-62768190）办理后续手续

注销公告：经重庆优比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457P88）
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10月9日

重庆市沙坪坝区梁德明中医综合诊所苏雪梅护士
执业证书遗失，证书编号：201451006099，声明作废。

重庆市烟草专卖局送达公告
重烟处理［2018］第76号

2018年8月21日重庆铁公安处昭通火车
站派出所，在杭州至成都的k1274次列车上查
获当事人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的卷烟“南
京”、“雄狮”、“黄果树”等4个品种共计381
条。在法定期限内无人前来接受调查处理，本
局依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
条之规定，作出将先行登记保存的上述卷予以
全部没收的决定。根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规
定》第四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现将重烟处理
［2018］第76号处理决定书予以公告送达。公
告送达期限为60日，期限届满视为送达。

重庆市烟草专卖局 2018年10月9日

重庆同城货的运输有限公司双桥分公司遗失
渝CTB318道路运输证，证号:500225010241，声明作废

招标公告
家利物业管理（重庆）有限公司珊瑚水岸分公司管理的珊瑚水岸项目位于重庆

市南岸区南滨路，为大型商、住项目，现有以下事项公开招标：重庆珊瑚水岸/珊瑚都
会电梯轿箱镜框及住宅大堂LED液晶显示屏广告安装及发布服务

1.在国内合法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企业及注册资金RMB10万或以上专业服务
资质之企业；2.注册公司成立不少于3年；3.公司经营范围必须包含“独立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等经营范围；4.能提供最少3个最近3年内承接同类工
程服务项目参考数据。

有意投标公司须于2018年10月12日前携公司数据及相关证明文件到指定地
址，经我司审核通过后领取标书，同时欢迎贵司加入我司认可承判商，具体询联系人。

截标日期：2018年10月22日中午十二时正。
联 系 人：谭小姐 联系电话：（023）62969658
索取标书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26号珊瑚水岸物业服务中心
回标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大都会东方商厦10F

注销公告：因工作需要，经重庆弘康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汽修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00107346068694Y）股东会决
议，本公司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10月9日

刘峰遗失护士资格证,证号2017150010030126,声明作废

遗失2015.4.10发周兴胜营业执照正本500104605308398作废
遗失重庆戈恩建材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051058469）声明作废

声 明
针对最近有人假冒我公司名

义，以虚假项目对外签订承包合
同收取工程保证金一事，特登报
声明如下：我公司自2017年11
月1日注册成立以来，没有对外
开展建筑工程业务，由此所造成
的法律责任，均与我公司无关。

重庆白云航空建设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8日

认尸公告
●2018年9月30日在长寿区大石门长
江水域发现一具男尸，尸长1.63米，年龄
约50岁，穿黑色长袖T恤、黑色长裤，带
一个褐色腰包、一副假牙，请知情人与长
江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2018年10月1日在江津区麻子滩长
江水域发现一具男尸，尸长1.7米，年龄
约25岁，穿黑色内裤，请知情人与长江
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2018年10月5日在长寿区新港长龙
码头6号趸船长江水域发现一具男尸，
尸长1.65米，年龄约40岁，穿黑白条纹
衬衫、黑色T恤、蓝色牛仔裤，带一串钥
匙、一个打火机，请知情人与长江航运
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注销公告：经重庆金恒系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20284114X1）
股东会决议，拟注销本公司，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登报之日45日内与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
事宜。特此公告。2018年10月9日

综合房讯

招生 求学 培训 晨报教育广告订版电话：18983833200

电话：028-67140598 QQ：2302163859
官网：http://swri.whu.edu.cn/

武汉大学2019年图书情报、社

会工作、工程管理等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正在热招。集中授课、在职学习，可获得优秀奖
学金，合格者可获武汉大学硕士毕业证和学位
证。武汉大学西南研究院常年开展党政干部、
中小学教师培训和企业高级管理（后EMBA）
研修等，欢迎垂询！

10月2日，中国足协公布了一份55人的男
足国家集训训练营名单。在这份名单中，重庆
斯威球员冯劲、罗皓、尹聪耀、曹栋四名球员入
选。昨天上午，4人抵达训练营报到指定地点
北京体育大学。

重庆斯威主帅小克鲁伊夫表示，全力支持
足协的决定，对于球员来说也是学习的机会。

球员很期待这次集训

按照之前北京媒体的报道，本次集训分为
3个阶段。首先55名球员将进行军训，军训地
点据说是在泰安；然后前往昆明进行集训；第三
阶段将进行一系列的热身赛来检验成果，甚至
有可能让他们在明年组队参加职业联赛。但报
到的第一天没有太多安排，所有人一起吃了饭，
晚上则有一个会议。

从媒体拍到的视频和照片来看，中午前抵
达的球员大多身穿便装，中午还一起去北体大
内的运动员食堂排队就餐。由于此次入选球员
的年龄都在25岁以下，年龄和在校大学生相差
不大，网友对此评论说：“他们看起来就是在大
学食堂吃饭的学生。”

对于此次能够入选，重庆斯威的球员也表
达了自己看法。曹栋告诉记者，“第一次受到国
字号征召很高兴，看到了国内很多优秀的球

员。很期待之后一起训练的时间。”尹聪耀说：
“感觉能跟很多已经在中超踢过比赛的球员们
一起生活、训练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希望能够从
他们身上学到东西。”

恐对球队保级有影响

按照中国足协下发的通知，55名球员来自
全部16家中超俱乐部和5家中甲俱乐部，所有
球员的年龄都在25岁以下。重庆斯威入选的
4名球员中，除了冯劲都是U23球员。因为集
训时间长达80天，这些球员肯定将缺席剩下的
5轮中超联赛。

重庆斯威入选的4名球员中，罗皓一直是
球队主力中后卫，本赛季中超联赛开始后，其表
现获得不少好评。作为一名本土球员，冯劲在
小克鲁伊夫执教后，表现渐入佳境。最近冯劲
多次进入首发名单且在场上有不错表现，他的
离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球队的进攻。

本赛季中超联赛还有5轮，重庆斯威只领
先降级区2分，接下来还要同保级对手天津泰
达、贵州恒丰直接交手。比赛压力本来就比较
大，即使小部分主力球员被抽调去集训，对球队
的影响恐怕多少还是有的。

主帅坦言会解决人员问题

4名球员入选集训营，会不会影响排兵布
阵？

小克鲁伊夫说，会全力支持足协的决定，球
队有球员能够去国家集训队是一种荣誉，球员
本身通过集训也能够学到很多东西。至于因集
训带来的人员改变，他认为人生中总会突然发
生一些事情，需要做的就是想办法解决。针对
新的规定，会支持、尊重和执行，球队也会充分

作好准备，尽力去完成接下来所有比赛。
谁会填补罗皓和冯劲的位置？在重庆斯

威阵中，本赛季踢过中后卫的有刘宇、隋东
陆、唐佳庶、元敏诚，因此罗皓的离开影响不
算太大。刘卫东也能够顶替冯劲出任边路快
马的角色，小克鲁伊夫应该能够找到合适的
代替者。

本报记者 何艳

4人被国足集训征召，斯威主帅不担心
冯劲等4人将进行80天集训，会缺席剩下的5轮中超联赛

今年国庆档，《李茶的姑妈》《无双》《影》《胖
子行动队》《找到你》等多部不同类型的电影上
映，让大家对国庆档票房充满了期待。

票房方面，国庆档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
消息。好消息是在10月4日下午，2018年内地
年度票房突破500亿元，比去年提前了47天，
这也创下了中国影史最快突破500亿元的新纪
录。坏消息则是，国庆档的票房有了较大的降
幅。根据国家电影专资办的数据显示，内地电
影市场国庆档票房仅19.04亿元，比去年同期
的23.93亿元降低了4.89亿元，降幅超过20%。

具体到重庆，国庆期间重庆共放映电影
69392场，观众达到132.31万人次，总票房达到
4379.66万元。有意思的是，在单片方面，《无
双》同样在重庆拿到票房冠军，达到1512万元；
而《影》在重庆以969万元的票房超越了《李茶
的姑妈》的811万，看来重庆观众更喜欢张艺谋
的新片。

逆袭
票房、排片《无双》均成冠军

“逆袭”成为今年国庆档电影市场的关键
词。在9月30日前，《李茶的姑妈》被认为是这
个档期毫无悬念的冠军——同样的开心麻花出
品，同样的改编自成功的舞台剧，同样的新导
演+新演员的组合，不同的却是与前作的口碑
与票房。上映首日《李茶的姑妈》以35.8%的排
片占比高居榜首，当日票房也突破1亿元，正式
进入国庆假期，10月1日《李茶的姑妈》排片和
票房也同样高居榜首，成为国庆档唯一一部连
续两日单日票房破亿的影片。

接下来的发展却有些出人意料，《李茶的姑
妈》口碑一路走低，老套的桥段、低俗的笑料、混
乱的故事，受到观众们差评，豆瓣电影评分5.1
分也成了开心麻花系列电影的最低分数。这些
都让《无双》有了逆袭的机会。其实一开始，张
艺谋的最新电影《影》，不论是排片还是票房，都
超过《无双》。

9月30日，《影》以22.4%的排片和6611万
元的票房，力压《无双》18.9%的排片和5480万
元的票房。到了第二天，虽然《无双》的排片依
然低于《李茶的姑妈》和《影》，但单日票房已攀
升到了8840万元，仅次于《李茶的姑妈》，超过
了《影》。到了10月2日，《无双》的排片超过
《影》，票房更是接连超过《李茶的姑妈》和《影》，
首次逆袭成为当日票房冠军。在此之后，《无
双》就一直霸占着国庆档单日票房冠军的宝座，
排片占比也一路走高。10月4日，《影》的单日

票房也开始逆袭，超过《李茶的姑妈》，一直占据
着单日票房第二的位置。

最终，《无双》以6.28亿的票房成为今年国
庆档的冠军，《李茶的姑妈》以4.09亿元位居第
二，《影》以3.86亿元排名第三。

幕后
市场趋于理性，口碑决定票房

《无双》是编剧、导演庄文强的最新作品。
虽然曾打造出《无间道》《窃听风云》等多部成功
的香港电影，但《无双》在前期的宣发和排片中，
都不算是热门影片。不过，《无双》凭借观众的
口碑，逆袭成为了国庆档的冠军。

《无双》是一部犯罪题材电影，但假钞犯罪

这一类型在近年来的华语犯罪题材电影中并不
多见。为了呈现出电影的真实感，庄文强甚至
完全重复了一遍制作假钞的过程，导演的用心
也被观众看到了。不少观众表示，“电影中的假
钞制作过程简直是大开眼界。”“如此细致描绘
假钞制作过程，还是非常有趣的。”甚至有观众
幽默的点评，“电影又名《假钞制造教程：从入门
到入狱》，零基础教学，不限年龄，不限学历，包
学包会，还包坐牢。”

当然，周润发和郭富城两位主演的表现也
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周润发以63岁的年
龄再演动作戏，《无双》中的角色被认为是发哥
近20年来最出彩的角色之一，片中大量的动作
戏都亲自上阵拍摄，周润发的身材等话题也多
次登上网络热搜。观众阿德就说：“终于盼到发

哥回归港片，表演上依然是潇洒自如、诙谐逗
趣，庄文强对故事和人物的打磨也保持一贯的
品质，这才是商业片应有的样子。”网友“内陆飞
鱼”则点评，“郭富城饰演的角色很颠覆，华语电
影里比较少见，具有非常精巧的隐蔽性，看似人
畜无害实际上可能运筹帷幄；而这几年演惯喜
剧的发哥在正剧里也气场强大，不遑多让。”

到记者发稿时，在豆瓣电影的评分中，《无
双》以8.1分位居国庆档电影第一，《影》以7.5
分位居第二。著名影评人“暗夜骑士”也认为，
随着中国电影的市场和观众越来越成熟，观众
审美提高，选片趋向成熟，市场回归理性，“电影
本身故事讲得好不好，题材吸不吸引观众成为
关键，口碑决定票房。”

本报记者 孔令强

国庆档电影市场票房较去年同期少了4.89亿元，降幅超过20%

《无双》逆袭成票房冠军 重庆人最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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