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带钥匙刷脸就可以上车，电子后视镜减轻“远光”伤害，涉水再也不担心被水淹……

2020年 这些黑科技都将用在长安汽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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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县宝坪镇凤凰村向超遗失2008年版增值税普通发票（二联
无金）10份，代码：5000163320号码00055224-00055233声明作废

李 萍 2018年 12月 20日 遗 失 身 份 证
51021319721106312X，声明该身份证原件作废

巴南区贰壹粒食品经营部遗失2017年10月10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92500113MA5XE2649U，声明作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想起我餐饮店遗失税务登记
证正本，税号50022319870828822301，声明作废

深圳市蛇口星拓港航运输工程有限公司长寿项
目部遗失公章、财务章及印鉴章各壹枚，声明作废

钛洋伦教育信息咨询服务重庆工作室（有
限合伙）遗失印章备案回执单，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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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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婚介

诚信14年，成功率高，非去不可
www.023yuelao.com
月老婚介 63608167
周吉珍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筲箕岚垭11

号房屋所有权证，产权证号74771，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国家税务局遗失农行渝北支行营

业部开户许可证Z6530000432502，声明作废。
重庆渝都丰田遗失增值税普票一张，代码

050001800104票号02134111已开红字声明作废
最江湖老火锅遗失通用机打卷式发票，发票代码：

150001720410，号码：03002469-03002500，声明作废

女，53岁离、身高1.60米，退休，条件较好，
寻有车有房真心的终身伴侣13340216456

美女55丧独居寻安家男上门13042347593

遗失重庆融品汇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
据壹份及认购协议：客户名称:周琦，房号:
重庆春晖十里-春晖05期-8#地块-2号楼
1-9-9-7，收据号码:P1020-00006349，
收据金额：10000元，内容：定金，声明作废

兹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公司车商营业部遗失已使用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保单留存联一
份，单证类型：AEDZAA2013Z00，流
水号：50001801031592。声明作废。

关于重庆名流印象三号地块的交房通知
尊敬的重庆名流印象三号地块（1栋、2栋、7栋、8
栋）业主：

您所购买的重庆名流印象三号地块（1栋、2
栋、7栋、8栋）经相关职能部门验收合格，已具备交
房条件，现特通过报媒体向您进行交房告知。
集中交付日期：2018年12月29日-2018年12月31日
集中交付时间：08:30-17:00
集中交付地点：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同荣路233
号名流印象三号地块大门处

请您携带相关资料与证件前往办理。
详询：023-88022888

重庆名流置业有限公司2018年12月26日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关于《税务检查通知书》公告送达

重庆渝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识别号：50010367869018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

四条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涉税事项进行立案检查，
因你公司不在注册地址经营，《税务检查通知书》无法
直接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
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税务
检查通知书》（渝税三稽检通一〔2018〕151号），主要内
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
条规定，决定派徐松、汪源源等人，自2018年12月10
日起对你（单位）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
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
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2018年12月25日

谢应芳（身份证510212195603024124）遗失《关于
农转非拆迁户房屋产权交换协议书》一份，声明遗失

重庆银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机动
车销售统一发票（注册登记联），代码
150001822060，票号00492823，声明作废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张睿遗失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
格证书，管理号2013033550332
01355800100016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禾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东风
南 方 营 业 部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07320377683R)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
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
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12月2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禾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永
川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691
2069200)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
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
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12月26日

李国红（万达城A区－A11地块－A11住
宅－T22－301）遗失重庆万达城投资有限公
司开具的首期款收据，收据号0040660，金额
120912元；定金收据，收据号0038935，金额
20000元；契税、印花税、预告登记费收据，收
据号0040661，金额12271.81元，声明作废

重庆宝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白市驿白欣
路门市部遗失旅游合同，出境合同编号C0
10031441-C010031445，国内合同编号G
Z010117211-GZ010117215，GZ0101172
17-GZ01011721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中电建国信基础设施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7M41
5K)股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
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检察院公告
渝合检民公告〔2018〕8号

本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肖正英销售假药
刑事案件中，肖正英销售假药的行为可能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符
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
诉。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三条规定发出民事公益诉讼公告，请
符合条件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本
公告发出三十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反馈本院。

邮寄地址：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街道办事
处振兴路168号邮编401519

联系电话：42750020
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检察院2018年12月24日胡荣芳遗失中医医师职业证书141500108000060作废
李美遗失重庆北部新区金山大道1号恒大华府装修保

证金收据:收据号hf00407767，金额2000元，声明作废

交房公告
尊敬的立邦香语湖5-9#全体业主：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盛景天下四期
5-9#楼（花园洋房）已通过竣工验收备
案，具备交房条件。我司将于2018年12
月31日起在立邦香语湖售楼部办理交
接房手续。请各位业主携带《商品房买
卖合同》、购房票据、合同人身份证原件
前往办理。详细情况请咨询（023－
67455555）。

特此公告
重庆立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6日

王会遗失恒大优活城四组团6栋2-1301
号房收据，房款编号yhcm0007821，金额
213000元，收据编号yhcm0007761，金
额21404.85元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笃仁商贸有限公司财务章壹枚(财
务章编号：5001122071961）声明作废。 遗失李大容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1603271223作废

国内首创电子后视镜，减轻“远光”伤害；涉水深
度监测，再也不用担心被水淹……昨日，记者从长安
汽车了解到，这些黑科技将在2020年实现量产。

电子后视镜减轻远光伤害

在长安汽车工程总院的一台CS95上，汽车必
不可少的后视镜不见了。“传统的后视镜被替换成了
电子后视镜。”长安汽车相关负责人介绍，电子后视
镜是一个挡把的形状，头部装有摄像头。“普通镜片
后视镜覆盖角度，从车身延伸出去只有10-20度，
而这个电子后视镜可以覆盖40-50度，大大减少了
视角盲区。”

另外，摄像头有光线补偿功能，晚上或者过隧道
时，能够清晰地看到后方来车，其对强光有抑制功
能，可以减轻“远光”的伤害。

普通的镜片后视镜，车窗起雾、镜片挂水时会看
不清楚，而电子后视镜则完全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这种电子后视镜成本与普通的镜片后视镜差
不多。把两块后视镜液晶屏，集成到车内的主屏上，
如果只算车辆外部的摄像头和支架，和镜片后视镜
的成本相差不大。而且，电子后视镜比镜片后视镜
更坚固，更耐剐蹭。”该负责人称，预计在2020年前，
长安生产的车上将装配这项新技术。

5块屏幕组成一体式超大屏

进入这台CS95车内，记者还看到，五块大屏组
成了一体式超大屏。左右两边各有一块显示屏，用
于显示后视镜影像；中间三块液晶屏，从左往右依次
为液晶仪表、中控液晶屏、副驾驶娱乐屏。不仅如
此，这台CS95还搭载了指纹识别功能，当识别出车
主身份后，整体液晶大屏的界面，会自动调整为车主
习惯的风格。

目前，这种贯穿式大屏已经可以装配到长安汽
车的量产车上了。只要相关法规允许，这种贯穿式
大屏就将开始量产。

国内首创石墨烯星空顶棚

“全景天窗算什么，星空顶棚见过吗？我们即将
在量产车上提供星空顶棚。”这位负责人介绍，这种
星空顶采用LED光源+光纤相结合技术，氛围灯光
颜色多模式可调，用户根据自身的情绪状态选择氛
围灯光颜色和显示状态。

“你们连锁店的味道真没老店好，食材感觉也没那么新鲜，服
务态度也不好。”今年8月底，一位刚出差回来的老顾客来到九龙
坡的一家江湖菜馆，向店主许某抱怨他在这家菜馆大足“连锁店”
的经历，言语中充满了失望。许某很纳闷，“我们没在大足开店
啊。”

近日，渝北区法院作出判决，确认位于九龙坡区九滨路的“夜
渡”餐饮店店主许某对“夜渡”注册商标的专用权，同时判决大足餐
饮店侵犯了许某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要求其停
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

餐饮店被高仿，“正主”实地调查取证

这家位于九龙坡区九滨路的“夜渡”餐饮店，是许某辛苦经营
的成果。2016年10月，“夜渡”开门迎客，主打精品江湖菜、烧烤
及进口酒水。在店招、装潢、服务人员的服饰上对“夜渡”品牌进行
使用，并对店面的装潢、颜色、店招等进行了独特的设计。2017年
9月，许某将此申请为注册商标。“夜渡”因独特的地理位置、优雅
的就餐环境和可口的菜品受到很多人青睐。

听到这位老顾客的“埋怨”，许某心里有了打算，大足的那家餐
馆是假冒的。随后，她让人前往大足这家餐饮店实地调查取证。

调查结果让她非常吃惊。大足的这家餐饮店于今年6月注册
成立，不仅在企业名称中使用与“夜渡”商标及字号相同的字体，而
且在经营场所的门店招牌、店铺装潢、菜单、服务员服装上也突出
使用或者单独使用“夜渡”字样，甚至连“夜渡”精心酝酿的宣传语
——“夜，是一种态度”也被该店高仿为“夜是一种态度”。

告知对方拆除侵权部分，对方继续经营

“真没想到是他们。”让许某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家餐饮店的经
营者曾是他们店的食客。他们来店里就餐时，看到许某的店生意异
常火爆，于是提出加盟请求，但被许某委婉拒绝了。

在得知餐饮店被侵权后，许某与大足的“高仿店”取得联系，告
知对方标识涉嫌侵犯权利人商标权，并给予其合理的拆除期限。

对方只是口头答应，不仅没有进行拆除，还继续使用“夜渡”进行经
营和宣传。

今年10月，许某将大足的餐饮店诉诸渝北区法院。渝北区法
院受理后，向大足的“高仿店”发出传票，直到那时，他们才匆忙改
名，换掉招牌等。

法院判决侵权方停止侵权，还要赔钱

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认为，两家企业均从事餐饮行业，与涉
案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类别相同。大足餐饮店在经营场所的门店
招牌、店铺装潢、菜单、服务员服装上突出使用或者单独使用“夜
渡”字样，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与涉案商标“夜渡”文字
相同，该行为侵犯了许某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此外，法院认定“夜渡”既是许某的注册商标，也是许某个体工
商户的字号，经过许某的宣传、推广，在重庆市范围内已经有一定
的影响。大足餐饮店作为经营同类业务的竞争者，应当知道许某
的商标以及字号在相关行业和消费群体中具有一定的影响，仍然
在企业名称中使用与其商标及字号相同的字号，加之其在店铺内
标注与原告相似的广告语，明显具有攀附知名度的主观故意，易造
成相关公众对被告提供的服务与原告存在关联关系的混淆和误
认。故大足餐饮店曾将“夜渡”作为字号注册使用的行为构成不正
当竞争。

法院最终作出判决：大足餐饮店立即停止在门店招牌、店铺装
潢、菜单、服务员服装、名片上使用“夜渡”标识，并赔偿许某经济损
失40000元。

西南大学法学博士范卫国称，品牌是一家企业的重要资产，是
取得长远发展的基础，其背后的价值和市场竞争力来之不易，是经
营者通过一次一次的优质服务换来的溢价。同行业竞争者应当尊
重他人的劳动成果，仿冒、抄袭他人品牌欺骗消费者，谋取不法利
益，不仅侵害了消费者利益也无益于自身发展，最后还要受到相关
法律惩罚。

本报记者 钱也

眼馋别人菜馆生意火爆 他高仿了一家一模一样的
法院判决责令“李鬼”停止侵权，还要赔偿对方经济损失40000元

真（上）假（下）夜渡菜馆。

顶棚内上千根光纤构成星空光幕，点亮时，繁星
点点，流光溢彩，星轨闪现。

人脸识别，刷脸就可以上车

在另一台CS75上，还搭载有人脸识别技术，人
走到车旁，手摸到门把手，位于B柱上的摄像头就会
被唤醒，对人脸进行扫描识别。识别成功后，车门才
会开启，整个过程1秒之内可完成。换句话说，车主
不用带钥匙，刷脸就可以上车。

进入车内，在方向盘的正前方仪表台上，还有一
个隆起的摄像头，正对着驾驶者的脸。这个摄像头
的功能更强大：它会识别司机的身份，然后将座椅自
动调节到你惯用的位置，大屏主题会调整到你习惯
的风格等，所有的车辆设置，都会根据你的喜好来自
动调整。

为保证用车安全，只有刷脸成功，车辆才能成功
启动。如果行驶在路上，它还有疲劳识别功能，当发
现你有疲劳（比如闭眼）或者转头，就会发出提醒。

扫立通：手机教你如何用车

提新车很高兴，但面对厚厚的车主手册，有些
头痛。“我们推出了扫立通，拿出手机，对着车辆
左侧的‘自动泊车’按钮扫一下，就如同扫二维码
一样，手机上会立刻弹出一个页面，对这个按钮
所代表的功能和使用方法、注意事项，进行详细
说明。”

此外，扫立通还会把该款车型的特色新技术进
行罗列，如集成式自适应巡航、自动泊车等，驾驶者
可以在手机上快速浏览学习。这项功能将融合到长
安的incall app上，将于明年6月上线。

涉水监测：再也不担心被水淹

为了避免用户在涉水时遇到危险，长安将推出
一项智能科技：涉水深度智能检测。这套系统分为
三个场景：当车前方遇到浅水坑时，探测器判定前方
为“浅水位”，可正常通过；当遇到中水位时，提示“水
位较深，请缓慢前行”；当遇到深水坑时，会提示“前
方水位超过安全线，请停止前行”。

如果汽车不慎进入深水坑，系统还会自动开启
逃生模式——打开车窗和天窗、车门解锁、汽车熄
火。

本报记者 罗薛梅 通讯员 郑格非

◀国内首创石墨
烯星空顶棚。

在方向盘的正前方仪表台上的摄像头，只有刷脸成功，车辆才能成功启动。

▶涉水深度监测，再
也不用担心被水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