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超球员上场新规第16轮起实施，U23、外援出场规则有变

“大摩托”终于可以飙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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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肖雅匀）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JY25001080130545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维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会法定

代表人证书，工法证字第23004700074号，声明作废。

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会委员会遗失中国工商
银行重庆两路口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3100021309
008914830、核准号：Z6530000606401）声明作废

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遗失中国工商银行重庆
两路口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310002132902494
8506、核准号：Z65300013386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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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3163856

重庆帝王洁具有限公司智能卫浴生产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受重庆帝王洁具有限公司，重庆环科源博达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重庆帝王洁具有限公司智
能卫浴生产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
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该项目环评
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1、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众
意 见 表 下 载 链 接:https://pan.baidu.com/s/
1q2T1xVext8l-wS28bFWvdQ提取码:cw8n。

2、公众还可通过电话、电子邮箱等方式向建
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取纸质报告书。

建设单位：重庆帝王洁具有限公司 邓宇
234341627@qq.com，15678130318

环评单位：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刘工 504029116@qq.com，17623261327。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重庆帝王洁具有限
公司智能卫浴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
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
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或电话向建设单位
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6月13
日至2019年6月26日。

天王星C座11楼（面积974m2）精装办公楼，低价出租。
电话：17358420944

出 租

遗失公告
重庆市九龙坡区房屋管理局杨家坪房管所遗
失重庆市规划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渝规
地证[2004]九字第0109号声明作废，若有异
议，自登报起三十日内向重庆市九龙坡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反映，联系电话：68410015

房讯租售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荣昌区文教印刷厂（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26203898949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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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江津港埠分公司
重庆港江津港区兰家沱作业区粮食码头技改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的公告
各位公众：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江津港埠分公司拟对
兰家沱作业区最下游的3000吨级件杂货泊位进行
技改。该工程主要建设1个3000吨级（兼顾5000
吨级）散货泊位，采用斜坡码头型式，设计年吞吐量
为150万t/a，主要转运货物为大豆。目前，已完成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等有关规定，现对重庆港江津港区兰家沱作业
区粮食码头技改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第二次公
示，有效期为即日起10个工作日，公众可登录以下
网址查阅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就
您关心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网 址：http://www.jjdggyy.cn/
联 系 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15823143696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江津港埠分公司

注销公告：重庆市江北区五环化工研究所（普
通合伙）（注册号500105200005663）经合伙
人研究决定拟将注销。请相关债权人、债务人
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企业办理相关事
宜。本企业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将向工商部
门办理注销登记，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沙坪坝区黄勋浩餐饮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YPFKD8X，声明作废

遗失孙振超四川美术学院学生证:证号2017211476，作废

本人刘辉明（身份证号510522196504010839）
购买时代都汇公寓A08-2-11-1至A08-2-
11-20共计20套，现遗失此20套代收费收据共
计20张，20张收据总金额为312045元，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渝赛数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向太
平 1001/1002铺位保证金收据一张，收据号
0093214，时间为2016年6月17日，金额11108元
（壹万壹仟壹佰零捌元）；1F－1084/1085铺位保证
金一张，收据号0094056，时间为2017年9月11
日，金额25000元（贰万伍仟元整）。声明作废

重庆码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遗失2016年12
月16日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304871198R)；遗失公
章壹枚，号码5001141028983)，业务专用章，
财务一章，法人刘国碧印章，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告知函
朱静、黄渝、重庆帅博商贸有限公司：

基于贵方于2013年11月与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下称“民生银行”）签订
的《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担保合同》等文件，
民生银行已依约履行放款义务。然而，贵方并
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截止2019年3月14日，
尚欠民生银行贷款本金人民币1080000元，贷
款利息及罚息420413.80元，以及因贵方违约
而造成的其他费用损失。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民生银行已于2019年
4月29日将上述合同文件项下的所有权益转让
给蒋美（身份证号：500225198406286866），根
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转让
方”）与蒋美（“受让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转让方”已经将其对朱静的贷款本金108
万元及相应利罚息的全部权益，于2019年4月
29日依法转让给“受让方”。担保人对借款本
金108万元及利罚息等其他费用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烦请债务人、担保人向“受让方”履行债
务、担保义务和其他义务。

特此函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19年6月10日

债权转让告知函
黄莉、高容彬、重庆昆易贸易有限公司：

基于贵方于2014年9月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分行（下称“民生银行”）签订的《综合授信
合同》、《最高额担保合同》等文件，民生银行已依约履
行放款义务。然而，贵方并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截
止2019年3月14日，尚欠民生银行贷款本金人民币
1169240.64元，贷款利息及罚息444587.25元，以及
因贵方违约而造成的其他费用损失。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民生银行已于2019年5月6
日将上述合同文件项下的所有权益转让给张沥（身份
证号：500230198703096074）、周洪明（身份证号：
510221197004071952），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分行（“转让方”）与张沥、周洪明（“受让方”）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已经将其对黄莉的
贷款本金1169240.64元及相应利罚息的全部权益，于
2019年5月6日依法转让给“受让方”。担保人对借款
本金1169240.64元及利罚息等其他费用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烦请债务人、担保人向“受让方”履行债务、
担保义务和其他义务。

特此函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19年6月10日

杨凡遗失通用机打卷式发票，发票代码：
150001920410，号码：01775777，声明作废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裘晋
奕）享誉世界的紫砂壶传到长江口的上海，海派
紫砂应运而生；沿长江逆流而上，在重庆也有堪
称名片的荣昌陶已经传承千年。昨日，这两种
陶艺精品汇聚一堂给山城市民带来了一场视觉
盛宴：由重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重庆市文艺家
活动中心联合主办的名陶争辉——海派紫砂·
重庆荣昌陶艺作品交流展在重庆市文联美术馆
拉开帷幕。

钟鸣、梁红萍、刘吉芬、管永双等重庆荣昌陶
艺大师和中国传统美术大师、海派紫砂陶大师谈
曙君等均亲临现场，在讲解自己作品的同时也给
观展市民带去了一场有关陶艺的科普知识讲座。

早在1953年的全国民间工艺品展览会上，
江苏宜兴紫砂陶、重庆荣昌陶和广西钦州妮兴
桂陶、云南建水五彩陶就被当时国家轻工部命
名为”中国四大名陶”。所以本次展览可以说是
集齐了中国名陶的半壁江山。重庆晨报·上游
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名陶争辉——海派
紫砂·重庆荣昌陶艺作品交流展”共分为两大部
分。其中谈曙君等海派紫砂陶大师带来了海派
紫砂陶艺作品88件，而现场展示的荣昌陶艺作
品则有22件。

井栏、掇球、石瓢、潘壶、仿古、容天……这
些喝茶爱好者、紫砂壶藏家耳熟能详的常见紫

砂壶器型作品全都出现在了本次展览的现场。
“我是出生在紫砂世家的宜兴人，继承着祖辈对
陶的情结，学起了紫砂壶的制作和设计并打下
扎实的制陶功底……为了开阔眼界，提高艺术
修养，2002年，我毅然去了上海。‘海派文化’对
我的美学理念起到了很大的提升作用，催生出
许多紫砂新作。”海派紫砂陶大师谈曙君说。同
时，他还一边走一边不时拿起展台上自己的作
品给一同参观的市民讲解如何制壶，壶身上的
花纹又是如何绘制而成的。

而已经成为重庆名片之一的荣昌陶，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它在明清得到广泛发
展，20世纪7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100多年前
就销售到东南亚地区，现在是整个西南地区最
大的陶瓷生产基地。如今，按照产品胎质的精
细程度，荣昌陶已可以分为粗陶、细陶两大类
别。其具有的“红如枣，薄如纸、声如磐、亮如
镜”的特点在本次展览展出的22件作品中均有
体现。像管双永的《柴烧掇只壶》、钟鸣的《器》
《三君子》和《憨哥憨妹》，以及张奇峰带来的由
四张人脸组成了整个壶身的《吸惙》更是让不少
观展市民多次举起手机留影。

据介绍，本次名陶争辉——海派紫砂·重庆
荣昌陶艺作品交流展将一直持续到本月24日
结束展出，全程对市民免费开放。

重庆本土造电影《白云·苍狗》在入围第
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后，终于迎
来了自己的首批观众。昨晚，《白云·苍狗》在
上影节举行了全球首映，制片人、编剧刘帆，
导演许若谷、臧连荣，编剧张弛，执行制片人
李骥等主创在映后和观众们进行了交流。

真实父子情打动观众
《白云·苍狗》源自张弛和刘帆共同创作

的剧本《归程》，这个剧本曾获得了中国电影
编剧的最高奖项夏衍杯。《白云·苍狗》讲述了
一位患病老人，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在儿子
的陪伴下回到故土，寻找失联多年的“女儿”，
在这个过程中他和儿子破裂的情感也在发生
着变化。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看完片后
发现，《白云·苍狗》中所呈现的父子情，并不
像很多影视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样轰轰烈烈，
曲国强饰演的父亲和张登平饰演的儿子在片
中的大部分对话都是单个的词语和短句，几
乎很少会有长句的表达。当然父子两人也会
争执，但也会互相照顾。

一位观众在观影结束后告诉记者，“《白
云·苍狗》没有特别起伏的剧情，但却让我感受
到了真实，我在生活中看到的、经历的父子情，
就跟电影中非常像，这种平凡的真实感打动了
我。”一位女观众也表示，“《白云·苍狗》给了我
很大的触动，让我更加体会到父母和家庭对我
来说是最重要的，看到最后我忍不住哭了。”

制片人、编剧刘帆告诉记者，《白云·苍

狗》故事最初的原型就是另一位编剧张弛的
父亲，主创团队也在不断地打磨剧本，收集了
生活中更多的故事。导演许若谷也表示，“我
们的主创团队都是70后、80后，大家也都是
上有老、下有小，所以在创作中融入了自己的
真情实感。”

重庆话重庆景重庆造
《白云·苍狗》入围了第22届上海电影节

亚洲新人奖，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和最佳摄影
两项提名。上海电影节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
一一个国际A类电影节，《白云·苍狗》也成
为了首部入围国际A类电影节竞赛单元的
重庆本土电影。

《白云·苍狗》全片使用了重庆话对白，北
碚静观、水土老街、老城区以及綦江的三江古
镇等地方出现在电影中，让观众们看到了一
个与以往电影中呈现的不同的重庆。“这是一
部重庆故事、重庆主创、重庆立项、重庆拍摄
的电影，核心主创团队都是重庆。”刘帆对记
者说到。

《白云·苍狗》的主演张登平获得了上影
节亚洲新人奖的最佳男演员提名。“这是我第
一次出演长片电影，能够获得提名，在我看来
真的是运气好。”在首映结束后，张登平分享
了自己参演这部电影的原因：“《白云·苍狗》
吸引我的就是一个‘淡’，全片没有大起大落
的情节，也没有大喜大悲的故事，就是很真诚
地在给大家讲述。”

昨日，中国足协向中超俱乐部下发了
《2019中超赛季规程》，新规定将从中超联赛第
16轮开始实施。

一场比赛中
同时上场的外籍球员不超3人

根据最新规定，U23球员出场规则由“每场
比赛每支俱乐部队11名首发球员中至少有1
名U23球员，U23球员的实际累计上场人次不
得少于3人次。如俱乐部队报名球员中有被各
级国家集训队征调的U23球员，出场人次相应
递减，征调1名减1名，征调2名减2名，征调3
名以上可不执行U23球员政策。”调整为“每场
比赛，场上的U23球员始终不少于1名（受伤离
场且换人名额已用完、被红牌罚下等原因除
外），如俱乐部队报名球员中有被各级国家集训
队征调的U23球员，可不执行U23球员政策。”

外援上场规定由“一场比赛中外籍球员可
累计上场3人次。”改为“一场比赛中，同时上场
的外籍球员不得超过3人。”在这一新规定公布
后，重庆球迷首先表示，“大摩托终于可以飙一

下了！”不过，由于新规只需要场上始终有一名
U23球员，而不是必须要使用3个U23球员，这
会让阵中U23球员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第四外援进替补名单
小克鲁伊夫不再烦恼

一场比赛只能上3名外援，这让重庆斯威
主帅小克鲁伊夫从赛季开始就遭遇幸福的烦
恼。在本赛季的采访中，他多次表示，今年球队
中的四名外援卡尔德克、阿德里安、费尔南多和
费尔南迪尼奥的能力都非常强，对于他们在训
练中的态度也非常满意。无奈由于中国足协的
相关规定，让他不得不为到底派出哪三名外援
上场而纠结。

如今中国足协新规定的出台，彻底化解了
小克鲁伊夫的纠结。“同时上场的外援不超过3
人”意味着将来重庆斯威可以将所有外援放入
18人的大名单中，尤其是最近几场联赛都没有
获得出场机会的“大摩托”费尔南迪尼奥将会获
得更多出场机会。对此，重庆球迷认为：“如果
费尔南多在场上状态不好，或者被对手严防死

守，我们在下半场完全可以换上费尔南迪尼奥
上去试试。说不定换个人，场上的情况就会不
一样。”

对于费尔南迪尼奥的状态，小克鲁伊夫表
示，“大摩托”已为比赛做好准备，在昨日下午
的采访中，他还特别谈到了费尔南迪尼奥的状
态，“所有外援都清楚地知道中超的相关规定，
他们训练都很出色，费尔南迪尼奥也保持了积
极的态度。联赛很长，每个外援都有机会出
场，球员们自己也看到了，球队的近况不错，未
来是有机会上场的。”现在费尔南迪尼奥的机
会终于来了。

U23出场机会将锐减
队中竞争将更加激烈

新规中“场上始终有一名U23球员”的规
定则加剧了U23球员之间的竞争。目前，球队
在中超联赛获得了出场机会的U23球员有杨
帅、迪力穆拉提、尹聪耀、董洪麟四人。按照小
克鲁伊夫的用人习惯，或许有球员在下半赛季
很难获得出场机会，甚至难以进入18人大名

单。要想获得出场机会，恐怕只有以实际行动
来打动主帅。

在已经进行的前13轮比赛中，中后卫杨帅
几乎是雷打不动的U23首发球员。除了在场
上受伤之外，杨帅几乎都是踢满了全场比赛。
按照中国足协的新规，只要杨帅一直在场上，就
不需要再派出U23球员。再加上中后卫人选
本来就不多，杨帅的U23首发位置不可能出现
动摇，这会让其他U23球员上场的机会锐减。

不过，在最近两场比赛中，U23球员迪力穆
拉提也进入首发名单。对于迪力穆拉提的首
发，小克鲁伊夫向外界说出了原因，“迪力穆拉
提能够进入首发不是因为他是U23球员，而是
他已经有这方面的能力。按照规定我们只要一
个U23首发即可，所以要是出于这方面的考量
我只需要派上杨帅。”通过这一个细节可见，尽
管规则发生变化后，U23球员上场的机会会变
少，但是只要能够展现自己的实力，小克鲁伊夫
还是会“不拘一格降人才”。但是，在伤停补时
期间专程换上U23拖时间、凑名额的情况，恐
怕将不会发生。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何艳

名陶争辉——海派紫砂·重庆荣昌陶艺作品交流展揭幕

海派紫砂、荣昌陶艺让你免费看过瘾

钟鸣的三件荣昌陶艺作品。

真实父子情打动观众

重庆本土电影《白云·苍狗》全球首映

昨日，重庆这座最年轻的直辖市 22 岁
了！在这22年里，重庆一直在快速发展，重
庆的电影人也在一直努力。第 22 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正在进行之中，在中国第一个也是
唯一一个国际A类电影节上，重庆电影人们
交出了一份优异的成绩单——开幕影片《穿
越时空的呼唤》在重庆取景拍摄，制片人、摄
影等主创都是重庆人；《白云·苍狗》成为了第
一部入围国际A类电影节竞赛单元的本土电
影，主演张登平提名上海电影节亚洲新人奖
最佳男演员；重庆青年导演甘剑宇执导的第
一部院线电影《铤而走险》入围了上影节主竞

赛单元……在上海电影节，这些重庆电影人
们也通过重庆晨报·上游新闻，为家乡送上了
自己的生日祝福。

由重庆90后女孩李香墨担任制片人、重
庆摄影师程华担任摄影的电影《穿越时空的
呼唤》，成为了第22届上海电影节的开幕影
片，并于 6 月 15 日在上影节举行了全球首
映。这部电影曾在重庆的万州、奉节、綦江等
地取景拍摄，李香墨表示，希望电影能够尽快
的和重庆观众见面。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特派记者 孔令
强 上海报道

新闻链接 重庆电影人为家乡送祝福

制片人、编剧刘帆（中）分享电影拍摄幕后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