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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随着电影《夺冠》在其官方微博
宣布提档，将于9月25日全国上映，首部回归
院线的春节档大片终于来了，“电影夺冠提档”
也瞬间冲上微博等多平台热搜榜单，14日，《夺
冠》也正式开启了全国预售。

今年的国庆档因为有《姜子牙》《夺冠》《急
先锋》《我和我的家乡》等4部大片定档，所以也
成为继春节档之后，又一个备受关注的电影档
期，也有望成为今年票房最高的一个电影档期。

其中，《姜子牙》《夺冠》和《急先锋》3部电
影都是曾经定档在2020年春节档的电影，如今
集体进军国庆档，也算是“冤家路窄”。

9月底票房空档期引关注
9月的电影票房基本是《八佰》一家独大，

截至记者发稿时止，《八佰》的票房已达26.73
亿。

被寄予厚望的诺兰新片《信条》因为口碑褒
贬不一，虽然引起了网络热议，但票房并不见大
起色，截至记者发稿时止，《信条》上映11天票
房3.5亿。

9月份《八佰》制霸的形势已成，不过已经
上映25天也进入了收割票房的末期，原本9
月上映的大片本来就不多，在国庆档之前，显
然会形成一个空档期，原本《急先锋》和《夺
冠》都是定档在9月30日，而随着《夺冠》的抢
跑，近日也有媒体报道，《急先锋》也有极大概
率提档，《姜子牙》和《我和我的家乡》也在酝
酿提档。

虽然《夺冠》提档意味着国庆档将率先开

启，但由于国庆假期调整，原本9月27日的周
日也要上班，因此对于《夺冠》来说，25日（周
五）、26日（周六）两天就显得特别关键，此前
《夺冠》在小规模点映中口碑就不错，如果又提
前抢占形成了口碑效应的话，不仅可以多挣五
天的票房，也会让其他跟进的电影的票房受到
影响。

5部影片都有10亿+潜质
从背景上，在《摔跤吧爸爸》上映后，国内掀

起了体育片的热潮，从主创阵容上来看，金牌导
演陈可辛+巩俐黄渤的组合，也让影片质量令
人放心，再加上中国女排作为一种超越体育运
动本身的精神符号，本身就是几代中国人的共
同记忆，《夺冠》提档无疑底气十足。

2019年国庆档8天，跑出了50.48亿的票
房，《我和我的祖国》和《中国机长》分别拿到了
31.7亿和 29.1亿的票房成绩，让业界为之震
惊。

今年虽然有疫情的影响，但影院复工后
尤其是七夕节单日超5亿的成绩，让业界看
到了电影票房复苏的迹象，这也让2020年的
国庆档一下汇聚了《夺冠》《我和我的家乡》
《急先锋》《姜子牙》《一点就到家》5部作品，
涵盖了体育片、喜剧片、动作片、动画片，可谓
品种完备。

从目前这5部影片曝光的信息来看，每部
都具有冲击10亿+的票房实力，今年国庆档可
以称为“史上最强国庆档”。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汤皓

昨日，重庆市体育局、成都市体育局双城联
动共推体育融合发展合作协议云视频会议在重
庆市体育局举行，双方签署了《重庆市体育局
成都市体育局双城联动共推体育融合发展合作
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和成渝两地部分单位
合作协议的签约仪式。接下来，两地将在足球
职业俱乐部、场馆共享、成渝一卡通等方方面
面，继续深化合作。

序幕开启 目前已有34项合作
川渝两地的体育融合发展合作进展很快，

《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合作的继续推进和深化。
今年4月，为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部署，重庆市体育局与四川省体育
局共同签署了《川渝地区体育公共服务融合
发展框架协议》，开启了成渝地区体育合作和
融合发展的序幕。几个月来，川渝两地体育
系统积极联系沟通并建立工作机制，围绕《框
架协议》推动签订“1+N”合作协议和相关项
目落地。截至目前，双城经济圈建设已签订
或拟订合作协议数量共计34份，其中重庆市

体育系统与成都市体育系统相关合作协议有
9份。

场馆共享 推进“一卡通”建设
《协议》分为共享体育公共服务设施、推进

双城体育大数据共享、共同推进竞技体育人才
培养、加强职业体育俱乐部学习交流、推动赛事
活动合作发展、支持体育协会组织开展多级多
类学习交流和竞赛活动、共同打造中国体育产
业发展高地，一共七个部分。

在享体育公共服务设施中，成渝两地将建
立以重庆奥体中心、巴南华熙文体中心、成都东
安湖体育公园和凤凰山体育公园等大型公共体
育场馆成渝共享机制，两地公共场馆资源有效
服务成渝两市举办的大型体育赛事、公益体育
活动。

同时，两地将推进公共体育场馆成渝一卡
通体系建设，实行成渝公共场馆一卡通政策，有
效激活成渝公共体育场馆效能。

另外，成渝还将推进双城体育大数据共享，
为全方位开展体育合作奠定基础。

学习交流 加强职业俱乐部合作
《协议》中，加强职业体育俱乐部学习交流，

提升两地职业体育发展水平，是体育迷十分关
注的内容。

按照《协议》，双方将加强两地足球、篮球、
棋类等职业俱乐部的交流合作，围绕青训人才
培养、俱乐部运营管理等开展工作交流，组织开
展俱乐部梯队训练对抗赛、俱乐部文化交流、球
迷交流等活动。

在职业队伍中，重庆当代与成都兴城在今
年5月已经开始进行管理层之间的交流，两支
队伍在当时还进行了热身赛；重庆和成都两队
的围棋甲级联赛队伍，也正在进行成渝职业围
棋擂台赛；篮球方面，成渝分别有一支CBA和
NBL队伍，两地篮球一直都有交集。

同时《协议》指出，成渝还将共同推进竞技
体育人才培养，根据双方竞技优势项目，建立青
少年足球、田径、游泳、乒乓球、网球、棋类等项
目的教练员、运动员和裁判员之间互访、培训、
学习机制。

融合发展 或设双向直通名额
如今，周末想换个耍事，买张火车票就可以

去成都玩儿，跑步也是一样。重庆国际马拉松、
成都国际马拉松，两个最大型的赛事交相呼应，
再加上各式各样的路跑赛事相互补充，给成渝
两地跑者大量的选择。根据《协议》，两个赛事
将有更深入的合作。

按照《协议》，成渝两地将推动赛事活动合
作发展，其中就包括加强成渝马拉松赛事合作，
推动设置成都马拉松赛、重庆马拉松赛双向直
通名额。

另外，双方将共同在赛事创办、举办等方面
积极开展交流合作，共同举办成渝双城越野赛、
成渝乒乓球交流赛、成渝棋类擂台赛；共同创办
联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足球、篮球、体育舞
蹈、轮滑、棋类等运动项目赛事；共同做强做大

“一带一路”国际乒乓球公开赛等“一带一路”系
列自主品牌赛事。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包靖

5部具有10亿+票房电影争抢国庆档
《夺冠》9月25日上映，《姜子牙》《急先锋》《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均定档国庆上映

成渝签署双城联动共推体育融合发展合作协议

足球职业俱乐部合作、场馆共享、成渝一卡通……

泰宝大厦商品房销售许可范围变更公示
我司开发的位于淞沪路、国航路、国安路、

国霞路787、789、3、221、300、69、89号《泰宝大厦》
商品房项目，于2018年9月14日已领取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证号为杨浦房管（2018）第20180537
号，杨浦房管（2018）第20180538号），其中幢号
为789、3、300、69的房屋尚未预订、预售及以任
何其他方式销售，拟申请变更该销售许可范围，
现按规定予以公示，公示期为15天，自2020年9
月10日至2020年9月24日止。利害关系人有
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届满前向原发证机关（杨浦
区区房地局）提出。联系电话：021-65044157
公示人：上海景荣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9 月10日

酒店招租
渝中区两路口江景酒店招租。
联系人：陈女士 13508376265

刊登
热线 13368336681
遗失·声明·公告·信息广告登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沙坪坝区建设重庆大学科技园领

导小组办公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00106745336473E）拟向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
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 9月 15
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联 系 人：刘成辉
联系电话：023-65368122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关于双福财富中心项目工程19至24层房屋用途

调整公示的公告
位于双福新区的双福“财富中心”项目工程，已经竣工规划核实确认。现因需要，建设

单位重庆富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拟对该建筑19~24房屋用途作调整变更。该事项
现将由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相关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20年9月18日
至2020年9月24日。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2020年9月18日至2020年9月24日，在江津区
规划展览馆大屏幕、项目所在地及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对该房屋用途拟调
整相关情况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登陆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
(www. jiangjin. gov. cn)、到江津区规划展览馆或该项目所在地现场察看，欢迎相关利害关
系人以及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公告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47696239
2020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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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重庆梨檀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222MA60T1T46E）股东决定，公司注册资
本由1600万元减至2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本
公司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
司办理有关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9月16日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江津区
四屏镇裕城·春三里酒店方案调整的公告

春三里项目业主及有关利害人：裕城·春三里位
于重庆市江津区四屏镇A-01-24、A-01-25
地块。目前项目建设单位重庆市江津区建宇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对经审批的设计方
案酒店部分进行修改调整。该项目已通过相关
程序审查，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
于2020年9月18日至2020年9月24日在江津
区规划展览馆规划公示栏、项目所在地、重庆市
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对调整内容进行
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到江津区规
划展览馆规划公示栏、项目所在地现场及重庆
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查看，欢迎相
关利害关系人及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电子邮箱：375460167@qq.com 邮编:402260
联 系 人：彭先生 联系电话：023-47696261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9月16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舟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60HFF906)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为100万元。根据
《公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
内来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20年9月16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易可良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821Y7C）股东决定，
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至10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有关手续。2020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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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洪春00001850011700002020009754
苏培菊00001850011700002019004134
周光碧00001850011700002020010799
舒 阅00001850011700002020010452
邱恩民00001850011700002020008712
杜爱华00001850011700002020009859
唐玉梅00001850011700002020001694
周小平00001850011700002020002484

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保险从业人员执业证已遗失，声明作废，不得再以我公司名义开展相关工作：

渝B7T716车驾驶员周仁钧先生：经公司核实，
您从2020年8月15日起至今，未办理任何请休
假手续，自行脱离工作岗位，拒不服从劳动纪律。
我司于2020年8月24日开始通知您到公司重新
安排工作，至今未归，请您于2020年9月5日前，
回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办理相前手续。特此通知！

重庆邦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黄 鹤00001850000000002019247810
刘维维00001850011600002020001141
穆祯委00001850000000002019053924
刁 凤00001850000000002019116582
杜光英00001850011600002020000987
黄 森02000150011680120190301843
王贵均00001850011600002019000916
丁 俊02000150011680120190301827
李祖伟00001850011600002020000690
张 洪00001850011600002020000616
鄢小林00001850000000002019055430
唐 雯00001850000000002019168007
徐 清00001850011600002019001777
刘文钊00001850011600002019001082
张开容00001850011600002019001808
张 勇00001850011600002020000034
刘志廷00001850011600002019000801
丁一洪00001850011600002019001816
任新凤00001850011600002019001451
赵莎莎00001850011600002019001832
何启云00001850011600002020001035
张 利00001850011600002019001040
王李林00001850011600002019002106
朱国会00001850011600002019001873

陈 垚00001850011600002020000405
梅春莲00001850011600002020001449
何 兵00001850011600002020000665
杨罗兰00001850011600002020001336
官正福02000150011680120170304056
刘春夏00001850011600002020000341
马翠芬00001850011600002019001460
吴小洪00001850011600002020000823
付佳语00001850011600002020000882
周 波00001850011600002019000279
樊小华00001850000000002019159852
陈先琼02000150000080002015155792
何 婷00001850011600002020000858
李 爽00001850011600002020000489
代万群02000150011680120161000899
杜霞玲00001850000000002019234741
魏昭兰00001850011600002020001176
张宗全00001850011600002019001996
李双双00001850011600002019002075
陈 旭00001850011600002019001752
程 波02000150011680120181100768
施佳容00001850011600002019001584
张 丽00001850000000002019126053
黄 丹00001850011600002020001842

周梦林02000150011680120181000234
许思凤00001850000000002019230419
张宗利02000150011680120171002357
唐家祥02000150011680120181100104
胡小红02000150011680120190300168
陈永方00001850011600002019001605
程迪洪00001850011600002019000174
古 军00001850000000002019055448
陈霜霜00001850011600002019001664
金 丹00001850000000002019155804
柯 军00001850000000002019134736
童 鑫02000150011680120190200446
曾银昌00001850011600002019000053
贾红霞00001850011600002019001672
邵 利00001850000000002019184519
刘祖菊02000150000080002013189796
黄学武00001850011600002020003506
冯万利02000150011680120171203782
郭桂琼00001850011600002019000836
潘声滟00001850011600002019001023
税清敏00001850011600002020003830
邹垫兰00001850011600002019001218
程德永00001850011600002020003969
沈兴莲00001850011600002020004126

汪再敏00001850011600002019000543遗失重庆平安人寿离职业务员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中升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002278003037）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中升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编号5002278003038）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两江新区迈格森英语培训学校（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91327818656N）经决议
拟将注销，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
请相关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培训学校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20年9月16日
注销公告：麦姝时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重庆第二分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PUTB64）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9月16日

◆遗失2017.6.14发九龙坡区九龙园区奥港汽车服务中心(卢宗元)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5UMYMR76作废◆重庆市潼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遗失重庆市重庆市
潼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九龙坡区哈儿牛肉面馆遗失2018.10.8发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603YGM91；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JY25001070185618，声明作废◆钟佳廷、蔡红琴（身份证：500234198607182592、
500235199201025627）遗失重庆绿地申港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保税中心二期三组团5-5-6
号房，契税、大修基金收据，声明作废。◆遗失王楚菊保险执业证02000250000080002012000447作废◆遗失开县辉皇酒类经营部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声明：吴浩遗失万州恒大御景半岛5-4-202号房
屋契税收据：编号N0256643，金额25776元，声明作废。◆刘飞洋遗失重庆江北区冠可百货超市《烟草专卖
零售许可证》副本，证号：500105121819，声明作废◆遗失开州区红胜农资经营部（曾材）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5002346141410477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乡豆凉粉店营业执照副本统一信
用代码92500223MA5UPJUQ54声明作废◆遗失江津区李市镇众意餐馆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JY25001160008368声明作废◆遗失黔江区顺创办公用品经营部公章
一枚（编号5002391051225）声明作废◆重庆北碚稠州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重庆
北碚稠州村镇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9846802作废◆重庆市万州区众思学生托管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91500101MA5YW5777R;公章5001018038427,作废◆声明:重庆弘鼎瞳仁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黄山大道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1025507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四川唯鸿生物科技股份公司不慎将
2017年2月14日汇入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
场有限公司的07a-011、012号摊位保证金票
据遗失，收款收据票号为2054760、9019381，
票据金额分别为6337.5元。特此声明作废。

倪昔梅遗失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9日开据的23b016棚位保证金票据，
票据号3017757，金额5850元。特此声明作废。
杨国军遗失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2日开据的22b022棚位保证金票据，
票据号1230983，金额5850元。特此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翔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6786901641）股东会决议投资资本从
350万减至35万，注册资本从772万元减至35万元。
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20年9月16日

债权债务申报公告
重庆仁友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5671031254N）因经营原因，现拟对
本公司有关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凡与本公司发生
过业务往来且形成债权债务的单位和个人，请在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持合法手续到本公司
联系登记事宜，如因逾期申报或遗漏、隐瞒申报
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赔偿由其本单位/本人承担。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电仪村69号附1号
联系电话：13908319636

重庆仁友商贸有限公司2020年9月16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雅智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5ULGW211）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至1万元。根据《公
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20年9月16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润舟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603K7Y15）股东决
定，拟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至1万元。根据《公
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20年9月16日

注销公告：重庆持稳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3320433227M）经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9月16日

重庆巨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
重庆龙脊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
30053521002，账号：113044189478，
编号：653001048864 ，声明作废。

◆重庆华太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遗失以下防伪标识2
条：381362507336、137939675053，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租赁重庆恒大名都11、
12号楼商业1028号租赁保证金单据，金额38237元，作废
◆遗失重庆勇智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公章5001014027382作废

◆天津振涵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联通代理商收据一
张，单号：00000973，金额伍仟元整，声明作废◆唐山佳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联通代理商收
据一张，单号：00000971，金额伍仟元整，声明作废◆上海念时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联通代理商收
据 两 张 ，单 号 分 别 是 00001080 和
00001082，金额分别为伍仟元整，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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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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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0年9月15日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31 26 23 02 32 21
蓝色球号码

06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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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2009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5 1 7 8 6 1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020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0 7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0年9月15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020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0 7 3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