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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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沙坪坝区荣仁阁药房药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渝DB0070953）特此声明◆阳梅（512927197508220024）遗失中国人寿执业证，作废◆重庆心仪会计培训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壹枚（编号：5002351020388），声明作废◆遗失江北区茂原面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JY25001050206432，声明作废◆声明：余华遗失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工作证：编号00019，声明作废。◆雍谦谦遗失重庆恒大时代新城认筹书，
认筹编号C6645004金额2万元,声明作废◆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忠县支公司遗失工商银
行忠县红星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74000999201作废◆重庆市猪小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壹枚（编号：5003827051680），声明作废◆董沐昀保管不善遗失重庆各荛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金额为：2000元收据（编号:7859163），声明作废。◆遗失陈松，樊忠丽之子陈慕凡2003.02.04在重庆长安
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B500116703声明作废◆遗失周建食品经营许可证号码92500108MA60JAGF3A作废

◆江北区刘德汇商贸经营部遗失重庆江北恒丰
村镇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0477001
账号81031001012270111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彬亿琳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500116
MA5YNQEG31）税控盘（编号:499937895777），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享多购食品超市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JY1500106028071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鑫昊阳科技有限公司发票专
用章一枚，编号5001097070445作废◆遗失蒋景帅.男.2013年12月2日出生证编号M500195685作废◆重庆博迪盛软件工程有限公司遗失交行重庆南坪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2006002，声明作废。◆遗失巴南区祥福钢结构经营部公章壹
枚（编号500113711453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新欣海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871
06247)、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87106248)声明作废◆遗失2016.6.7核发的重庆远近引力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6BWW17声明作废◆遗失2016年12月23日核发的重庆市晶迅科技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352763327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优腾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1
37066549)、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3706655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戈利亚高压油管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公章编号50010780165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中冶建工集团重庆房地产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202823179R，以下简
称“我司”）因我司员工张启凤（身份证号：
51021319730611****）于 2020年 7月 10日在我
司计财部领取十本盖有我司全资子公司中冶建工
集团桐梓县柏芷山旅游度假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203220903357193）财务专用章
的空白客服中心专用收据，从重庆大渡口区西城大
道1号（研发大厦）回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中冶柏
芷路1号（中冶桐梓县柏芷山旅游度假置业有限公
司客服中心）路上由于保管不当，不慎将其中一本
空白收据丢失（票据号0004526-0004550，共25
份，税号：915203220903357193），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中冶建工集团重庆房地产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202823179R，以下简
称“我司”）因我司员工王长莉（身份证号：
51102419930817****）于2020年7月10日在我
司计财部领取二本盖有我司全资子公司中冶建工
集团桐梓县柏芷山旅游度假置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20903357193）财务专用
章的空白房屋销售专用收据，在中冶柏芷山国际
度假公园销售中心不慎和废纸一起当垃圾扔掉，
将其中一本空白收据中的几张票据丢失（票据号
0008554，0008558，0008568，0008623 共 4份，
税号：915203220903357193），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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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遗失声明：兹有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遗失重庆市政府非税收入电子缴款专用票
据151份，票据号为：000404607-000404608，
000404252-000404400（一式三联）票据为未使
用票据，批次号均为2016。声明作废。

浮尸辨认通告
长江水域423#男身高1.7米20-30岁穿深
色长裤黑色皮带，482#女身高1.55米约45
岁上穿白色短袖胸前有“CELINE”字样下
穿浅色长裤，请家属七日内前来认领。
长航公安局重庆分局电话：63770249

◆声明：城口县坪坝镇中心小学（丰田村
小学）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35002290068380，声明作废◆声明：城口县坪坝镇中心小学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35002290002632，声明作废

重庆瀚学融府项目交房公告
尊敬的瀚学融府业主：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瀚学融府项目
（融创中航项目 E15-01/01 号地块
19#楼~33#楼、36#楼）（以上编号为公
安编号），已具备交房条件，具体交房
事宜详见接房通知书。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新亚航实业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七日

（深圳轩易翔服饰有限公司）遗失华润置地（成都）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B1层B182号商铺see
plus 收 据 1 张 ，收 据 编 号 1779619，记 载 金 额
￥20000（贰万元整）（装修押金），特此声明作废。由
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其法律后果由我司承担，与华润
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无关。

遗失重庆泓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泓腾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代码：
150001922060，发票号码：00321238金额：46850（厂牌
型号：福田牌BJ5030CCY-CF车架号：LVAV2AVB2
KE224027，发动机号：195008555ZL声明遗失

廖彧遗失恒大轨道时代5幢1301号房以下收据
3份，大修基金收据编号：gdsdn0215062、金额
8452.80元；契税收据编号gdsdn0215061、金
额40688.46元；房款收据编号gdsdn0215060、
金额543282.00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丰都县小雪肉牛庭院养殖场（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30MA5U4DGK6K）投资人决定，
本企业拟注销，按《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请各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企业申报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9月17日

◆遗失声明：重庆艺古堂投资有限公司遗失2012.9.3发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000170412；遗失公章
一枚、财务专用章一枚、法人章（雷季融）一枚，声明作废◆遗失声明：重庆艺古堂投资有限公司江北分公司遗失
2012.9.6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300036722；
遗失公章一枚、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德尔汽车经纪有限公司遗失
江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09年 01
月0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500105000043436声明作废。◆重庆德尔汽车经纪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汶泰汽车经纪服务部遗失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石桥铺支行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1743603
账号11300294398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育才教学仪器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203114833R）拟将注销本企业，请债权债
务人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我企业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将向工
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特此公告。2020年9月17日

债权转让公告
重庆极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卓鼎贸易
有限公司、杨勇、王韵然、李岷玉、任俐、杨中华、
艾忠亮、甘晓平：本公司已于2020年9月16日与
重庆同惠生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
将包括但不限于（2016）渝0103民初11522号民
事判决书确定的所有相关权益，转让给重庆同惠
生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自《债权转让协议》签订
之日起即成为债权人，请你们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向重庆同惠生实业有限公司清偿债务。

公告人：重庆融汇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7日

遗失2013年09月11日核发的个体户晏翔(江北区十方食品便
利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600343103声明作废
遗失2014-07-22核发的重庆诚易成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00261120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诚易成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12305049024），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30504902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博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5634990951）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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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

遗失重庆嘴佈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JY2500112004372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瑞旭饭店餐饮服务许可证正副本，
渝餐证字2016-500112-01212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凯柯春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编号5001122051411）、财务专用
章（编号5001122051412）、发票专用章
（编号5001122051491）、合同章、法人
私章（陶波）各一枚，声明原印章作废

债权转让函告
肖加华、余辉芳、张立青、王玉洁、重庆烁燃
建材有限公司、重庆闽鑫渝石材有限公司、
九龙坡区宏旺石材厂：（2016）渝0116民初
3901号民事判决书中你们尚未履行的全部
义务陈兴万已经全部转让给李伯容（身份
证号码：510225196211066647），请你们直
接向李伯容履行债务。特此函告。

函告人：李伯容 2020年9月16日

债权转让函告
江夕友、李英、曹勇：

（2017）渝0116民初5074号民事
调解书中你们尚未履行的全部义务已
经全部转让给刘小伟（身份证号码：
510225196704036630），请你们直接
向刘小伟履行债务。特此函告。

函告人：袁先 2020年9月16日

公告
重庆贤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机关认定的罗平刚
受伤性质属于工伤的工伤认定案。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满后的60日内可向九
龙坡区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
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告
重庆悦籁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机关认定的胡先德
受伤性质属于工伤的工伤认定案。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满后的60日内可向九
龙坡区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
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酷炫技术加持
线上智博会有看头

9 月 15日，2020线上智博会在重庆开
幕，新加坡分会场同时亮相。

在重庆这一端，开幕式现场利用XR技术
为观众提供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现场演讲
嘉宾采用AR技术进行线上直播，诺贝尔奖得
主科斯提亚·诺沃肖洛夫通过全息投影的方
式发表主题演讲。

当科斯提亚·诺沃肖洛夫的全息投影清
晰地呈现在开幕式大屏上时，台下参会者纷
纷拿起手机照相录影，与科幻大片中的场景
如出一辙。

远在新加坡的分场采用线下模式，主会
场与分会场实时联动，越过大洋一线牵。中
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承担起了
这一任务。新加坡乘飞机到重庆，行程需五
六个小时，而通过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数
据专用通道，新加坡和重庆仅需数秒钟就能
建立连接、展开会谈，全过程几乎感觉不到数
据延迟。

2020线上智博会设置了线上展厅，包括
线上重庆、智能产品、智能制造、智能应用、智
能技术和区域合作6个虚拟展区，共有551家
单位、企业线上参会参展。此外，还将举行
116场线上发布活动，华为、苏宁、海尔、长安、
三菱电机、中船重工、海康威视等100余家企
业将发布最新产品、展示最新技术，交流探讨
智能化领域发展技术难点、需求痛点及解决
方案。

除了开幕式和峰会在线上举办外，2020

线上智博会还将举办41场论坛，来自政、商、
产、学、研等领域的重量级嘉宾，将聚焦大数
据智能化产业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掀起
一场又一场“头脑风暴”。

线上无边际
首日400多万人次“云逛展”
与往届智博会相比，2020线上智博会线

下部分略显冷清，因不对外开放，逛展人数不
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了超强技术
的加持，“云逛展”突破了地域的限制，首日吸
引了400多万人次线上逛展，体验超好。

智博会官方网站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5
日晚上10：45，线上展厅当日参观人数超过
400万人次。

往届智博会，因为市民热情太高，蜂拥而
至，展厅人山人海，不得不实施交通管制。而
在2020线上智博会线上展厅，随到随逛，全天
24小时在线，全球观众“云上逛展”不打挤。

动画视频、PPT展示、VR全景、全息影
像……在酷炫的技术加持下，线上智博会大
放异彩，各个智能制造、智能产品、智能技术、
智能应用项目，令人目不暇接。“智造重镇”“智
慧名城”展馆，将线下展馆复制到了线上，鼠标
一点便可以轻松穿梭于各个线上展馆间。

可以给电动汽车充电、空气检测、智能监
控等功能的路灯；能够绘制东北虎运动轨迹
的“东北虎保护”人工智能端到端监控设备；
移动马桶无需冲水、没有异味；智慧社区里，
机器人在咖啡馆、便利店、药房中提供全天候
服务；厨余垃圾可实现家中处理，经由家用垃
圾处理机变成天然有机肥……智博会线上展
厅，各种“脑洞大开”的智能产品层出不穷。

线上促谈
项目落户扎根重庆

热热闹闹“云”上办展，陆陆续续项目

落地。这些以5G、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
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加速落
地重庆，结出果实，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
彩。

9月14日，2020线上智博会正式开幕前
夕，腾讯一花结出三果——分别与重庆两江
新区、南岸区、重庆市城投金卡签署协议，多
个项目同时落地。“腾讯云（重庆）工业互联网
基地”和“腾讯云（西南）数字经济人才创新中
心及腾讯云与智慧产业（重庆）研发中心”两
个项目落地两江新区；腾讯王者荣耀（重庆）
文旅融合项目落地南岸区，计划首期在南岸
区打造《王者荣耀》博物馆项目。

腾讯仅是众多落地项目代表企业之一。
9月16日，智博会第二天，吉利在两江新区宣
布，旗下智能换电站全国首发亮相，换电模式
率先落地两江新区，今年计划将在重庆建设
完成35座换电站，2021年将在重庆建成100
座换电站，2023年计划落成200余座换电站，
将重庆打造成换电示范城市。

同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与两江新区
管理委员会、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重
庆市通信管理局四方共同签署“星火·链网”
合作协议，确定“星火·链网”这一国家区块链
与工业互联网协同创新新型基础设施的首个
超级节点正式签约落地重庆。

智博会引智引资，更多的项目花落重庆。
9月16日，2020线上智博会线上重大项

目招商签约活动，共签约项目71个，合同投
资2712亿元。签约项目围绕大数据智能化
主题，呈现出投资体量比较大、覆盖范围比较
广、企业实力比较强等特点。

近年来，重庆市正逐步将智博会打造为
大数据智能化领域的重要招商品牌和合作交
流平台。上两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共
有逾1000个项目在此达成合作共识，其中
70%已实现落地转化。

9月16日，2020
线上智博会继续举
行，重头戏是西部（重
庆）科学城新闻发布

会和线上重大项目签约。西部
（重庆）科学城描绘了未来的模
样，71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则
再次增添了重庆“智造重镇”、
“智慧名城”的数字经济分量。

2020线上智博会，是一次
线上开会办展，线下忙着落地
扎根的特别展会。将庞大的智
博会搬上云端，采用在线形式
举办，充分证明了重庆的创新
与数字技术应用能力。

走上云端，并非高高在上，
触不可及。展会上云、项目落
地，是今年智博会的一大亮
点。2020 线上智博会首日，
400多万人次线上逛展，腾讯、
华为、百度、吉利等一大批企业
的重点项目落地。

在数字技术应用创新上
重庆是一座领跑的城市

展会可以采用云上虚拟方式进
行，但项目成果却必须扎扎实实落到
实处。

从重大项目招商签约活动中可以
看到，中国兵装、中国电科、中国通用
技术、招商局集团等大型央企，中国平
安、阿里巴巴、腾讯、紫光集团、卓尔控
股等国内一流民营或股份制企业，
IBM、巴斯夫、威立雅等世界500 强外
资企业都很重视重庆。他们对重庆的
重视程度，可以用一笔账来呈现：71个
项目、2712 亿元投资，其中 17 个项目
投资额超过50亿元，平均每个项目投
资额达38亿元。

正是看中了重庆的巨大潜力，这
些知名企业以智博会为契机，纷纷前
来。他们在重庆数字经济的地上种下
项目的种子，期待结出丰硕果实。

这些签约项目涉及智能制造、智
能应用、智慧医疗、智慧新材料、科技
创新等领域，既关联新基建、新要素，
又涉及新业态、新平台，涵盖“芯屏器
核网”全产业链和“云联数算用”全要
素群。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庆经济社会
增长的主引擎。2018年以来，重庆累计
推动实施2200个智能化改造项目，建
设数字化车间359个、智能工厂67个，
示范项目建成后平均产品不良率降低
44.7%，运营成本降低26.9%，单位生产
能耗降低20.5%，生产效率提高70.2%。

重庆开放包容，作为制造业重镇，
通道优势明显，应用场景丰富，市场空
间广阔，发展数字经济具有良好基
础。展会赋能城市，当智博会进入第
三个年头。从无到有，从有到优，重庆
传统产业改造按下“快进键”，传统工
业重镇装上“新引擎”，数字经济驶入

“快车道”……
“到2022年数字经济总量突破万

亿元、打造一批千亿级数字经济产业
集群、培育100家数字经济龙头企业等
市场主体。”近日，重庆召开发展数字
经济推进大会，提出未来几年间数字
经济发展目标。

巴渝大地正乘着数字经济的东风，
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与人工
智能相连，与工业互联网相亲，插上大
数据智能化的翅膀，迎来新的腾飞。

马云在本届智博会上说：“过去重
庆是缘水而建，因水而繁荣，我相信未
来的重庆，一定是因为数字化而繁
荣。”

重庆在数字技术应用创新上，已
经是一座领跑的城市。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杨野

记者手记

▲

观众正在参观智慧名城展馆

三体时空沉浸展 AI人工智能个性化定制 上游新闻记者 胡杰 摄

重庆种下一棵美丽“智慧树”，数字经济向上生长向下扎根

展会上云 首日400万人次“云逛展”
项目落地 昨天重大项目签约7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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