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你打得不好，还不兴别人说吗
篮球足球该不该被吐槽，可不可以相互吐槽？2米26的姚明的“高见”很接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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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志毅、周琦、郭艾伦参加《吐槽大会》，让中国男篮和中国
男足之间的“口水战”直接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范志毅
之前的各种故事和采访也被深挖，《新周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脱口秀里的“中国队长”范志毅》。3天过去了，这期节目造成
的影响还在持续发酵，有人甚至认为《吐槽大会》选择中国篮
球、足球作为吐槽项目不合适，竞技体育不应该被娱乐化。还
有媒体认为这档节目为了自身流量，牺牲了中国足球和篮球的
口碑和前途。但就中国男篮和中国男足如今的成绩而言，被
吐槽一下又怎么了？

当年姚明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诞生了一句名言：“兴你打得
不好，还不兴别人说吗？”中国男篮和男足最近几年的表现确
实不好，上个节目被吐槽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毕竟说
的都是事实，没有胡编乱造，有啥不能说？尤其是中国男足
这么多年来屡屡被球迷吐槽，甚至出现了不少段子，其中最
著名的当然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没想到的是，
这次中国男篮和中国男足上一次娱乐节目，却被部分媒体
认为“不合适”，真是有些“玻璃心”。

为什么《吐槽大会》会选中国男篮和中国男足，这说明
足球和篮球关注度高，而一个体育项目能够获得高关注是
一件好事。只有关注度高了，看的人多了，才能获得更多
人参与，才有所谓的未来可言。部分媒体表示“牺牲了中
国足球和篮球未来的流量”，但如果关注的球迷都没了，
还有什么未来可言？更别说体育比起娱乐要小众得多，
本来就需要更多的流量和曝光度。

有媒体人认为，中国男篮和中国男足出现在娱乐节
目上挺好的，因为体育本身就是一种娱乐。作为一名球
迷，你看到自己喜欢的球队赢球甚至取得冠军时，心中
的喜悦和一名粉丝看到自己偶像拍新剧、出新歌、代言
多时的喜悦，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忙碌工作生活
之余的调剂。娱乐体育原本是一家，也没必要对《吐槽
大会》选择篮球足球项目上纲上线。

即使在大众语境下，调侃中国足球也不是什么稀
奇的事情。即使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

上世纪90年代，牛群和冯巩的小品台词就有“中
国足球要是像你的速度早就出线了”；白云大妈也在
面对“什么运动让人看着揪心”的问题时，也毫不犹
豫地回答“足球！中国足球！”

通过《吐槽大会》中国男篮和中国男足的“自黑”
和“互黑”，更多是希望球员知耻而后勇，千万不要好
了伤疤忘了疼，节目中提到的“黑历史”，其实也是
在告诫现役球员们要引以为戒，不要忘记自己背负
的使命。从《吐槽大会》下期节目的预告来看，周琦
和郭艾伦都表达了会更加努力的态度，从这方面
来说，“吐槽”实际上也会带来正能量。

当然，对于现在的中国男足来说更需要责任
心、羞耻感——40强赛开赛在即，努力争取进入
12强赛是现在最重要的事。要是接下来出现阴
沟翻船的结果，那么一场声势浩大无数倍的“全
国吐槽大会”即将到来。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何艳

徐静雨再发声徐静雨再发声：：
周琦打过周琦打过NBANBA，，

范志毅连范志毅连五大联赛都没踢过五大联赛都没踢过
中国足球与中国篮球中国足球与中国篮球的话题再次在近日引爆的话题再次在近日引爆，，范志毅在范志毅在《《吐槽大吐槽大

会会》》上对篮球运动员周琦和郭艾伦的吐槽引发了巨大轰动上对篮球运动员周琦和郭艾伦的吐槽引发了巨大轰动，，而此后篮而此后篮
球解说徐静雨直言周琦是触碰过篮球界天花板的人球解说徐静雨直言周琦是触碰过篮球界天花板的人，，而范志毅的成而范志毅的成
就没法相提并论就没法相提并论，，虽然徐静雨对自己的言论进行了道歉虽然徐静雨对自己的言论进行了道歉，，但是日前他但是日前他
再次发声再次发声，，并表示自己的观点并没有错并表示自己的观点并没有错，，再次表明周琦的成就要比范再次表明周琦的成就要比范
志毅高志毅高，，引发不小的争议引发不小的争议！！

在最新的直播中在最新的直播中，，徐静雨就专门谈到了周琦与范志毅的对比徐静雨就专门谈到了周琦与范志毅的对比，，他他
先是举例乒乓球界的张继科与篮球界的姚明对比先是举例乒乓球界的张继科与篮球界的姚明对比，，张继科在乒乓球张继科在乒乓球
界的成就要远高于姚明界的成就要远高于姚明，，但是姚明的影响力却是张继科无法比较但是姚明的影响力却是张继科无法比较
的的。。而在篮球界与足球界的对比中而在篮球界与足球界的对比中，，他明确肯定他明确肯定，，周琦的成绩要远高周琦的成绩要远高
于范志毅于范志毅，，无论是从个人成就还是团队成就来看无论是从个人成就还是团队成就来看，，周琦都更加出色周琦都更加出色！！

徐静雨直言徐静雨直言，，在个人成就方面在个人成就方面，，周琦在周琦在NBANBA火箭队打过球火箭队打过球，，而当而当
时火箭队还是时火箭队还是NBANBA争冠的种子队争冠的种子队，，在整个亚洲篮坛在整个亚洲篮坛，，进过进过NBANBA的球的球
员只有十几位员只有十几位，，而周琦是其中之一而周琦是其中之一。。随后随后，，徐静雨对比足球徐静雨对比足球，，反观亚反观亚
洲足坛发展这些年洲足坛发展这些年，，有一两百人踢过欧洲五大联赛有一两百人踢过欧洲五大联赛，，但是却没有范志但是却没有范志
毅的名字毅的名字！！徐静雨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范志毅的成就不如周琦徐静雨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范志毅的成就不如周琦！！

然而然而，，事实却是事实却是，，当时范志毅就在节目中透露当时范志毅就在节目中透露，，英超利物浦曾向英超利物浦曾向
他发出过合同他发出过合同，，只是前提是要放弃当时的亚洲杯只是前提是要放弃当时的亚洲杯，，全身心为利物浦效全身心为利物浦效
力力，，这一点遭到了爱国的范志毅果断拒绝这一点遭到了爱国的范志毅果断拒绝，，他还一度获得热刺队邀请他还一度获得热刺队邀请
试训试训，，最终他才加盟了英格兰当时的次级别联赛球队水晶宫最终他才加盟了英格兰当时的次级别联赛球队水晶宫，，并且成并且成
为了球队的队长为了球队的队长，，在与巅峰时期的欧文对决时在与巅峰时期的欧文对决时，，他也都占据了上风他也都占据了上风！！

作为亚洲足球先生的范志毅作为亚洲足球先生的范志毅，，虽然没有踢过欧洲五大联赛虽然没有踢过欧洲五大联赛，，但是但是
在很多人眼中在很多人眼中，，他已经是亚洲足球最优秀的球员他已经是亚洲足球最优秀的球员，，也是中国足球历史也是中国足球历史
上最巅峰的人物之一上最巅峰的人物之一，，五大联赛和五大联赛和NBANBA并非是界定球员唯一的标并非是界定球员唯一的标
准准，，如果按照徐静雨的观点如果按照徐静雨的观点，，当年枯坐板凳席随湖人队拿到当年枯坐板凳席随湖人队拿到NBANBA总总
冠军的孙悦冠军的孙悦，，岂不是应该成就比姚明还要高岂不是应该成就比姚明还要高？？

网传篮协投诉网传篮协投诉《《吐槽大会吐槽大会》》消息不实消息不实
据据《《新京报新京报》》报道报道，，从中国篮协相关人士处获悉从中国篮协相关人士处获悉，，网传篮协投诉网传篮协投诉《《吐槽吐槽

大会大会》》消息不实消息不实。。昨日昨日，，网传节目组被中国篮协投诉有下架风险网传节目组被中国篮协投诉有下架风险，《，《新京新京
报报》》记者联系节目制作方上海笑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记者联系节目制作方上海笑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但未获回应但未获回应。。

本报综合本报综合

不必动辄上纲上线
近日，男篮男足队员、教练在《吐

槽大会》节目上演“互杀”，观众大呼
过瘾。大热之后也引发了业内外的不
少批评：有人说，男足有什么资格批评
男篮；有人说，这是揭男篮的伤疤；还
有人说，这是耍宝，不以为耻反以为
荣。被认为是本季最火爆的一期“吐
槽”,未成想也招来了一波火力强大的

“吐槽”。
节目内容引发场外观点对立，显然

是有人“入戏太深”。《吐槽大会》本来就
是一档以“互黑”“冒犯”为看点的娱乐节
目，以“正话反说”的技术手段实现喜剧
效果。观众需要把以吐槽为表现形式的
节目和现实恶意攻击区分开来，这是以调
侃促反省，而不是为了攻击而攻击。

有人说节目以前是通过“互黑”来洗
白，这次直接变成了洗“黑”。洗没洗，这是
个见仁见智的事，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但就拿男篮和男足来说，胜负
成绩是客观的，黑的永远是黑的，不能因所
谓自嘲“洗黑”而有所更改，观众也不会因为

“洗黑”就认为输球是好事，失去是非对错的
判断。周琦们的段子再好笑，输了球，球迷
该骂还是会骂！

这就是一个搞笑节目，它的主要目的是
让观众笑出来，不必动辄上纲上线。当然，娱
乐节目也应该有底线。那么，底线是什么？
概括来说，无非两条：一不违反公理法律，二不
违背公序良俗。

人民需要娱乐，对男篮、男足的调侃不是
今日才有。通过一期节目，大众宣泄下情绪没
什么大不了，行业内部更该听懂这种声音背后
的诉求，而不是苛责舆论环境不宽容，更不应
该“捂盖子”。无论是不是《吐槽大会》捅破了
这层“窗户纸”，大众和球迷对这两项运动的爱
恨都在。

竞技体育就是拿成绩说话的行业，成绩不好
应该容得下批评。而中国球迷是
世界上最好的球迷群体，从来没
有因为成绩差而不关注，要
懂爱之深责之切，知耻才
能后勇。

据央视网

股权转让通知
经重庆皋隽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拟将

持有的本公司100%股权进行转让。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
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
前往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联系人：叶腾睿，电话：18523069972
重庆皋隽商贸有限公司2021年1月26日

股权转让通知
经重庆勤恳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决议决定，拟

将合计持有的本公司100%股权进行转让。根据
《公司法》规定，请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
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
前往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联系人：叶腾睿，电话：18523069972
重庆勤恳商贸有限公司2021年1月26日

◆重庆双碑百货大楼星海舞厅遗失2008年12月3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注册号5001061900908声明作废◆重庆双碑大货大楼益民百货商店遗失2003年11月28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注册号5001061903091声明作废◆重庆双碑大货大楼食店遗失2005年8月1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注册号5001061903076声明作废◆重庆双碑大货大楼前进坡副食店遗失1992年10月12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注册号90306203声明作废◆重庆双碑大货大楼玉安食店遗失1992年7月17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注册号90306200声明作废◆重庆双碑大货大楼光华钟表修理店遗失1990年7月12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注册号90306198声明作废◆经营者曾维群遗失2016年10月13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608722650声明作废◆遗失陈顺钊（身份证号500227198512041814）、蒋怀艳（身
份证号513029199011230247）之子陈家乐2014.9.6在大竹县
人民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10732130，声明作废◆重庆市沙坪坝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建材分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1903692；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中铁十四局渝黔高速扩能三项目部工地食堂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JY35001130183493，声明作废◆重庆凌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
053051330581）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两江新区智文副食店，社会信用代码：92500000MA
5XHR9777，因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现登报声明！◆渝中区唐霞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编号JY25001030074969声明作废◆任英遗失新华路395号一单元7－4房屋租赁
证（23.5平方米），民字第43000号，声明作废

重庆迈凯空间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遗
失2019年5月1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8MA60CY
DW02；遗失公章（号码不详），法人刘李
东现声明以上证照及印章原件作废

案件调查通知书
案件编号：渝中2021002

重庆广陆垚法律咨询有限公司：
孟志永投诉你单位逾期不缴公积金一案，我

中心已经立案调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携带身份证及单位

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孟志永在你单
位工作期间的劳动关系证明材料和原始工资表原
件及复印件，于收到本通知后10日内到重庆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接受有关本案事实的调查询问。

二、委托本单位其他人员或者律师接受调查
询问，还应当提供受托人身份证及单位出具的授
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须载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三、你单位作为被投诉人有权利就职工提交
的证据材料内容举示相应证据，也有配合我中心
查清该职工在你单位工作期间劳动关系及工资
情况的法定义务。你单位无正当理由不接受调
查和逾期不提交相关证据材料的，我中心将依据
该职工提供的有效证据和我中心查清的事实依
法作出处理决定。

联 系 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63654036
办公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36号

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1年3月10日

关于恒鼎·锦荣府（一期）20#楼、
21#楼和45#楼局部修改的公告
恒鼎·锦荣府（一期）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该项目位于江津区滨江新城，目前正在
申办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现建设单位重
庆恒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对经依法批准
的恒鼎·锦荣府（一期）20#楼、21#楼和45#楼
进行局部修改。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将对修改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1年3月19日-2021年3月25日，公示地
点为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规
划信息板块、江津区规划展览馆、项目现场，告
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到重庆市江津区人
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规划信息板块、江津区规
划展览馆规划公示栏、项目所在地现场及查
看，欢迎相关利害关系人提出宝贵意见。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邮 编：402260
联 系 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47696915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3月15日

遗失重庆市林康环保有限公司开给重
庆柏景铭厦置业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发票代码5000194130发票号
码06929084金额60000元，声明作废。

重庆乐喜食品发展有限公司（社会信用
代码为915001067907383080）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和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5001060157170）声明作废。

接房通知
尊敬的金科中心业主：

金科中心项目4号楼（美寓）已通过验
收，取得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达到交付条
件。请以上物业的业主于2021年 3月 25
日-2021年3月26日到金科中心4号楼（美
寓）办理接房手续。接房时请备齐如下资
料：购房合同、按揭合同、房款缴费依据、大
修基金票据、代收费（契税等）缴费依据及产
权人身份证、一寸彩色登记照贰张。

接房电话：023-67999188。
特此通知！

重庆金科中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8日

遗失声明：颜玉双（身份证号 35058219731127
3043）遗失购买江津区双福镇恒大大道1号475
幢1-1的重庆市预购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证
明（203字第201401230180211号），声明作废。

上海摩安珂服饰有限公司重庆第十分公司遗失华润置
地（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华润置地
（重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万象城3层APL312N02商
铺Edition收据1张，收据编号商业0002067，记载扫
码枪押金金额￥1000元，上海摩安珂服饰有限公司遗
失华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华润
置地（重庆）有限公司华润中心万象城3层APL312N02
商铺Edition收据1张，收据编号商业0000941，记载
质量保证金金额￥10,000元，上海摩安珂服饰有限公
司重庆第十二分公司遗失华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华润
中心万象城4层APL480N02商铺Mo&Co.收据1张，
收据编号商业0001461，记载库房保证金金额￥2,
000元，特此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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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无关。

姓名：李大友
公民身份号码：51022619731227****

因你无故旷工达6个月以上，严重违反公司规章
制度，依据《劳动合同法》及公司规章制度，我公司决
定于2021年3月20日与你解除劳动合同，现通过公
告方式予以送达。请你本人或依法委托他人在7日
内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逾期后果自负。特此公告。

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
2021年3月18日

刊登
热线

13018333716 15023163856
023-65909440

微信
同号

◆王太秀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证渝A032019048959遗失作废◆张希意遗失护士证201350005176声明作废◆遗失马佳旭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303789作废◆遗失冯磊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JY25001070273984作废◆遗失巴南区任立鲜面馆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JY25001130073742作废◆遗失渝中区瑞仁堂大药房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5YH90043作废◆遗失重庆凯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备案
回执一份，编号：50024320190725007声明作废◆遗失彭水县德凡养蜂场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500243054289065作废◆遗失重庆市綦江区中峰动物医院公
章一枚，编号5002222017071作废◆遗失重庆利兴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编号5002403019414作废◆遗失李世容营业执照正本92500107MA61ACUFXX、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JY25001071016056作废◆北京市中银（重庆）律师事务所杨菲于2021年3月14日
遗失律师执业证，证号：15001201010871984声明作废。◆重庆丽葳萍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2020年9月21日核
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JY25001130199912声明作废◆重庆高瑞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
和副本，编号：渝交运管许可字500402007845声明作废◆遗失孙于晶税务检查证：渝税稽5004190029声明作废◆遗失曾耻强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880020180604329作废◆遗失周引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880020171204534作废◆遗失重庆市厚谕橡塑制品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00227210
1877、财务专用章编号5002272100891）印章备案回执作废

遗失重庆大地园林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北
碚分公司公章一枚，编号5001092015530、
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5001092015531、发
票专用章一枚，编号5001092015913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麦克红康同盛药房遗失药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渝DA0131130,注
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同盛路
119号香城雅群2幢商业，声明作废。

曼哈顿城一期6号车库车辆清理公示
曼哈顿一期6号车库正在整改施工，车

库内39台车辆无法联系到车主，现再次进行
公示（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19 日
止），公示期满若无人联系，本公司将向公安
交管部门联系车主驶离，若仍然无法联系到
车主，将交由交管部门进行拖移处理，此公告
后产生的拖移、存放费用由车主自行承担。

联系人:刘女士 电话:13637970009
重庆两江房地产有限公司2021年3月18日

重庆市来往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2014年10月27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1006550955)，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00903320329614)，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32032961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来往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7802844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恩煌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4MA606N4Y75，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
册资本从300万元减至1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必
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1年3月18日

减资公告：重庆秋泽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4MA5U3FWE9Q，经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本从300万元减至1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1年3月18日
CGV影城重庆新牌坊店停止经营公告

由于影城产权进行变更，2021年
3月31日起停止经营。
联系方式：15683360375（09:00-18:00）
希界维（重庆）影城有限公司渝北分公司

公告
重庆更泓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更泓公司)在重庆市巴南区圣灯山镇滩子口村签订
流转土地合同及签订滩子口村幸福农庄7号8号楼
房屋合作协议和门面租赁协议，因更泓公司已持续
拖欠土地租金和门面租金多年和未履行房屋合作
协议，无履约能力，按双方签订合同条款更泓公司
已严重违约。现本着诚信经营的原则，由圣灯山镇
滩子口村村委会提出终止土地流转合同及幸福农
庄房屋合作协议和门面租赁协议，并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对滩子口村涉及村民进行违约赔偿（赔偿金从
更泓公司缴纳给滩子口村委会流转土地保证金30
万元中支付，不足部分滩子口村委会保留向更泓公
司追偿的权利）。自登报之日起三日内如重庆更泓
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未与重庆市巴南区圣灯山
镇滩子口村村民委员会联系协商合同终止事宜，重
庆市巴南区圣灯山镇滩子口村村民委员将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对土地流转合同和房屋合作协议及门
面租赁协议进行终止，由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
果由重庆更泓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自行承担。

鸳鸯街道丹鹤社区
外出选民回社区参选的通知

辖区外出选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

会组织法》和《重庆市居民委员会选举规程
（试行）》，本社区将依法换届。按照区、街
统一部署，本社区选民登记阶段：2021年3
月17日至4月12日；新一届社区居民委员
会投票选举日：2021年5月15日6:30至
12:00。请（鸳鸯街道农转城金开大道
1335号、丹鹤社区外出选民）届时回社区
参选，或本人书面委托其他有选举权的居
民代为投票，否则视为自动放弃选举权利。
鸳鸯街道丹鹤社区第十一届换届选举委员会

2021年3月17日

拟中标结果公示表
(公示期：2021年3月18日至2021年3月22日)
项目名称：2021年西部公交调度室工程（第二次）
比选人：重庆西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3-65414644
代理机构：重庆西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3-67766894
第一中标候选人：重庆瓦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重庆含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重庆十八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拟中标人：重庆瓦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标金额：4505.47元/平方米
投诉受理部门：监事办 联系电话 023-65314473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港海关公告
2021年 第1号

由胜利地中海（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外运重庆有限公司、集海航运责任有限公司承运的转关预录
入号为：2022489999518937、2022489999518940，提单号为MEDUUB980479、MEDUUB937339，
集装箱号为：TCKU4002912、TRLU4880703、MSCU5762052、MSCU5565881、MSCU5660981、
TCLU4295818、MEDU4200231、CAIU4132990、TTNU4990656、FSCU4835202的进境原木自运输
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已超过三个月未向海关申报。我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三十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超期未报关进口货物、误卸或者溢卸的进境货物和放弃进口货物的处理办法》
第二条之规定通知相关货物所有权人：我关将提取该批货物，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后续处理。因通过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货物所有权人送达《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港海关弃货通知书》（港关弃字
〔2021〕1 号），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货物所有权人送达《中华人民共和国重
庆港海关弃货通知书》（港关弃字〔2021〕1 号）（详见附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自送
达之日起我关将依法启动后续处理程序。特此公告。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港海关弃货通知书》（港关弃字〔2021〕1 号）
重庆港海关 2021年3月17日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港海关弃货通知书
渝港关弃字〔2021〕1 号

由胜利地中海（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外运重庆有限公司、集海航运责任有限公司承运的转关预录
入号为：2022489999518937、2022489999518940，提单号为MEDUUB980479、MEDUUB937339，
集装箱号为：TCKU4002912、TRLU4880703、MSCU5762052、MSCU5565881、MSCU5660981、
TCLU4295818、MEDU4200231、CAIU4132990、TTNU4990656、FSCU4835202的进境原木自运输
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已超过三个月未向海关申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关于超期未报关进口货物、误卸或者溢卸的进境货物和放弃进口货物的处理办法》第二条
之规定：“超过三个月未向海关申报的，其进口货物由海关提取依法变卖处理”，我关拟将该批货物提
取，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后续处理。特此通知。

联系人：重庆港海关物流管理科 联系电话：023-61875214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远航大道88号
重庆港海关 2021年3月17日

遗失声明：重庆正耀电气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6456103，
账号：111612642036，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璧山区六汇物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YYBPH0Y）股东
会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整减至500万元
整。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遗失张峻豪.男.2015年2月17日出生证P500005082作废◆韩玉林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
格证正本，渝B032019043063声明作废◆自然合和文化产业（重庆）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60A9CL5J）遗失印章
备案回执(公章编号5002278044342)，声明作废◆遗失海外兴源大厦门市旅游合同，编号：国
内JNN0662550、JNN067001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铁荣贸易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78003833，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醉翁浊酒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证号JY25001090110482声明作废◆重庆振硕建筑装饰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支行建设村分理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72923201，声明作废◆遗失张友梅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285218作废◆遗失潘明保险执业证02000750000080002015041730作废◆遗失杨勇保险执业证02000750000080020171125616作废◆重庆三友布希轻合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227MA6013RQ6J）遗失财务专用章（重
庆三友布希轻合金有限公司资本金）一枚，声明作废◆重庆子木物道酒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印章回
执单，回执编号50011420180525023声明作废◆重庆小豌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洋河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730220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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