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剧《鱿鱼游戏》火遍全球
它是一款类似于大逃杀题材的剧集，将一大批被生活逼迫得走投无路的人聚集起来

一同玩游戏，输的人当场失去生命，赢的人拿走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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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背景
韩国家庭债务规模
正在创纪录增加

近年来，韩国普通人的债务负担加重，
而与此同时，该国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年轻
人的失业率上升、大城市房价上涨到大多数
普通劳动者无法负担的程度，又进一步加剧
了这种状况。正如《鱿鱼游戏》所展示的，突
如其来的裁员、投资失败，或纯粹因为接连
的厄运都会把人们逼向高风险的贷款机构，
而这只是为了暂时不被债务淹死。

智库真好经济研究所首席执行官
Lee In-cheol称，《鱿鱼游戏》的火爆程
度说明巨额债务带来的痛苦是一种人们
能感同身受的普遍经历。

但Lee In-cheol强调，《鱿鱼游戏》
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韩国绝非巧合：“韩国
家庭债务规模正在创纪录增加，这意味着
即便你把全年收入的每一分钱都存起来，
你还是无法还清债务。而有债务问题的
人数正以指数级上升。”

相关分析认为，受资产市场过热影
响，不少韩国个人和家庭东拼西凑拿出钱
来投资，甚至为了投资获利不惜举债。

而另一方面，韩国央行的数据显示，
以今年3月为准，银行贷款中的浮动利率
贷款比例高达70.5%，而这意味着，利率
一旦上调，家庭债务将受到直接影响。

对此，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和金融监
管机构还作出了回应，表示已经决定采取
行动，防止更多韩国人陷入债务困境，并解
释称，“这就是为什么大型银行已经采取行
动、遏制借贷。”但同时也提出了疑问：“在
疫情期间这么做真的是在帮助人们吗？”

真实人生
辞职创业却遭疫情迎头痛击
前IT员工堕入债务深渊

在《鱿鱼游戏》中，456位穷途末路的
参赛者，以生命为筹码，玩一些童年中的
小游戏，最后的生存者获得456亿韩元奖
金。而在现实生活中，将韩国35岁的兼职
送餐员Choi Young-soo放进剧集的
参赛者中也不会突兀，只是，他的绝望处
境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构。

Choi Young-soo是数目正在迅速
增长的、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大批普

通韩国人中的一个。他也跟剧中的很多人
一样，以惊人的速度陷入了债务困境。

两年前，Choi Young-soo还是一
家公司的IT工程师，进出于有着“韩国硅
谷”之称的板桥。然而，常年的加班、熬夜
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和妻子几番思虑，又
经过了一年的计划和储蓄，最终决定在家
乡仁川开一家酒吧。这成了一个令他们
后悔的决定。

不幸的是，他们的生意很快遭到新冠
疫情的迎头痛击。为了疫情防控，酒吧和餐
馆晚上9点就必须关门。“有时我们一个客人
都没有，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大声放着音乐
让自己振奋起来，尽管我们知道这意味着将
付出更高的电费。但我们没法关它。”

顾客越来越少，最后完全没有了。在
拖欠房租四个月后，他们去银行寻求贷
款。他们发现，贷款很容易，但利息高达
4%。尽管如此，几个月内，他们从五家银
行贷了款，抵押了房子。

然而，为了偿还现有的贷款，他们不得
不借更多的钱，最终跟很多陷入困境的企
业主一样，借起了利息超过17%的贷款。
Choi Young-soo回忆道：“我已经不关
心利率有多高。我接到了太多催款电话和
短信。债务接管了我们的生活。我妻子
说，她甚至听到我在梦里都念着利率。”

为了摆脱困境，夫妻俩把两个年幼的
孩子交给了父母照顾。妻子去了外地一
家餐馆工作，而Choi Young-soo则独
自在首尔成了一名兼职送餐员。

午夜过后，Choi Young-soo出现
在首尔富裕的江南区一条破旧的小巷
里。只有在一天的这个时段，他才敢离开
廉价旅馆里那个“只比棺材大一点”的房
间。“我觉得其他人能看出我是个失败者，
所以我只在晚上出来抽烟、看看流浪猫。”

Choi Young-soo也听了很多关
于《鱿鱼游戏》的消息，但无法参与这股全
球观影热潮。“你必须付费才能观看，而我
不知道谁会让我用他们的Netflix账户。”
他说，“再说了，我为什么想看一群负债累
累的人？我照照镜子就行了。”

号码“撞车”
男子每天接4000多个骚扰电话

在这部剧的早期场景中，一位神秘人
将名片递给了该剧负债累累的主角，名片
上有一个八位数的电话号码，打此电话的

人会不知不觉被邀请参加生死
攸关的比赛，获胜者将获得巨
额奖金。

“你是谁？”剧中的主角成
奇勋说道。这句话吸引了全世
界的“鱿鱼游戏”粉丝。要知道，
在90多个国家，这部剧出人意料地
成为了收视率最高的节目。现实中，剧迷
们成群结队地拨打这个号码，从韩国到南
美，寻求与这部剧的联系。

这可苦了在韩国拥有这个电话号码
甚至是与之相近的号码的人，全球粉丝的
疯狂“打CALL”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困
扰，增添了意外的恐怖，甚至是极度愤怒。

一名40多岁的韩国男子，由于自己的
电话号码与剧中虚构的号码一模一样，成
为了《鱿鱼游戏》全球拨打狂潮的受害者。
在该剧首播几天后的媒体采访中，这名男
子表示，自己每天要接到4000多个陌生电
话，平均每20秒左右就有一个。现在，他
晚上需要吃药才能入睡。这名男子是一名
小企业主，他不敢轻易更改号码，因为这关
系到他的业务。他的妻子也遭到了“轰
炸”，她的电话号码只有最后一位与丈夫不
同。该男子表示，骚扰电话打过来通常会
说，他们想参加“鱿鱼游戏”，但这名根本没
看过《鱿鱼游戏》的男子不知道对方在说些
什么，只是“压力很大，无能为力”。

韩国首尔26岁的上班族金汉娜也受
到了骚扰。她认为《鱿鱼游戏》带给她的
噩梦，已经超越了这部剧的刺激。在此之
前，她非常喜欢这部电视剧，并将其推荐
给朋友，她完全没有注意到节目中的号码
与自己的号码只相差两位数。

根据韩国电影协会的说法，韩国限制
电影使用真实的电话号码，但不限制电视
节目。该协会是一个政府附属机构，负责
发布预先批准的虚拟号码，协会表示，地
方电视制作通常会模糊号码或制作出虚
拟的号码在播出时使用。

对于这样的遭遇，金汉娜曾询问制片
方Netflix公司和韩国制作公
司 Siren Pictures，他
们将如何处理这些恶
作剧电话，但对方表
示不会向她提供经
济补偿。金女士说：

“这让我很生气，虽
然我看《鱿鱼游戏》
看得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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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以下单位（或其下辖项目部）因在本公司服务管

辖的江北区、渝北区行政区内电力设施附近进行项目
建设（或建筑施工），以前与本公司签订安全施工协
议，依据安全施工协议约定向本公司缴纳有安全施工
保证金（或履约金）。因本公司通过协议联系人及你
司工商注册登记地址无法联系，特依法公告告知：

因企业规范管理需要，目前我司正在对该类性
质款项进行全面清理，请你司及下辖项目部核实财务
记录（包含但不限于缴款收据、银行转账记录、退款记
录等）。请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与我司联
系。若有剩余款项，请尽快提供缴款收据、转账记录
等相关凭证，提供单位账户信息。逾期未联系且未能
提供相关资料、信息的，本公司将对相关款项依法合
规处置。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均86841409、13883639758
公告人：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市北供电分公司

二O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涉事单位名单：重庆旭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奥林匹克花园置业有限公司、重庆成盛建设有限
公司十八项目部、重庆德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
庆骥鹏房地产开发公司、重庆建工桥梁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重庆金飞龙产业有限公司、重庆立邦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重庆龙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市
江北区鸿恩寺公园开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重庆市
荣升建筑安装公司、重庆市顺庆置业有限公司

◆两江新区胡为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25003590022231(1－1)声明作废
◆遗失杨晓曦（510211197808313424）残疾证，声明作废
◆何文香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编号：JY25001040036840，声明作废
◆文佳叔、郑洋，遗失位于沙坪坝杰帮荔枝园B栋
14-9的房产证，所有权人:文佳叔，郑洋，声明作废
◆重庆志颖运输有限公司渝DL235挂（500
227020271）营运证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沙坪坝区鑫宏家电维修部公章
（编号：5001068133694）声明作废
◆渝北东南小吃店遗失备案信息公示卡,编号:渝
北（两路）小微餐备字（2020）第0033号，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国际蛋糕艺术协会（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1500000504052971D）财务章，特此声明。
◆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保
险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5000202130，
发票号码:02153736、02153733，声明作废
◆遗失高攀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03MA5UAXL95K、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JY25001030013007作废
◆遗失重庆驰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筑业企
业资质证书(D350207116):4正副本作废
◆遗失重庆大川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2015
年12月8日开据的刘瑞军7-2-30号商铺保证金收
据原件，票号5017420,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汪进遗失工程管理工程师证书,证号021401102899,声明作废
◆奉节县大地坪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50023620016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唐文秀遗失原中梁山矿务局颁发
房屋使用权证“中局第1568号”，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百寰科技有限公司发票专
用章（编号5002211071824）声明作废
◆遗失谭力豪《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261134，声明作废
◆遗失左丽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03MA5YNR6Q7H作废
◆遗失增值税发票1份，发票号为07455770，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开州区双店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唐淑刚）
营业执照正副本93500234MA606EXN7E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车维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发票章编号5001117011510声明作废
◆重庆渝车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证号交运管
渝字500103053550号，车牌号：渝A923KW(蓝色)。作废
◆遗失重庆嘉姿服饰有限公司的印章刻制、查询、
缴销证明，编号：500112201401240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郭贵兵遗失重庆恒大照母山翡翠华庭车位项目
收据1张；收据编号:M0021912（金额:43500元），声明作废
◆遗失陈刚残疾证，证号5102141973110248101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北碚区静观镇机关工会委员会工会法
人资格证书副本编号500109-107261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北碚区静观镇机关工会委员会工会法
定代表人资格证书编号500109-107261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北碚区静观镇机关工会委员会组织
机构代码证副本，编号2014 5119539声明作废
◆遗失奉节县吐祥镇中坝村4社钱昌福奉节县农村
宅基地批准书（2016）年第011602号、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证乡字第（奉吐）2014223号声明原件作废
◆遗失重庆市江津区四屏镇选举委员会公章5003817012807作废

◆渝北区纱巴克餐饮坊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编号：JY25001120266485，声明作废
◆李兴梅遗失重庆颐之时饮食服务有限公司青鸟分公司开
具的房屋保证金收据NO1033391，金额6000元整声明作废
◆重庆市秀彭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工商银行彭水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875000257202声明作废
◆两江新区屈燕百货经营部遗失2014年11月19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90360002328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旭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2263062474，声明作废
◆遗失巴南区春晖面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25001130067070.声明作废
◆遗失蔡杺逸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016543作废

寻人启事：万明芳，女，出生于1931年12月28日，家住重庆
市沙坪坝区中梁镇永宁寺村王家沟组12号，于2003年10
月间在重庆北碚区蔡家岗镇双黄大队大姐家离家出走。十
八年来全家都在寻找她，至今无音讯。希万明芳亲属及知
情下落者见报后与儿子蒋文海联系。电话:13018344435

减资公告：经重庆林盛服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242MA5UK4JW6P）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至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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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14日

刘大军，男，身份证号码440106197601273619，
遗失重庆恒大中央广场项目（恒大鑫溉置业有
限公司）三张收据，分别为：收据L0009931，收
据L0027918 ，收据N006841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山清峡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3MA60QAWB0R）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800万元减少为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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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渝北区远达职业培训学
校（渝北民证字第060085号）拟将注销，根据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45日内到
本单位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重庆市沙坪坝区房屋征收中心遗失农业银行重
庆马家岩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Z653000211
7801，账号31042501040005107，声明作废。
重庆市沙坪坝区房屋征收中心 2021年10月12日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直属机关事务中心公开租赁以下房产
渝中区民族路101号第4层3501.4㎡，渝中
区筷子街2号12层279.17㎡，渝中区华福巷
25号第4层806.28㎡，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
7号4、5、7层802.38㎡，渝中区北区路73号
11层 373㎡，重庆市渝中区新华路415号
26、27层544.98㎡，重庆市北部新区栖霞路
3号7层591.75㎡，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281
号附30号213.92㎡，有意者请联系我中心。
联系人：杨涣宇 联系电话：63158138

告 示
原南岸区大佛段街道办事处下属大佛段运输队
于1995年竭业，大佛段街道办事处于2002年与
弹子石街道办事处合并后，原大佛段运输队资
产管理工作移交给了弹子石街道所属重庆市泰
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泰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于2021年5月与南岸区征地办签订了大佛段运
输队办公大楼征收拆迁补偿协议，现登报告之，
曾于1970年至竭业之日在原大佛段运输队工作
过的人员于见报之日起前往弹子石街道办事处
信访室登记（登记截止2021年12月20日止）。
重庆市泰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0月12日

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交巡警支队车管所遗失(2016)批次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9份，号码为
001484705、001484833、001485686、001487709、002607951、000843303、000843411、000843684、
002606421。遗失(2016)批次非税收入电子缴款专用收据 12份号码为 000055037、000055065、
000057002、000059701、000060596、000061184、000061251、000061573、000063364、000063624、
000063632、000063950。 遗失 (2017）批次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109 份号码为 002618998、
002619014、002619194、004486350、004486351、004486352、004486358、004486365、004486369、
004486370、004486373、004486380、004486390、004486402、004486419、004486420、004486431、
004486510、004486545、004486553、004486575、004486581、004486600、004486609、004486705、
004486707、004486711、004486712、004486713、004486717、004486718、004486719、004486720、
004486721、004486729、004486736、004486737、004486748、004486749、004486754、004486755、
004486756、004486762、004486770、004486776、004486777、004486785、004486888、004486890、
004486891、004486892、004486894、004486895、004486897、004486899、004486905、004486908、
004486921、004486922、004486925、004486929、004486930、004486942、004486943、004486944、
004486950、004486955、004486965、004486971、004486972、004486975、004486978、004486982、
004486990、004487098、004487119、004487151、004487184、004487224、004487475、004487568、
004487569、004487852、004487853、004487854、004487855、004487974、004487978、004487979、
004487983、004487984、004487985、004488006、004488012、004488015、004488537、004488724、
004488911、004488922、004488924、004488925、004488926、004488927、004488928、004488931、
004488932、004488933、004488935、004488948,声明作废。

重庆綦江交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度柴油供应商服务采购（第三次）招标
我司拟公开招标供应商，欢迎有意向有实力并符
合相关要求的投标人参与投标，各有意向的潜在
投标人请于2021年10月13日-2021年10月15
日到本公司领取招标文件，开标时间见招标公告。
地址：重庆市綦江区通惠街道26号附9号217房
联系人：唐老师 电话：18323110306

通知
重庆学权物流有限公司员工魏延军（身份

证：51222219741103****）：2021年 3月 5日至
2021年6月5日事假结束至今旷工133天。限你
于2021年10月15日前到公司办理相关离职手
续，否则视为你从2021年6月6日起自动离职。

重庆学权物流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3日

广黔路开挖告示
尊敬的市民朋友：

按照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任务和要求，
重庆市江南殡仪馆实施“油改气”项目。在
实施该新建天燃气管道工程项目建设过程
中，需对广黔路四公里路口至江南殡仪馆大
门处进行路面开挖及回填施工。(工期为：
2021年10月10日至2021年11月30日。)
由此给广大市民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理解！

重庆市江南殡仪馆 2021年10月12日

减资公告：经綦江嘉洲齿轮传动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2203488106Y）股东会研究决
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3660万元减少至360万元。
请债权人自减资公告之日起45日内，持有效证件
到公司办理相关法律手续。2021年10月14日

重庆江津万达3#地块、江津万达广场方案修改的公示
各利害关系人:本工程位于江津区滨江新城。该项
目按相关程序已办理工程规划许可。现重庆市江
津区万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津区万达广场实
业有限公司申请对该项目生化池位置进行修改，由
我局对变更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期为2021年10
月17日至2021年10月24日。若有关利害关系人
对该调整有意见和建议，请注明身份(单位名称、机
构代码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个人姓名及身份
证复印件)、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在2021年10月
24日下午6点前将书面意见等相关证明涉及其利
害关系的材料邮寄或直接提交至重庆市江津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逾期未提出的，视为自动放弃权
利并视为无意见。该项目有关利害关系人可自公
示期满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重庆市江津区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提出书面听证申请和提交房产证(购
房合同)等证明涉及其重大利害关系的材料。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自动放弃听证权利和视为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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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402260
联系人:郑先生 联系电话:47696252

2021年10月14日

严正声明
近日，我处接到举报称：有社会人员假

借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南楼装修工程之名，
谎称工程业主方是重庆大礼堂管委会，企
图骗取施工单位保证金之事。为此，重庆
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严正声明：

一、举报中所谓的“重庆大礼堂管委
会”机构不存在。

二、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近期无
任何工程项目对外招标。

三、凡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投资
的所有工程项目均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相关规定，由重庆市人民
大礼堂管理处书面委托专业招标代理机构
进行公开招投标，并在政府采购网等权威
平台发布、公示招投标信息。除此之外均
为虚假信息，任何人未经上述途径承揽虚
假工程遭受损失概与我处无关。

四、正告假借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之名
的单位、个人，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我处
保留追究经济和刑事法律责任的权利。

五、若发现有假借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工程项目之名收取各项费用者，建议立刻
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与我处取得联系，我
处将尽力配合调查。

特此声明。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管理处

2021年10月1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素说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6MGQ04）股东会研
究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至50万
元。请债权人自减资公告之日起45日内，持有效证
件到公司办理相关法律手续。2021年10月14日

遗失重庆伊顿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伊
人生活分公司，JY15001121016885，重
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春华大道99号7号
楼1楼，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公告
“南山壹号二期·锦绣南山”项目业主和相关
利害关系人：

“南山壹号二期·锦绣南山”项目位于
大足区龙岗街道翠溪路187号，由重庆越高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由于设备
用房调整以及消防等原因，现重庆越高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我局提出申请对“南山壹
号二期·锦绣南山”一、二组团地下建筑进行
调整。现拟将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
为 2021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1
日，公示地点为“南山壹号二期·锦绣南山”
项目售房部、小区公示栏、重庆市大足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www.dazu.
gov.cn/qzfbm/qghzrzyj/）, 请该项目业主
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相互转告。

若各位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公示
内容无重大异议，公示结束后我局将依法按
程序对该调整办理相关规划手续。

特此通告
联系人：何老师 联系电话：43394705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10月14日

遗失声明
渝中区康馨酒店商务酒店遗失特种行业许
可证副本（旅馆业），证号：公特5102022021
04003192字第1023960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渝BF7595等 8辆货运车辆未按规

定进行年度审验，存在安全隐患，中心予
以注销以上车辆道路运输证，相关从业人
员不得持被注销证件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重庆两江新区交通运输管理中心
2021年10月14日

业户名称
重庆齐谐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
郑玲
重庆鼎霸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泰瑞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
重庆千珑物流
有限公司
重庆祥运物流
有限公司
蒋均
重庆华天宝物流
有限公司

车辆（挂车）号牌

渝BF7595

渝AS8089

渝DP702挂

渝BB085挂

渝B6750挂

渝D9554挂

渝BM7816

渝D15730

道路运输证号

500402007197

500402014960

500402046299

500402035342

500402046215

500402039838

500402008969

500402017422

招租公告
重庆西部公交渝中区五一路99号（协信SFC）2单
元10-2#面积128.23㎡，招租底价87708元/年，
10-3#面积135.96㎡，招租底价93000元/年，10-
4#面积135.96㎡，招租底价93000元/年，10-5#面
积130.11㎡，招租底价88992元/年，以上第二年起
逐年递增不低于3%，租期5年。沙坪坝区显丰大
道12-2-2-1、12-2-2-2号住宅，面积约190.84㎡（95.42㎡/套），招租底价12600元/年/套，第二
年起逐年递增不低于3%，租期4年；大渡口区春晖
路街道秋实小区1栋9号门面，面积约83.43㎡，招
租底价45048元/年；沙坪坝区凤天大道117附4
号门面，面积约117.61㎡，招租底价62100元/年；
沙坪坝区石小路162号2-2#、2-3#、2-4#住宅，面
积约186.66㎡（62.22㎡/套），招租底价7476元/年/
套；九龙坡区西彭镇西华路24号门面，面积约25㎡，招租底价9000元/年；江北区建新南路4号-
57#，面积约30.16㎡，招租底价3624元/年；九龙坡
区红育坡61号，面积约197㎡，招租底价52008元/
年；以上第二年起逐年递增不低于2%，租期4年。
联系人：何老师,联系电话：68814172,联系地址：
渝中区虎踞路56号总部城A区1号楼910后勤部

减资公告
重庆天派电影城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4MA60NP845D），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壹
佰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壹拾万元整，请债权人自见
报起45日内到公司重庆市南岸区南坪东路18号
（N18 LOFT小院）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请求，联系电话：冉云锋17823541789 特此公告

重庆天派电影城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4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黑龙江绿茵药业有限公司：

我司对你司享有应收债权人民币1182359.40
元，现我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给重庆洋洋佳辰药业有
限公司，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重庆洋洋佳辰药业
有限公司依法对你司享有上述债权。特此通知
重庆洋洋药物研究所有限公司2021年10月13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牡丹中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我司对你司享有应收债权人民币900000.00元，现
我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给重庆洋洋佳辰药业有限公
司，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重庆洋洋佳辰药业有限
公司依法对你司享有上述债权。特此通知
重庆洋洋药物研究所有限公司2021年10月13日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市长寿区渝腾劳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691235641Q）,拟将注
册资本由捌佰万元整减少为贰佰万元整。请债权债务人
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市长寿区渝腾劳务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3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新富林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5573418412M）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由2200万元减至9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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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14日

催款公告
陈定国，吕发平，杨君容，刘洪伟，余亚伟，杜江，张
浩，税仓金，龚修全，石远东，刘金田，饶毅，张勇，
李正明，刘元彬，牟启富，陈绍华，陆飞宇，王平，温
锦付，黄旭明，陈定国，熊道华，陈卫兵，王泽富，王
官国，张伟，李正国，陈全幼，周德良，李玉堂，祝国
玲，谢应春，巫英术，刘良贵，余亚伟，贺洪武，熊代
林，谭绍红，谢前阳，冯天友，韩生，何勇，张志中，
付伟，徐文正，曾凡顺，蔡源。以上人员，你们欠重
庆鑫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货款，请你们于见报
之日起一个月之内来处理货款欠款债务，逾期不
来，我们将向巴南区人民法院提起司法诉讼。

联系人：王明燕 13072379676

减资公告：经重庆火炎焱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6001EA1U）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为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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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14日

遗失重庆强媛锋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001097101388)、财务专用章
(编号 5001097101389)、发票专用章
(编号5001097101390)、杨举强法人名
章(编号5001097101391)，声明作废

9月17日起在流媒体平
台Netflix上线的韩剧《鱿鱼游
戏》，引爆了全球范围内的观剧
热潮。这部黑色剧集被认为指
出了韩国式资本主义的失败，
也是韩国社会问题的写照。

据外媒报道，在贷款就像
买杯咖啡一样容易的韩国，近
年来家庭债务飙升。韩国银
行（央行）相关报告显示，今年
第二季度，该国家庭负债初步
统计资料显示，截至6月底，家
庭负债总额达1805.9万亿韩
元（约合人民币 10.03 万亿
元），创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
以来新高。

韩国央行方面分析，由于
住房贷款、生活费贷款需求增
加，加上部分大企业4月公开
发行股票，这些因素综合带动
家庭信贷增长。越来越多韩
国普通人如剧中人物一样陷
入真实的债务困境。

《鱿鱼游戏》是一款类似于大逃杀题材
的剧集。将一大批被生活逼迫得走投无路
的人聚集起来，一同玩游戏。输的人当场失
去生命，赢的人拿走奖金。而《鱿鱼游戏》之
所以能爆火，就在于它足够简单、真实且具
有冲击力。总的来说，这部剧算得上是一部

“爽剧”。据了解，《鱿鱼游戏》制片方奈飞对

该剧在制作上的投入也毫不吝啬，总投资高
达200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1.1亿元，等于
单集投资2200万元人民币，最终呈现出了这
样一部在全球范围内“出圈”的作品。

在国内，截至10月7日中午，#鱿鱼游
戏#在微博上的话题阅读量高达 18 亿。
而在抖音、知乎等社交平台上，关于《鱿鱼

游戏》的搜索量与阅读量也居高不下。
从全球来看，该剧在亚太多个国家和

地区持续霸榜数周；在北美，该剧连续两
周高居制作公司奈飞(NFLX.US)剧集的
榜首，在烂番茄(美国影评网站)新鲜度更
是一度获得100%的封顶成绩。

综合成都商报等

《鱿鱼游戏》为什么出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