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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骞（500224198710294610）身份证遗失，作废◆经营者王香华遗失2017年3月2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5UG5135T声明作废◆渝中区壹曼壹莱小吃店遗失重庆市渝中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核发日期：2021年4
月16日，许可证编号：JY25001031016682，声明作废。◆杨光林遗失警官证，证号300443声明作废◆聂广宇遗失2017年5月2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5ULF9Y48，声明作废◆重庆御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6
96554991E）遗失发票专用章（编号5001051024462）声明作废◆渝中区佳贝推拿按摩店遗失公章
（编号：5001038083174）声明作废◆遗失王安荣残疾证：51020219580619291812声明作废。◆遗失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毛戈(已
退休)税务检查证，证号：渝税稽5003190015声明作废◆重庆肯德基有限公司火车北站北广场外卖餐厅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29114020003228，声明作废。◆曾婵遗失重庆瑞裕龙商业管理有限责任有限公司开具
的保证金收据，编号：2194833，金额：5000元，声明作废。◆遗失黄小红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238491作废◆奉节县瑞康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5002362008865），声明作废。◆遗失龙玉素保险执业证02000050000080020180600492作废◆遗失张周德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JY250011310060922作废◆遗失重庆市鸣泉居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编号5001141008430作废◆遗失重庆市渝鲁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60LE801W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大成清洗保洁有限公司合同
专用章一枚（编号5003834009784），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四季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68622493X2)经决定
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少为1万元。根
据《公司法》规定，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
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2021年12月7日

南川区东城花园棚改安居工程项目招投标评
审结果的公示:由重庆市南川区博顺置业有限
公司开发建设的“南川区东城花园棚改安居工
程项目”于2021年12月3日在重庆市南川区
博顺置业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开标会在重
庆市南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监督下，
经评标专家的综合评定，重庆诺坤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成为“南川区东城花园棚改安居工程项
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重庆辉洲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为第二中标候选人，重庆双虹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为第三中标候选人，现予以公示。公
示期为：2021年12月7日至2021年12月9日
重庆承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21年12月7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君澜汇影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8MA5UKEEK3R）股东会决定，
现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整减至30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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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广州富力地产（重庆）有限公司贵州
地矿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购买重庆富力院
士廷3C-G3-1301号定金收据，编号：
0606915，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重庆渝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坡支行迎宾分理
处，基本存款账户，银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042
1010120010004259，核准号 J6530078274402，
编号6530-0164837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双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54MAABR42J1E）股东决
定，现将注册资本从300万元整减至100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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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房人胡东，身份证号码：500107198801188352，
订购江津双福拉菲公馆13栋27层5号房，因本人
保管不善，将该房屋收款收据（金额：212156元，票
据号：0107851）（金额 27317.71 元，票据号：
0107852）原件遗失，现声明房款收据原件作废。

成都市万福莱装饰有限公司(合同方名称)遗
失润楹物业服务(成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万象城B108(店铺号)商铺裴乐(品牌名)收据
一张、收据编号1776151，记载金额￥20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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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润楹
物业服务(成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无关。

公告
重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测

中心有限公司车辆采购项目将在
2021年12月进行招标采购，招标
文件将在检测中心外网（http://
www.cqjdjczx.com/）发布，请各
潜在供应商关注招标信息。

万科翡翠公园万科中央公园项目（F113-2号地块）交付公告
尊敬的重庆万科翡翠公园万科中央公园项目（F113-2号地块）的业主：

万科翡翠公园万科中央公园项目（F113-2号地块）N1\N4\N5\N7
幢高层住宅，兹定于2021年12月15日正式交付。我公司已按贵我双方
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您所列的地址，以特快专递（EMS）
的方式将上述商品房的《交付通知书》（一式一份）、《交付指引》（一式一
份）、以及《授权委托书（模板）》（一式一份）等三份交付资料邮寄给您。

请您按上述商品房《交付通知书》所安排的时间、地点，并携带上述
《交付指引》中提及的所有有效资料，如期赴万科翡翠公园2号地块幸福
驿站办理房屋交付手续。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023-67617999
祝您生活幸福！阖家安康！

重庆柯航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7日

中交中央公园项目C89-1/02、
C94-1/02地块交房公告

尊敬的中交中央公园业主：
您好！我司开发建设的中交中央公园

C89-1/02、C94-1/02 地块已具备交付条
件。为了方便于您接房，C89-1/02地块业主
请您于2021年12月13日-14日、C94-1/02
地块业主请您于2021年12月15日（上午9：
00-12：00；下午12：30-17：00）分别到中交
中央公园项目相应地块内办理接房手续。具
体接房时间和手续办理详见我司寄发给您的
《交房通知书》。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
配合，如有疑问请致电：023-67228999。

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信
任，欢迎并期待着您的到来！

特此公告！
重庆中交西南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7日

遗失声明
重庆国博塑料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石坪桥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38912602，账
号：110227766485，声明作废

重庆渝长风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遗失施工升降机备案证一
份，备案号：渝NA-S01387，出
厂编号：S181207。声明作废。

接房公告
尊敬的丰都金科集美东方业主：

丰都金科集美东方1-3#楼、6#楼经竣工验收，已符合交
付条件。现在特通知丰都金科集美东方1-3#楼、6#楼业主
于2021年12月12日上午9:00-下午17:00到丰都金科集
美东方（重庆市金云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金科智慧服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丰都分公司）办理接房手续。各位业主接
房时请按照《接房通知书》要求，带齐全套资料，包括购房合
同、身份证、代收费（契税等）缴费依据等接房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重庆市金云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7日
重庆市渝中区临华路22号14-
5公房承租人杨文意不慎将《重
庆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编号：
临字1306号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谢琼本人因2020年1月8日患急性
支气管炎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住院治
疗后不慎遗失于2020年1月14日由医院开具
的重庆市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 1 张(编号
002808682 开票金额3919.98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按照《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有关规定，江北区交通局将依法注销风平集团相应道

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及车辆道路运输许可证。重庆风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许可证号
500105000110 渝BY5330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8296渝BY9811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8474渝
BY9169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1154渝BY6773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8265渝BY3113道路运输
证 号 500105028264 渝 BY8290 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29064 渝 BZ7762 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28266渝BZ6550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8297渝BZ7202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8267渝
D3137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6403渝D9784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6405渝D9334挂道路运
输 证 号 500105016404 渝 D16667 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19609 渝 D16670 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19603渝D16687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9606渝D16693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9616渝
DC560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9618渝DD801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9613渝DD868挂道路运
输证号 500105019620 渝 DB670 挂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19619 渝 DE399 挂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19693渝D63206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9685渝DD896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9691渝
DE355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9696渝D16633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9698渝DD863挂道路运
输证号 500105019695 渝 DB601 挂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19700 渝 D16636 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19697渝D63200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19699渝DD805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030渝
DF762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049渝DC281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037渝DB801挂道路运
输证号 500105020038 渝 D2362 挂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20043 渝 DE522 挂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20040渝DC525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041渝DD887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048
渝D89532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051渝D16607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053渝D76597道路运
输 证 号 500105020056 渝 D06352 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20065 渝 D01558 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20068渝DA065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24渝D70561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36渝

DE590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05渝DG678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21渝DE506挂道路
运输证号 500105020406 渝 DA050 挂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20412 渝 DB815 挂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20400渝DD829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14渝DC220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399
渝DG666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03渝DE565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17渝DG626挂道
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18渝DB861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19渝DE582挂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20420渝D06330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47渝D37691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26渝
D76581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46渝D56686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45渝D20720道路运输
证 号 500105020434 渝 D01590 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20444 渝 D57506 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20439渝D76579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48渝D35790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32渝
D16617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28渝D76565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73渝D76561道路运输
证 号 500105020468 渝 D25100 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20462 渝 D76556 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20461渝D25180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59渝D36720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64渝
DB853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80渝D1061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478渝DE650挂道路
运输证号 500105020477 渝 DA561 挂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20475 渝 DC858 挂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20482渝DE566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507渝DB869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515
渝DE555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513渝DC890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512渝DB091挂道
路运输证号500105020519渝DG633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34032渝DC815挂道路运输证号
500105020524渝DG668挂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523渝D03661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538
渝D23892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536D05910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529渝D76501道路运输
证 号 500105020533 渝 D06362 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20532 渝 D25136 道 路 运 输 证 号
500105020539渝D23860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546渝D45585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544渝
D06332道路运输证号500105020545 重庆市江北区交通局 2021年12月6日

奉节东枢纽互通施工交通管制的通告
为支持奉建高速工程项目建设，满足互通立交

施工需要，实施奉建高速奉节东枢 纽互通一期工程
施工，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如下：

一、施工时间：奉节东枢纽互通一期工程总体
控制在 2024 年 7 月底前完成。

二、交通组织按照以下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实
施双通转换辅道施工，占用奉溪高速左侧超车道部
分和G42沪蓉高速至夔门匝道左侧部分车道（保留
一个车道宽度），同步拓宽改造 G42 沪蓉高速至夔
门匝道左侧部分，工期30天。第二阶段：实施奉建
高速奉节东互通右线一号桥、F1、F2 匝道桥等施
工，拆除既有奉溪高速 黄葛树大桥（进城侧），奉溪
高速公路利用黄葛树中桥（出城侧）单幅双通，工期
600天，施工时间控制在2022年7月底前完成；同
期实施H匝道桥拼宽，其中拼宽桥下部结构、梁体
浇筑等施工期间不暂用高速公路车道，桥面拼接时
占用右侧一个车道宽度，工期30天。第三阶段：废
除第一阶段双通转换辅道并改造为进城侧双通辅
道，占用 G42 沪蓉高速至夔门匝道左侧一个车道
宽度，工期10天。第四阶段：实施奉建高速奉节东
互通左线一号桥、路侧抗滑桩、L2 匝道等施工，拆
除既有奉 溪高速黄葛树中桥（出城侧），奉溪高速公
路利用新建桥梁（原黄葛树大桥）单幅双通，工期
640天，施工时间控制在2024年7月底前完成；同
期实施L、M匝道拼宽和奉节至巫溪方向通行辅道
施工，采取占道（占用一个车道）方式实施；奉建高
速主线上跨桥下部结构施工时，G42 沪蓉高速 夔
门至万州匝道与正线并线处临时开口设置施工便
道，同步实施三角区域奉溪高速左侧边坡（坡脚）临
时抗滑桩施工；夔门枢纽互通区域局部匝道改造，
采取局部占道（保留一个车道）方式实施。

三、注意事项：1、车辆通行管制路段禁止超车、
禁止停车，严禁超速，车辆限宽2.5米，限高4.5米,，
车长18米并按交通标志提示行驶，超限车辆严禁
通过、必须择道行驶并服从高速交巡警公路执法人
员和施工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2、施工期间，相关
部门将根据工程进度对交通管制措施和通行线路
予以相应调整，并适时发布。3、对违反本公告要求
的单位和个人，高速交巡警执法机构将严格按照有
关法规的规定处理。特此通告

高速交巡警第二支队奉节大队
重庆奉建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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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照副本92500000MA5XYKXR7R声明作废◆遗失边玉芹411302198111305740张金典4129311979
09091332之女张馨尹2011年3月30日出生医学证明作废◆遗失袁玉梅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JY25002330037327作废◆陶长坪（身份证号：5102031961
12170838）遗失失业证，声明作废◆颜乐遗失2019年12月25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030127621声明作废◆遗失渝中区跃宏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030060315,声明作废。◆中集天合（重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编号：500103808865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外语外事学院田潘玲学生证190102142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徽胜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24560401)声明补办◆遗失永川区蒋祖钢电子商务经营部
公章一枚，编号5003834065912作废◆遗失巴南区杨记黔江古镇鸡杂点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JY25001130009323作废◆遗失声明：重庆程翔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5001137119382，从2021年11月26日当天起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雅瑞阁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票
专用章一枚，编号5002272005370作废

重庆聚升医药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南岸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30037800101，账号：111626406
193，编号:6530－00746748,声明作废。

道歉声明：本人何吉保，在没有取得相关许可证的情况
下，对承包的果园进行清园，对地表植被造成了破坏，本
人深感懊悔，现向广大群众表示深深地歉意！今后积极
配合相关单位进行补植补种，为保护生态长江，绿水青
山尽绵薄之力。致歉人，何吉保，电话，13205986190

遗失声明：曾维庆（510216195401220413）、汪学
玉（510216195504290449）遗失坐落于九龙坡区
滩子口22号4幢附25号的九龙坡区滩子口片区
旧城改建房屋征收项目货币补偿协议书，编号：
九征（2020）滩子口住宅字第024号，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两江新区五郎副食零售便利店遗失2021年4
月1日注册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500000MA61QHCB3A，声明作废

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
重庆贰斗商贸有限公司:我处于2021年9月16旦准予你
(单位)从事的普通货物运输许可事项(许可证号:5001090
11232)，因你单位未按《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在承诺期限
内投入车辆，未达到开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许可法》第六十九及《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六
十五条之规定，现决定撤销该行政许可事项。如不服本
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一级机
关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向(北碚区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市北碚区道路运输管理处

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
重庆念瀚商贸有限公司:我处于2021年7月23日准予你
(单位)从事的普通货物运输许可事项(许可证号:500109
011132)，因你单位未按《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在承诺期限
内投入车辆，未达到开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许可法》第六十九及《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六
十五条之规定，现决定撤销该行政许可事项。如不服本
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一级机
关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向(北碚区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市北碚区道路运输管理处

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
重庆飙腾物流有限公司:我处于2021年8月12日准予你
(单位)从事的普通货物运输许可事项(许可证号:500109
011161)，因你单位未按《拟投入车辆承诺书》在承诺期限
内投入车辆，未达到开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许可法》第六十九及《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六
十五条之规定，现决定撤销该行政许可事项。如不服本
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一级机
关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向(北碚区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市北碚区道路运输管理处

询价公告
1、项目名称：沙坪坝青凤工业园新开线调度亭、休息室新
建、沙坪坝新区政府新开线调度亭、休息室4个亭建设
2、项目地点：由甲方指定 3、询价单位：重庆北部公共交
通有限公司 4、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5、投标人资质：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
6、询价文件领取费用：50元/份
7、询价文件领取等详情请致电023-68862521（公示期
为5个工作日。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13日下午
17:00）地址：北部公交后服中心（重庆北碚502公交站）

询价公告
1、项目名称：七一桥保修厂排危工程监理
2、项目地点：北碚区毛背沱197号 3、询价单位：重庆北
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4、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5、投标人资质：具备监理综合资质或具备房屋建筑工程
监理丙级及以上
6、询价文件领取费用：50元/份
7、询价文件领取等详情请致电023-68862521（公示期
为5个工作日。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13日下午
17:00）地址：北部公交后服中心（重庆北碚502公交站）

债权转让通告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重庆捷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张柔与赖敬陶、赵冬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张柔（公民身份证号码：510228197409040016）
已将基于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6】渝0120民
初6797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对贵司享有的全部债权，
于2021年9月30日全部转让给赖敬陶（公民身份证
号码：510211198008131811）、赵冬（公民身份证号
码：511304198310152210），请贵司直接向赖敬陶、
赵冬履行相应的金钱给付义务。特此公告！

张柔 2021年12月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耀豪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36786735240）股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因公
司股东陈敏无法联系，望见报后参加公司注销工作。

注销公告：经重庆商界品位印象公关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QEQM9M）
股东会议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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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债权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让人眼前一亮。”“很有设计感。”“与
国际接轨了。”……12月6日上午，重庆两
江竞技俱乐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全新
的队徽，相比于原来风格进行了大刀阔斧
的改变，简约的设计风引来球迷热议，“即
便放在中超已经通过审核的11支球队的
新版队徽中，也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

据悉，新队徽是与四川美术学院设计
团队合作，经过一年多的打磨，最终确定
下来的。昨日，记者第一时间专访了设计
团队，了解新队徽出炉背后的故事。

“要做就做一个有特点的队徽”

新队徽主体为两江四岸的形象设计，
将两江的拼音首字母“L”和“J”嵌入其中，
右上方的意向为重庆的蓝天穹顶，队徽的
整体带有“巴”字形象。上方结合部分表
达“交汇”之意，又有“朝天门”的石拱意
向，为了重现巴人精神中的骁勇形象，两

款主题颜色也特选取中国古典色彩“大
繎、骐麟”，甚至在海报中附上了标准色
号。

队徽设计团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四
川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副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向海涛介绍，俱乐
部想打造一个百年俱乐部，希望设计一个
经典、有重庆特色的现代城市名片。

重庆两江竞技俱乐部总经理吴江明
确表示，中国职业俱乐部的队徽广泛使用
传统盾型，这次重庆两江竞技的新队徽就
希望形成一种突破。

记者注意到，根据中国足协关于俱乐
部中性名的要求，本赛季初中超16队完成
了中性名的更改，而队徽等等其他含有企
业元素的标志，都要后续进行修改，截至
目前已经有11支球队的新队徽通过审核，
不过大部分都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的去
除企业元素、调整字母文字位置等小调
整。

川美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王玺也是队
徽设计团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告诉
记者，在设计前，团队研究了中超中甲的
队徽，90%都是圆形或者盾牌，“而盾牌其
实是一种西方的元素，所以我们也很认同
吴总提出要打破盾牌元素的建议，不破不
立，要做就做一个有特点的队徽。”

设计师是个20多年的老球迷

“队徽经历了四个版本的变化，最开
始我们加入了重庆特殊的元素，第二次的
修改为了精简，又去掉了一些建筑的元
素，将设计语言集中于‘LJ’和闪电上面，
第四个版本增加了一些重庆文化的要
素。”向海涛介绍。

“在设计之初，我们只是加入了一些
重庆城市风貌，有标志性的建筑比如大礼
堂等，还有一些足球元素，经过两个阶段
的修改，最终形成了将‘巴’字结合进去，

融合了两江LJ缩写、两江四岸和朝天门门
洞的方案，双方都很满意。”王玺介绍。

在新队徽公布后，“LJ”的元素也让一
些球迷联想到了尤文图斯以字幕“JJ”为
主的新队徽，王玺解释，“在确定方案之
后，我们也发现了这一点，不过在设计的
时候并没有参考尤文的队徽，目前不仅仅
是欧洲一些豪门俱乐部的队徽，整个的设
计潮流都是倾向极简化和扁平化，以便给
人的记忆点更强，比如尤文的手写字体，
还有英超狼队的狼头，毕竟不是所有的队
徽都像皇马巴萨那样为人熟知。”

有意思的是，35岁的王玺也是从小看
重庆足球长大的老球迷，“我从小学就开
始看足球比赛，从四川全兴、前卫寰岛、重
庆隆鑫、力帆，印象最深的球员是曾经来
重庆踢球的谢晖，那段时间，他刚刚从德
国回来，穿着一双红色球鞋很打眼，而且
喜欢侧身凌空射门，很帅气。”

困境中俱乐部仍在积极行动

目前，中超多支俱乐部都陷入困境，
两江竞技俱乐部也因股改停滞、资金困难
不得不停训，让重庆球迷对球队的前景不
免有些担心。

一个月前，主教练张外龙早早就回到
重庆，一线队员们逐步回到俱乐部自发训
练，近日又传出了股改工作组将进驻俱乐
部，相关资金也将逐步到位的消息，再加
上周一官宣新队徽、俱乐部工作人员全部
到岗等，这些事情无疑都是重庆球迷最希
望看到的。

而即便在困境中，俱乐部依然在对商
业开发进行着长远规划，也是向外界释放
了积极的信号。

本周日，中超第二阶段就将开赛，重庆
两江竞技的首场比赛就是一场关键的“战
役”，对手是仅落后自己2分的天津津门虎。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汤皓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
者 汤皓）12月6日，重庆两江竞技俱乐
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新队徽。重庆晨
报·上游新闻记者获悉，俱乐部新版队徽
已通过相关准入审核，将于2022赛季正
式启用。

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新队徽是与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团
队合作，经过一年多的打磨，最终确定下
来的。

昨日，队徽设计团队的主要负责人之
一、设计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副教授、硕士
研究生导师向海涛表示，“俱乐部找到我们
的时候，就有希望打造一个百年俱乐部、打
造一个经典而有重庆特色的现代城市名片
的想法。队徽经历了四个版本的变化，最
开始我们加入了重庆特殊的元素，第二次
修改为了精简，又去掉了一些建筑的元素，
将设计语言集中于‘LJ’和闪电上面，第四
个版本增加了一些文化的要素。”

最终呈现的队徽主体为两江四岸的
形象设计，右上方的意向为重庆的蓝天穹
顶，队徽的整体带有“巴”字形象。上方结
合部分表达“交汇”之意，又有“朝天门”的
石拱意向，两款主题颜色也特选取中国古
典色彩“大繎、骐麟”，重现巴人精神中的
骁勇形象。

在官宣中，重庆两江竞技的球员冯
劲、尹聪耀也穿上了印有新队徽的球衣，
进行了展示。

俱乐部总经理吴江介绍，此次的队
徽，是对中国足球俱乐部广泛使用的传统
盾型的一种突破，“我们也希望通过新
LOGO，在未来对俱乐部文化相关衍生产
品的商业开发进行新的探索。”

四川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王玺
是队徽设计团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35
岁的他也是个从小看重庆足球长大的老
球迷，“在设计之初，我就希望把自己20
多年的重庆球迷情怀注入到这个新标志
中去，希望新队徽和新球衣能给整个中超
赛场和重庆球迷带来新的感受，也希望重
庆球迷积极支持中国足球和重庆足球的
发展。”

本周日，中超第二阶段即将开赛，在
第一阶段积11分的重庆两江竞技首场比
赛对手是积9分的天津津门虎，这是一场
关键的“战役”。

此外，此前因股改停滞、资金困难不
得不停训的重庆两江竞技俱乐部也迎来
好消息：近日，股改工作组将进驻俱乐部，
相关资金也将逐步到位。

重庆两江竞技俱乐部发布新队徽
两江四岸为“巴”而战！

打破国内球队常规与国际接轨，35岁重庆“老”球迷参与设计……

重庆两江竞技新队徽是这样诞生的

队员穿上印有新队徽的球衣。

新队徽设计释义

重庆两江竞技
新队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