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沂市沂南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203813387834013）股东会于2021年6
月15日决定解散公司。现已成立清算组，由马恒、孔珊珊
组成。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15052008175 联系人：陈女士 地址：徐
州市云龙区绿地商务城蓝海OFFICE A座20层

新沂市沂南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1年6月16日

关于更换物业服务单位的公告
尊敬的各位业主：

我公司于 2020 年 6 月通过公开招投标选聘中铁建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花语熙岸府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单位。

现因自身原因，双方于2021年5月31日正式解约，并签
订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解除协议》花语熙岸府因项目目前
正在销售，尚未交付，暂不具备成立业主大会条件，为此，我
司为保障房屋正常交付以及良好的后续服务，在不降低原服
务及提高收费标准的前提下，由我司依据前期物业管理招投
标有关规定，重新选聘一家物业服务企业为花语熙岸项目提
供前期物业管理服务。

特此公告。 南京京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8日

公司解散清算公告

海棠招聘保洁员

新街口：65岁以内，4500元/

月，上班时间：7-21:30。鼓

楼：2400 元/月，双休包吃。

主管5000元/月。联系人：戴

经理，17751007789

十四中学招聘
校园卫生保洁人员若干名，食堂
勤杂工若干名，工作时间，内容，
薪资，福利待遇面议，有意者请致
电 ：校 园 卫 生 保 洁 025 一
58851752，食堂勤杂工 025—
58895657，13770822193（姜老师）
地址：江北新区浦园路5号

南京石材养护公司
诚聘：石材翻新工、石材养护
工及主管，3200-6000元/月，
55岁以下男性或女性，可带
薪培训后上岗，有驾驶证和熟
练工优先！
纪经理：18061653999

专业疏通84522573

—搬家疏通、家电维修—
喜顺搬家84490675

专业维修，加氟，清洗
025-52809091

空调
快修

诚招售电代理
价优面议电话1736188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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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别墅
仙 林 南 大 旁 别 墅
15805170212

—招租出售转让— 木匠营 10 号约 212.75㎡房
屋，现对外招租，联系人:潘
13814004498

—招商合作—

南京环保科技创业中心，
位于玄武区花园路8号，
林大东门，交通便利，车位
充足，现有38-650m2精装
办公房，适各类企业经营。

电话：57903777

办公房招租
面积：1200平米，玄武区
花园路，紧邻长途东站，
人口密集，交通便利，
设备齐全，价格优惠。

转让营业中浴室

电话：57903777
13813083777鲍

转让新街口宾馆，客稳。
18136651312

分类广告价格:
正文：3元/字；1.5元/数字、字母；
标点符号免费；加框：30元/次；照
片：70元/张/次（1.6CM*2CM）；段
首大字：5元/字。

○开户许可证○身份证遗失○代码证遗失
○就业证遗失○学生证遗失○营业执照
○税票税务证○企业公告○寻人寻物○其它

58683888
QQ:2681273318

新街口管家桥63号院内一楼

便民服务受理点：

户部街33号天之都大厦2922室
电话：84463289

新街口华侨路华夏大厦1008室
电话：15951803813
中山门大街699号马群花园城
电话：13813874450

六合区电话：13770889941
高淳区电话：18851706055
江宁区电话：18913398444
溧水区电话：17715255635

扫码自助登报

公告信息

※ 公 告 ※
公告 本单位由于撤离本市
从未在南京承接工程，企业
决定退出南京建筑市场，拟
申请全额退还民工工资保障
金。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
民工工资债权人在公告刊登
之日起十五天内清算债务。
否则，本公司视为清算结
束。特此公告。盛隆电气集
团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国安奇纬光电新材料有限
公司减资公告 根据2021年
5月25日董事会决议，国安
奇纬光电新材料有限公司
拟将投资总额由 2500 万美
元减至1000万美元，拟将注
册资本由 1767.902 万美元
减至 995.859 万美元，现予
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国
安奇纬光电新材料有限公
司 2021年 6月17日
减资公告 根据2021年6月
15日股东会决议，南京玄极
计算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 1200 万元
减至 20 万元，现予以公告。
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担保。南京玄极计
算 机 网 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21年 6月17日
南京业恒达智能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公
告：经本公司董事会决定，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第一次
会议定于2021年 7 月25 日
下午 2：00 在江苏省南京市
浦东路20号召开，审议事项
包括公司注册资本由 2500
万元减少为 1000 万元的议
案、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
任公司的议案、免去公司非
职工代表董事、非职工代表
监事职务的议案等，股东未
出席会议、又未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视为放弃对本
次 会 议 所 审 议 事 项 的 表
决。 南京业恒达智能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邮电大学资产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减资公告 根据
2020 年 8 月 3 日股东会决
定，南京邮电大学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拟将注册资
本 从 2311.20 万 元 减 至
781.20 万元，现予以公告。
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担保。南京邮电大
学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6月16 日
减资：南京兴致达劳务服务
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7
日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
本由 600 万减至 300 万。债
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担保

2021年6月1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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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晚报讯（记者 黄啟元）17日下
午，丹麦国家队在官方公告中表示，在
与国家队队医、埃里克森的医生取得联
系，并接受了心脏检查之后，埃里克森
将植入ICD心脏起搏器（植入式心脏复
律除颤器）。

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ICD）是
临床上治疗持续性或致命性室性心律
失常的一项重要治疗设备，具有支持
性、抗心动过速起搏、低能量心脏转复
以及高能量除颤等作用。ICD能够在
数秒钟内识别病人的快速室性心律失
常，然后自动放电除颤，这样就能明显
减少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的猝死发生率，
挽救病人的生命。在本届欧洲杯，荷兰
国脚布林德就带着植入式除颤器参加
了第一场对阵乌克兰的比赛。

●欧洲杯战报
土耳其0：2威尔士
意大利3：0瑞士

●欧洲杯导看台
瑞典VS斯洛伐克 06-18 21：00
克罗地亚VS捷克 06-19 00：00
英格兰VS苏格兰 06-19 03：00

丹麦国家队：
埃里克森已同意植入心脏复律除颤器

拒绝碳酸饮料，C罗带头

当地时间6月14日，在欧洲杯葡
萄牙队与匈牙利队赛前的一场新闻发
布会上，葡萄牙球星C罗将摆在面前的
两瓶可乐移开，随后立刻拿了一瓶水，
对着镜头说：“水”，言下之意就是自己
只喝矿泉水。作为职业球员，C罗非常
自律，对自己健康形象也要求严格，平
时也几乎不会喝可乐。这也是他36岁
了还能保持这么好竞技状态的一个重
要原因。

北京时间17日凌晨，意大利队在
欧洲杯小组赛A组第二轮的比赛中，
以3：0大胜瑞士队。此役发挥出色、梅
开二度的意大利中场球员洛卡特利被
评选为全场最佳球员，并出席了赛后发布
会。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当洛卡特利看
见身前摆放着两瓶可乐时，也效仿三天前
C罗的举动，将其移出了镜头之外。

可乐市值瞬间蒸发255亿

C 罗的影响力有
多大？可能超乎大家
的想象。就拿其在发
布会上拒绝与可乐同
框这件小事来说，竟然
对可口可乐的市场价
值产生了重大影响。

14日欧洲股市开
盘时，可口可乐的股价

为每股56.1美元。但到新闻发布会结
束时，股价已跌至每股55.2美元，跌幅
为1.6%，市值从2420亿美元下跌到了
2380亿美元，蒸发足足40亿美元（约
合人民币255亿元）。

对此，可口可乐回应称，称“每个
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饮料偏好”，每个
人都有不同的“口味和需求”。可口可
乐公司发言人还表示：“在我们的新闻
发布会上，球员们会得到水，还有可口
可乐和零糖可口可乐。”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公众健康意
识的不断觉醒，可口可乐近年来的日
子并不好过。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18年，可口可乐的营收一直处于下
滑状态。从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来
看，可口可乐依然没有扭转颓势。

有担当还是任性？引发争议

C罗的做法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
了争议。有人称赞这是偶像的正能
量，有担当；但也有人称C罗有违商业
契约精神。

中国经营报刊发评论文章表示，
表面上看，可口可乐赞助的是欧洲杯
而非C罗本人，但C罗自身利益与可口
可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参加欧
洲杯，C罗将获得奖金等直接奖励，一
旦率领球队夺冠，更能实现国家荣誉，
也将为其在足坛的地位身价再上一个
台阶，从而获得高额代言合同、俱乐部

工资等。而举办欧洲杯需要庞大开
支，欧足联及举办国通过与包括可口
可乐在内的众多赞助商合作，就能获
得足够收入用于运转赛事。因此，可
口可乐其实也间接赞助了C罗。

就此可以看出，C罗、欧洲杯与可口
可乐三方形成了割舍不断的共同利益关
系，只有可口可乐通过赞助获得预期收
益，未来才会继续与欧洲杯的足球赛事
合作，也就为C罗提供了驰骋的舞台。

C罗此举显然过于任性，你当然可
以有个人偏好，从运动员角度少喝饮
料多喝水也是无可厚非，但这些原则
应体现在私下生活层面，而不能在新
闻发布会上公然挪开作为赞助商的可
口可乐饮料。

此外，还有球迷翻出C罗代言的旧
账——C罗早年为可口可乐拍宣传片
的视频，视频里他教给了很多观众踢
球技巧，广告一开始一滴巨大的汽水
落入他的嘴里，并且发出了光芒，接着
C罗马上打入一球，显得可口可乐给予
了他力量。

C罗动动手，可乐市值闪崩255亿
发布会上拒绝与碳酸饮料同框引发争议

在欧洲杯葡萄牙队与匈牙
利队赛前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葡萄牙球星C罗将摆在面前的
两瓶可乐拿走，拒绝与碳酸饮料
同框。葡萄牙巨星这一举动致
可口可乐市值下跌 40 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255亿元），也引发
了一定争议。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汤敏

CC罗在发布会上罗在发布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