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里每年投入超10亿治理假货
去年关闭24万个疑售假淘宝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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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尽在《上游新闻》

财富志

■重庆晨报·新年健康大礼包系列报道
“同事备孕三个月，就顺利怀上了，可我这

已经备孕足足一年了，还没等到“好孕”，今年春
节又要被老人们唠叨了。”虽然越来越多的“二
胎”宝宝呱呱坠地，但如何成功孕育依然是诸多
家庭的烦心事儿。

新年伊始，为了帮助更多的家庭顺利跨越
孕育难题，重庆晨报·新年健康大礼包系列活动
携手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首届中国医
师奖获得者、原重医一院妇产科主任、现任重医
附一院妇产科特聘专家卞度宏教授，为市民们
送出“孕产大礼包”。现在，不仅拨打 023-
86158615可享专家亲诊，及多项减免福利，还
可搜索重庆晨报推荐妇产科专家开通的微信专
家咨询平台咨询详情，微信号：cqcbzx

产妇怀二胎遭滑胎
迎二胎孕前准备必不可少

近日，一位怀孕6个月的二胎准妈妈忽然肚
子疼，连忙拨打急救电话求助，就在急救车奔赴

目的地途中，随车医生给病人家属打了个电话确
认情况。“孩子已经掉出来了？”没想到，电话那头
传来的消息着实让人惊讶。几分钟后，救护车到
达了孕妇所租住的房屋。屋内，年轻的二胎妈妈
小潘躺在床上，地上的竹席边还有一大滩鲜血。
将孕妇抬出屋外后，急救医生还将掉落在地上的
孩子和胎盘一起包裹了起来。此时，这个过早离
开妈妈的胎儿，还包裹在羊水里，已经没了声息。

重医附一院妇产科专家卞度宏教授接诊了小
潘，翻阅小潘之前的产检病历卡，早在去年8月，小
潘已经有过一次早产经历，并且，那个孩子也没能
存活。因为已经有过一次早产经历，对于这次怀
孕，小夫妻俩早前也有些担心，所以医院没少跑，钱
没少花，但是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在这
样的重重保护之下，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科学备孕并非高龄人群特需
优生优育必须全面普及

重医附一院妇产科专家卞度宏教授表示，
“胎儿畸形、胎儿染色体异常等等都会导致早

产。”卞教授表示，尽管小潘的产检都是及时检
查，但这些检查如若放在怀孕前做好优生优育
的检查，可能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

科学备孕以及已经是当下众多有着孕育需
求家庭的一件大事，“不管是第一胎还是二胎，
高龄还是最佳育龄，都应该在备孕时做一次详
细的孕前检查，排除可能对孕育造成影响的“障
碍”。”卞度宏教授提醒广大市民。

孕期并非人人都能一帆风顺
定期产检应遵循医嘱

临床上多案例显示，孕期极易发生继发性
不育、先兆流产、早产等情况，加之部分二胎妈
妈头胎为剖宫产，出现胎盘前置、瘢痕妊娠、难
产以及妊娠期合并症、并发症的风险也会急剧
上升，特别是高龄人群也是孕育唐氏儿（痴呆
儿）等畸形儿的高发人群。“孕育二胎绝非小事，
怀孕后也要非常认真的对待每一次产检，特别
是唐氏筛查、四维彩超这一类的重点项目。”
卞度宏教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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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创意影视摄制有限公司遗失建行九龙坡科园
一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正本J6530005230304作废
◆遗失舒晨轩《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339539作废

幸福养老

◆痴瘫重危者全程托护67903369

品牌婚介
真爱婚介 诚信十年
免费配对包成功68780161

代办执照、资质、商标、税务、验资、审计、评估、年检
重庆工商服务中心
6380222663722799

工商咨询

偏瘫康复训练
偏瘫上门康复训练，出院继续治疗，在家
训练，公众号“复健熊康复”13752922139

◆重庆市大足区美如花艺术团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500225200022773丢失，声明作废
◆刘讯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50024319860820027701，声 明 作 废
◆遗失重庆领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作废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平，有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场地出租
南岸茶园车管所附近6万平米大场
地出租，交通便利，可分租，适合停
放大型机械设备及货物堆场。
联系人：胡总 13677626198

租售转让万
事
通

变更公告
重庆嘉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号915000007748770095）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陶祖祥变更为新法定
代表人谭光旺；公司变更前的一切债权债务由原法定代表人及
原股东承担。请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事宜，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2018年1月11日
◆李海松遗失恒大优活城一组团2栋501房款收据编号
yhc03762073、和契税收据编号 yhcm0007408声明作废

重庆市九龙坡区陶家镇陶怡路社区居
民委员会遗失重庆市城乡居民合作医
疗保险收费专用收据 1000份，起号
007481001止号0074820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妙蔓苗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5MA5U35HX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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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光万物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5MA5U35EK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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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翔多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500901
000014708）股东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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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1日

◆杜 家 敏 遗 失 驾 驶 员 从 业 资 格 证 ，
证 号 512223197606027435声 明 作 废
◆重庆力图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
（三联）：发票代码 5000163130票号 01445770声明作废
◆遗失成都平原药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四川增值税
专票(发票联、记账联)壹份，票号04785350，特此声明
◆ 重 庆 沁 汐 文 化 传 播 有 限 公 司 91500108MA5
U8EP04P遗失财务专用章，号码5001087077746，声明作废

转帐支票遗失声明
我办遗失转帐支票一张，票面信息如下:出票日期:

2018年1月3日，票据号:1050503205561157，收款人:
代发农转非安置补偿款，用途:补偿费,金额:596770.96
大写;伍拾玖万陆仟柒佰柒拾元零玖角陆分，于2018年
1月9日银行申请挂失，声明作废。特此声明

重庆市江北区土地征用管理办公室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重庆
觅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5MA5U49GP6F），请债权债务人于
45日内到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觅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1日
城口县友林林业开发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500229000002820；国、地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229559008054；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559008054，声明作废。

公 告
张勇，男，身份证号码：51022119780502****。
你自2017年12月26日起至今未到公司上班，
公司多次联系你，都未能取得联系。现依法向
你公告，请你于2018年1月14日前返岗上班。
若你到期仍不返岗上班，公司将按规章制度进
行处理，一切后果自行承担。
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商务客运有限公司2018年1月11日

龚骥遗失融创凡尔赛领馆4期17-21-3收据四张：房款
收据号0040853，金额170000元;房款收据号0042839，
金额91169元；大修基金收据号0042840,金额为6319.2
元，契税收据号0042841,金额：24033.4元。声明作废。

重庆市北星气瓶检验有限公司遗失招
商银行重庆北部新区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46754701，编号：6530-009
43321，账号：236880328610001，声明作废

公 告
“白鹭洲”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

“白鹭洲”项目位于位于大足区棠香街道五星大道中段243号，由重庆亿超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为满足该项目用电需要，现重庆亿超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向
我局提出申请将白鹭洲一、二期车位调整。现拟将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2018年1月12日至2018年1月18日，公示地点为“白鹭洲”项目售房部和大足区规
划局网http://ghj.dazu.gov.cn/,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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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勇 魏鑫 联系电话：43725061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局 2018年1月11日

天安佰盈保险销售有限公司重庆分
公司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江北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9
581801，账户111648545030，声明作废

通 知
黄利同志：

经公司及工会研究决定，限你于收到本通知之日
起15日内到公司人力资源部报到上班。逾期不到，公
司将视为你严重违反公司制度及劳动纪律，自逾期之
日起作连续旷工处理。连续旷工达15天及以上，或一
年中累计旷工达30天及以上的，公司将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中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员工
奖惩办法》（一司人资[2011]24号）的有关规定，与你
解除劳动关系并不予支付经济补偿金。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坪铁路三村3号
中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2018年1月10日

双福新区锐升�凤凰城设计方案调整的公告
锐升�凤凰城项目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双福锐升�凤凰城项目位于江津区双福新
区。现建设单位重庆锐升置业有限公司申请对经
审批的二期设计方案进行调整。重庆市江津区规
划局将于2018年1月14日－2018年1月20日对
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

若贵单位或个人有意见和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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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和邮寄地址，在
2018年1月26日下午6点前将书面意见、房产证
（或购房合同）复印件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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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逾期
未提出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或视为无意见。

锐升�凤凰城项目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可
自公示期满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重庆市江津区
规划局提出书面听证申请，同时应提交房产证（或
购房合同）复印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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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局 联系地址：江津区滨江新城
清栖路599号 邮 编：402260联 系 人：代先生 联系电话：
47550513电子邮箱：jjsghj@163.com2018年1月1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康恒物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5355653967Q）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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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聚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3Q7M5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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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朗乐侨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304992395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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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1日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双手机电经营部遗失税务
登记证副本（税号：50010119840112949401）声明作废。
◆唐松遗失执业药师证，编号0091628，声明作废。
◆遗失胡平失业证（编号500110201210081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交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车辆号牌：渝D010S0，营运证号
500108024061；渝D200J2，营运证号500108024016特此声明
◆ 李明昆遗失中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证
102901201205005622及学士学位证1029042012005622，作废
◆遗 失 北 碚 区 瓜 皮 农 庄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500109L67594408作 废

孕育难题困扰高龄人群 科学备孕有讲究
拨打023-86158615即可预约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原重医一院妇产科主任卞度宏亲诊，零距离咨询孕育难题

手机扫描妇
产科专家咨询平
台二维码，可免
费咨询了解

■专家介绍
卞度宏，主任

医师、教授、博士
生导师。享受享
受国务院专家津
贴。首届中国医
师奖获得者，原重
医一院妇产科主
任，现任重医附一
院妇产科特聘专
家，华西妇产医院
特聘专家。

昨日，阿里巴巴发布《2017年阿里巴巴知识
产权保护年度报告》（简称《打假年报》）。重庆晨
报记者从阿里巴巴获悉：2017年，24万个淘宝
疑似侵权店铺被关闭。

根治假货生产源头任重道远

2017年，主动删除的疑似侵权链接中，97%
一上线即被封杀；在与阿里合作权利人数目增长
17%的背景下，整体知识产权投诉量下降42%；
每1万笔订单中仅有1.49笔为疑似假货。

“这一历史性突破，是全国各地公安、工商、质
监、食药监等执法机关不吝投入、共同创造的，阿
里表示衷心感谢。”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知产保护
总监叶智飞指出，网络售假行为遭到严厉打击、显
著遏制、极大震慑，与政企合作打假机制分不开。

2017年全年，阿里巴巴累计向全国公安机
关推送远超5万元起刑点的涉假线索1910条，
协助抓捕涉案人员1606名，捣毁窝点数1328
个，涉案金额约43亿元。叶智飞称，线下假货生
产源头的根治任重道远，假货呈现出跨国境、多
平台流窜趋势，制售假团伙依然猖獗。

制售假者改头换面重操旧业

叶智飞介绍，2017年，被关闭的网上疑似售
假店铺的数字是24万个，数据分析发现，有相当
部分售假分子店铺被关闭后，改头换面重新售
假，且基本集中在全国多地的区域性、行业性、领
域性假货带上。多地执法机关的实地打击案件
也印证，假货源头并未根除，反而分工越发细致，
反侦察和隐蔽能力不断加强。

斩断假耐克假LV制售链条

以莆田为例，尽管当地政府长期保持对制售
假的严厉打击，但莆田的假鞋产销带始终打而不
绝。2017年1月，曾有媒体对莆田地下假鞋市
场进行曝光；随后，当地执法机关及时跟进，对制
售假团伙做了定向打击。

然而，2017年底，阿里打假特战队对莆田假
鞋产销地做实地探访时发现，每到晚上10点，莆
田某电商城附近依然有大量假冒“耐克”“阿迪达
斯”“彪马”运动鞋发往全国各地。

“线下假货源头不根除，全社会的假货治理
就永远无法真正收工。”叶智飞以“假冒LV系列
案”举例称，2016年11月，阿里打假特战队协助
警方捣毁假冒LV生产工厂，幕后老板陈某逃

脱。2017年，阿里配合警方打掉陈某在佛山
800余平方米的制假窝点，并顺藤摸瓜端掉湖南
永州、广东广州的另一假冒LV团伙，彻底捣毁
生产工厂、仓储物流点和批发档口，抓获犯罪嫌
疑人10多人，涉案总金额达2.16亿元。

制售假团伙跨国境跨平台流窜

正如阿里《打假年报》显示的那样，各地制售
假团伙为攫取利益、逃避打击，跨国境跨平台流
窜现象日益严重：一些制售假分子开始向朋友
圈、微商等多个社交平台及其他电商平台转移；
另一些制假分子开始搭建海外网站，通过
FACEBOOK等社交平台引流售假。

2017年，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打掉一个
制售假康宝莱保健品的团伙，主犯丁某曾在淘宝
开店，后因售假被关店，随后转向拼多多、国美网
等多个网上平台售假。

“制售假团伙的新手段也层出不穷。”叶智飞
介绍，2017年7月，莆田警方在阿里巴巴大数据
协助下破获了一起假冒椰子鞋案，该团伙利用境
外IP地址，搭建了Topkicks。com等11个跨
境英文网站，并通过Facebook（脸书）、You-
Tube等社交平台引流，运用Wechat（微信海外
版）跟消费者交流，通过速汇金、中外宝等进行美
元交易结算。

■相关新闻

阿里每年投入超10亿元打假
“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最早

出现在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阿里巴巴
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的微博公开信。这
也引发社会各界对制售假案刑罚不足、
犯罪成本过低、对犯罪分子震慑不够、制
售假公开化产业化的大讨论。

在整个2017年，上百名全国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企业家代表
为提高制假售假成本接力谏言。

“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的背
后是阿里一直以来打假“人员无上限、
经费无上限”的投入。阿里巴巴首席平
台治理官郑俊芳透露，阿里有近2000
名专职打假小二，每年在打假上投入超
过10亿元，仅“神秘抽检”一项，每年的
花费就达近亿元。

■纵深

“淘宝打假第一案”胜诉
“让售假者痛！”这是阿里巴巴继向

全社会喊出“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
货”的呼吁后，面对制假售假违法成本
低的现状做出的又一举动。

自2017年1月阿里巴巴平台治理
部启动“追杀三千里”项目以来，阿里已
对12起售假案件中的卖家提起民事诉
讼，截至目前，12起均获立案。

2017年1月9日，淘宝以“违背平台
不得售假约定、侵犯平台商誉”为由，向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起诉一家曾出售
假冒施华洛世奇手表的网店店主，索赔
140万元人民币。该案为国内首例电商
平台起诉售假卖家案例，拉开了阿里以
民事诉讼手段打击售假行为的序幕。

此后，阿里巴巴又接连在上海、宁
波、义乌等地法院发起诉讼，并向新成
立不久的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诉讼。

本报记者 杨野

广告

创新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破解干部队伍“苗头性问题”

1月9日，记者从忠县工商局获悉，
为科学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紧盯干部
职工存在的随意性、小微性、苗头性问
题，去年5月，该局出台了《工商干部职
工随意性小微性苗头性问题处置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据了解，该《办法》实施近一年来，该
局开展针对性明察暗访6次，发现问题
线索8起，约谈提醒干部职工23人次，通
报批评单位3个、干部职工8人次。据介
绍，该《办法》结合全市工商系统纪律作
风“七严禁”相关规定，以负面清单形式
详细列出了如“背后议论本单位决策事
项或议论他人是非、与企业老板称兄道
弟、来往密切”等26种随意性小微性苗
头性问题的具体表现，细化下属单位部
门职能职责、问题发现途径、台账建立和
管理办法，建立完善问题研判机制和处
置情况统计分析机制。

忠县工商局局长、党组书记任杰表示，
下一步将持续释放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
坚决防止“小洞不补变大坑”的现象发生。

光荣榜
1.1月4日，公运公司渝A29T28驾

驶员周革委捡到市民傅女士丢失的其一
生写就的文稿，并顺利还给失主，傅女士
对此十分感谢。

2.1月 1日，鑫隆达公司渝B28T98
驾驶员李涛拾到白色苹果6手机一部，
失主可到主城区出租汽车失物招领中心
认领。

3.1月3日，公运公司渝B08T78驾
驶员王庆斌拾到含有4500元现金的黑
色背包一个，失主可到主城区出租汽车
失物招领中心认领。

4.1月3日，工贸公司渝B86T93驾
驶员龙浪波拾到内有3000多元现金的
粉红色手提包一个，失主可到主城区出
租汽车失物招领中心认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