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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水公
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11.7米
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地，
28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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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3163856
重庆岭逸置业顾问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号码5001087091010声明作废
遗失周晓梅之女罗艺洋九龙坡区第二人民

医院出生医学证明P500044887，声明作废

公告遗失

重庆市江北区五宝镇社会保障服务所遗失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5691234323A声明作废

重庆市贝美诗艺术培训中心（普通合伙）遗失重
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部新区支行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5994101)声明作废
遗失林运菊展业证，证号020001500

00080002012194579，声明作废。
李德成遗失建筑安装工程师证号013201101241作废
林本信遗失建筑安装工程师证号01060110306作废
遗失刘勤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0515430作废
遗失朱炼保险执业证 02005250000080020160905772作废

招标公告
家利物业管理（重庆）有限公司在重庆有

多个高端楼盘。现有以下事项公开招标：
提供逸翠庄园、玥湖园、御峰一期、御峰

13号项目节日灯饰布置工程
招标要求：1.营业范围景观设计制作、广

告制作等；2.注册公司成立不少于2年；3.有高
端小区节日灯饰布置的经验；4.投标公司必须
提供最近5年内不少于2个或以上类似合同；
5.投标单位必须能按合同费用提供全额增值
税专用发票。

有意投标公司须于2019年11月4日前
携公司数据及相关证明文件到指定地址，经
我司审核通过后领取标书，同时欢迎贵司加
入我司认可承判商，具体询联系人。
截标日期：2019年11月11日中午十二时正
联系人：何小姐 联系电话：（023）63695014
索取标书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御泰路30号2楼
回标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御泰路30号2楼

招标公告
家利物业管理（重庆）有限公司在重庆

有多个高端楼盘。现有以下事项公开招标：
提供物业合同纠纷诉讼及出具律师函服务

招标要求：
1.具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2.成立年限在3年以上；
3.所提供服务之律师须具有律师执业证
4.投标单位必须按合同费用提供全额增

值税专用发票。
有意投标公司须于2019年11月5日前

携公司数据及相关证明文件到指定地址，经
我司审核通过后领取标书，同时欢迎贵司加
入我司认可承判商，具体询联系人。
截标日期：2019年11月14日中午十二时正
联系人：何小姐 联系电话：（023）63695014
索取标书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御泰路30号2楼
回标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御泰路30号2楼

公告声明
住于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

虎啸村二组，村民（周南贵）身份证
号（510213192110313721已故）农
房在金鸡岭征地范围，请（周南贵）
的亲属协调好后于2019年11月15
日前，到南泉征地办领取补偿款。
逾期后由其女陈松容领取。

登报人：陈松容
2019年11月1日

接房通知
尊敬的鸥鹏?央著天域二期业主：

您购买的鸥鹏?央著天域
二期（推广名：江北嘴“新鸥鹏
教育城”）9栋已达到交付条
件，现我司特通知您于2019
年11月2日至鸥鹏?央著天域
二期现场办理接房手续。详
情见《接房通知书》内容！
详细咨询电话：023-67768464

400-023-9922
重庆创盈锦玺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31日

通知：渝北区龙华大道50-34号，燃气
表用户号5152668488的罗建勤，请见
本公告与我联系办理燃气过户手续，
本人田甜，联系电话：13193058456。
减资公告：经重庆鑫之津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6MA5U3JH0XC）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50万元减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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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01日

注销公告：重庆盛弘聚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5MA5U7HUE3C经股东会研究
决定，拟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
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11月1日
遗失声明：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机关
工会委员会遗失工行重庆分行新山村支行开
户许可证，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8639901，
许可证编号653000978661，声明作废

接房通知
沙区红岩魂广场二期（刘家坟）安置户：

现金洁安居逸园1号、2号楼已竣工，请
红岩魂广场二期原刘家坟社已签定住房安置
协议并选择安置在金洁安居逸园1号、2号楼
的拆迁户持户口簿、身份证及相关证件接房，
现通知事项如下：

1、接房时间：2019年11月6日（上午：
09:30-12：00；下午：14:00-16：00）。

2、接房地点：金洁安居逸园小区。
特此通知！

沙坪坝区征地办公室
沙坪坝区歌乐山风景区保护开发办公室

重庆金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日

王维遗失重庆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
的收据：编号SG1510463，金额6000元，大写
陆仟元整；编号SG1510461，金额4800元，大
写肆仟捌佰元；编号SG1510465，金额13200，
大写壹万叁仟贰佰元；编号SG1510464，金额
10000元，大写壹万元；声明作废。

重庆市武隆区质量技术监督局遗
失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
结算票据一份，票号（2015）NO:
000014102（三联）声明作废。

杨恒遗失重庆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2014年1月24开具收据贰张，其中履
约保证金收据壹张，收据号 0026747
（18000元）、质量保证金收据壹张，收据
号0026748（10000元），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融北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094319185E）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
由6600万元人民币减少为500万元人民币，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2019年11月1日

遗失声明:张燕军遗失重庆金河
天街置地有限公司3幢16-12购
房收据，房款金额：392587元，代
收费金额：15072.66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六
分所遗失重庆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17
份，缴款书号：002351556、002352101、
002352349、002354955、002355010、
002355236、002356432、002358565、
002358979、002361617、002361793、
002363363、002364012、002365929、
002366105、002367841、004138800。
遗失重庆市非税收入统一票据2份，开票票
号：002143968、003799162。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戴群瑶，女，1968.5.15,在2014年元月解
除重庆亿邦消防器材有限公司劳动合同关系。

沙坪坝区留侪宫茶楼遗失食品经营许可
证，编号:JY25001060006339，声明作废

经营者张树轩遗失2015年04月01日核发的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3600303293声明作废

个人征婚：女，未婚，28岁，身高160cm，本科，
区县在编教师，距离城区两三小时，苗条白皙，
温柔文静。征：未婚，28-33岁，身高168以上，
本科及以上，工作稳定，微信：zhangah2018

个人征婚

南岸区德飞火锅店遗失金税盘，
编号661728467744，声明作废

渝中区庄家饮食店（税号500103600466410）遗失空白
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一联无金额限制版）18份,发票号码
15085598-15085599；15085975；15085909；15085672-
15085674；15085553；15085526；15085576；15085540；
15085585；15085912；15085901；15085697-15085700，
声明作废

遗失九龙坡区体育局开具给上海城开集团重庆
德普置业有限公司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五
联，票号：（2015）No.000908798，金额：5万元，作废

遗失九龙坡区体育局开具给重庆贝迪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五联，
票号：（2015）No.000918742，金额：1万元，作废

重庆市恒贵保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
用章1枚，编号：5009169998742，声明作废

重庆市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租赁分公司遗失
渝A7U160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5016064声明作废

重庆豫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巴南界石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1015803)
账号：31100301040009038，特此声明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10月30日发布报告
《安全与效率：网约车出行的新锚点》（以下简称
《报告》），从政府、行业和舆论视角，观察网约车
整改舆情，提出网约车安全整改进一步优化仍
需在兼顾公众出行安全与保障出行效率、平衡
新业态发展与政策包容度、明确用户信息获取
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方面付诸努力。

之前，包括滴滴、美团、嘀嗒在内的多家网
约车出行平台10月25日分别公布一年来安全
整改工作情况，如：滴滴在整改过程中体现出的
安全能力，已经让网约车、顺风车行业具备了较
为系统化的安全标准。

那么，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滴滴安全升级
具体有哪些举措和改变？这份数字答卷中有明
确的答复。

平台添加紧急联系人的用户
从3000万增长到1.98亿

一年来，网约车用户安全意识越来越高，打
车使用安全功能已经成为出行习惯。根据统
计，去年9月添加紧急联系人的滴滴用户不足
3000万。时隔一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5倍
多，达到1.98亿。此外，每天约有107.5万个订
单的行程信息会被乘车人分享给亲友，行程总
距离相当于绕地球188圈。

安全攻坚以来，滴滴升级乘客端APP25
次，优化226项安全功能，尝试推出“加密行程
录音、录像”、“醉酒报备”、“黑名单”在内的多项
新的安全功能。以“黑名单”为例，滴滴于去年
10月推出该功能。如今，无论司机还是乘客，
只要把对方列入黑名单，一年内都不会再跟对
方同乘。截至目前，2248万用户已经使用过黑
名单功能。另外，滴滴今年3月上线“选择路
线”功能，目前每天使用人次达13万，乘客与司
机的路线纠纷投诉率降低32%。

9000名客服提供7×24小时服务

《报告》指出，政府对网约车行业秉持包容
审慎的监管原则。监管布局上，相关部门更倾
向于通过把牢准入审核关口来降低安全风险；
监管主体由交通运输部门单一发力走向交通、

公安、市场监管多部门聚合监管；监管力度上，
国家部委高度重视网约车出行安全问题，探索
规范顶层设计。本着对社会大众安全负责的初
衷，严把关、强监管，无可非议，但也要警惕矫枉
过正，应兼顾保障安全与便捷生活，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平衡好公共安全
与政策包容度，为新兴业态营造健康成长的政
策环境。

在网约车安全层面，客服团队响应速度是
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据了解，目前在国内的主
流网约车平台中，只有滴滴有专门的安全客服和
配合警方调证组。目前，滴滴已有9000名客服
人员（其中超过50%为自有员工），提供7×24小
时的服务，处理超过2600个不同场景的问题。

即便如此，滴滴客服团队还面临如何从大
量进线中快速定位风险的挑战。在客服团队日
均处理的30万进线中有1.7%疑似与安全相
关，会流转至线上安全响应中心，但只有0.4%，
也就是1200例真的与安全相关。

数据显示，今年1-5月，流转至滴滴线上
安全响应中心的安全风险事件，95%在30分钟

内响应，4.5%在30-60分钟内响应，所有事件
均能在130分钟内响应。未来，滴滴客服团队
还将持续提升车内取证能力，加强甄别投诉真
伪的能力。

94.66%“失联”人72小时内被找到

7月31日发布的《滴滴协助寻找“失联”用
户数据透明度报告》显示，一季度，滴滴网约车、
平台出租车及代驾业务共收到要求帮忙联络或
查询“失联”乘客、司机信息的需求16796件，约
占客服进线总量的0.061%。其中，94.66%“失
联”人72小时内得以被找到。

其实，找寻“失联”乘客的工作似乎并非滴
滴的职责所在。但在滴滴的实际运行中，协助
各方寻找“失联”乘客恰恰是平台自身最重要的
安全举措之一。经历安全升级之后，当滴滴收
到寻人需求后，一线客服会立即将相关情况升
级给安全响应中心即安全客服；经安全客服判
断，如果案情复杂或存在较大安全风险，将再次
升级至安全处置团队。

巨大的数字中，超过6成的“失联”情况是因

为手机出现问题造成。但不可否认的是，一季度
从安全客服升级至安全处置团队的寻人需求多
达637件，占寻找“失联”人员总量的3.79%。

尽管已是网约车出行领域的领先企业，但
包括滴滴在内的任何一家公司，都难以仅凭一
己之力就解决出行领域的所有难题，更难以
100%杜绝安全事件的发生。在业内人士看
来，与警方在内的社会各界携手才是破解出行
安全难题的极佳答案。

在1月份，滴滴与广东110报警平台合作，
当地用户可通过图片、视频方式发出报警信
息。上半年，滴滴持续与全国各地警方探讨升
级行程中的端内“110报警”功能。目前全国
227个城市的司机乘客，在电话报警外，还可以
通过APP使用短信报警。

相关数据显示，1至6月，滴滴安全客服对
接警方调证工作组7×24小时待命，共配合警
方完成调证6500余次，98%的调取证据工单都
在10分钟内完成，平台上的案件破案率保持
100%，协助警方破获“黑产”案件12宗，抓获嫌
疑人179名。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景然

银行卡在卡主手中，卡里的钱却被人取走
了，银行和卡主将会承担怎样的责任？昨日，
市五中法院发布了该院审理的金融纠纷十大
典型案例，在普法的同时，也为金融机构规避
风险提供借鉴。

银行卡上的钱被人分三笔取现

2010年1月27日，游某办理了一张借记
卡。借记卡章程规定，申领借记卡必须设定密
码，凡密码相符的借记卡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
人的合法交易，持卡人应妥善保管借记卡密
码，因密码泄露或卡片保管不当造成的损失，
由持卡人负责。

2016年10月28日，该银行卡在ATM上出
现分三笔取现交易，金额分别为3000元、3000
元、1000元。同日，游某陆续收到三条交易短信。

游某发现异常后，查询并打印了该银行卡
在2016年10月28日的交易明细清单，随后
从该银行卡现金取款30元。

当天游某向派出所报案称，收到3条短
信，一共取钱7000元，当时卡在自己身上，没
有副卡，密码也只有自己才知道。随后，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

银行被判承担主要责任要赔钱

事后，双方闹上了法院，并一直打到了市
五中法院。二审时，市五中法院认为，游某办
理银行卡后，与银行形成储蓄合同关系，且合
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

本案中，银行未能保障其发行的银行卡有
足够高的安全性能，导致不法分子用伪卡取走游
某账户的存款，违反了其应负担的安全防范义
务，对于游某的财产损失应承担主要责任。储蓄
卡密码由游某办卡后自行设置、保管，对出现利
用伪卡加密码取现的交易，应当认定游某对密码
未尽合理的妥善保管义务，应当承担次要责任。

为此，二审法院依法判令，银行赔偿游某
损失6300元。

今明阴雨回归 主城或跌至16℃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

亨）据重庆市气象台预计，昨日夜间开始，包括
主城在内的重庆西部和东北部偏北地区阴天有
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余地区多云到阴天。今天，
阴雨天气将掌控全市，各地最高气温也难超
23℃。明日，气温进一步下降，主城气温或将
跌至16℃。不过，到本周日，大部分地区的天
气将转为多云到晴。

始于用户 归于场景
双十一苏宁嗨爆全场景零售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胡
科）近日，“2019苏宁易购双十一全民嘉年华”
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上苏宁首度揭晓十年全
场景布局。

苏宁易购总裁侯恩龙表示，过去十年，苏宁
始终致力围绕用户需求的场景深耕。如今，苏
宁已完成全场景零售布局。目前，苏宁易购
APP、苏宁广场、苏宁小店已成为苏宁最重要的
场景互联网门户。在社交营销领域，基于苏小
团、苏宁推客等一系列工具，消费者可以更精准
触达所需产品。

具体到垂直服务领域：在综合购物场景，苏
宁有苏宁易购官方旗舰店（猫宁电商）；在社交
电商领域，有苏宁拼购；百货购物层面，有苏宁
易购PLAZA（万达百货）；家电3C消费，有苏
宁易购电器店和日本LAOX；家居家用消费，
有Hygge、苏宁极物等；在内容服务方面，PP
体育无论版权数量还是赛事直播运营，都属于
国内第一平台。

据悉，苏宁将在11月10日和湖南卫视共
同举办首届狮晚“2019湖南卫视苏宁易购11·
11嗨爆夜”。

市五中法院昨发布该院审理的金融纠纷十大典型案例

借记卡在手却被人盗刷 银行被判担责赔偿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呈上升趋势

昨日下午，市五中法院发布了近四
年来该院审理的金融纠纷案件情况，其
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居首位，民间
借贷纠纷案件数量最多。

市五中法院新闻发言人唐文副院长
介绍，从2016年到2018年，市五中法院
新收金融纠纷案件分别是116件、214
件、259件；2019年1-9月，新收金融纠
纷案件190件。从收案数量来看，金融纠
纷类案件在该院正稳步上升，增幅明显。

唐文称，从案件类型分布可以看出，
金融纠纷案件中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
主，其次为保险合同纠纷。其余少量案
件涉及信用卡纠纷、票据纠纷、储蓄存款
合同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典当合同
纠纷等。

在该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在
借贷合同纠纷案件中占比较重，而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金额则较大，单案最
大标的额已超过10亿元。

另外，在市五中法院辖区的基层法
院中，近三年来受理、审结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案件均逾万件，主要集中在渝中区
法院和南岸区法院。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徐勤

新闻发布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