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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兵遗失船员服务簿，服务簿编号50023019940
4013739，违法记分页号A00749655，特此声明◆遗失王功正、彭小娟之女王可鑫2015.7.1在重庆市巴南
区人民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296884作废◆重庆巴伦斯体育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5001057080355），声明作废◆遗失李静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4159968作废◆声明：陈洪伦遗失医师执业证书，
编号14150022200010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大知捷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码：5001001119650），声明作废◆重庆源宇飞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10月9日遗
失公章壹枚，编码5001073311702，声明作废。◆金牌卫浴遗失重庆建玛特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110号铺
位销售单据二本，单据号（2717676-2717725），声明作废。◆遗失2020年10月13日核发的江北区周诗荣餐饮店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代码92500105MA6167RL4A声明作废◆声明：遗失刁羽护士执业证书，
编号：20095004610，声明作废。◆渝北区周必兴食品经营部遗失2017-05-
22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12MA5ULA7XXX声明作废◆重庆昶财贸易有限公司公章财务章的印章备案回执遗失作废

◆遗失2018年07月02日核发的重庆市沪玑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60023U8H声明作废◆遗失2015.12.30核发的重庆厚荣快递有限公司五分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48MA9K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大足区安庆装饰行公章
壹枚（编号500225700848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颖璐建材经营部公章壹枚
（编号5002263054781），声明作废◆巴南彭科祝中医诊所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登记号PDY98854X50011317D2122)及公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佳学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公章壹枚(编号5001137094217)声明作废◆遗失轩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银行重庆南坪南路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71389101声明作废◆方卓衡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妇幼保健院 2019年版重
庆市门诊医药费专用收据，票号 023081632，声明作废◆遗失2016.7.28核发的云阳县龙船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MA5U747E1A声明作废◆重庆亦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发票专用
章一枚（编号5001137152083），声明作废◆遗失2018.8.20核发的重庆思迈尔美全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5XB51U声明作废◆重庆锦昂门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5001035017509），声明作废◆江北区李涛涛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050179080,声明作废◆王家利遗失重医附二院发票票号
96388877金额507.45元声明作废

迁坟公告
经渝府地〔2020〕177号文件批准

征收重庆市南岸区峡口镇西流村大桥、
西流村民小组，柏林村柏林村民小组，大
田村大田村民小组部分集体土地作为重
庆郭家沱长江大桥工程配套及附属设施
的用地。请在柏林村、大田村和西流村
征地范围内的坟墓主于2020年11月15
日前在属地村委会办理坟墓迁移登记手
续，并在2019年11月30日前将坟墓自
行搬迁，逾期视为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重庆市南岸区征地事务中心

2020年11月5日

收据遗失声明
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商会由于票据管理人员管
理不当，将收据编号：000568110、000568112两
份收据遗失，故本商会登报作出作废声明。日后
此收据原件出现，本商会有权拒绝相关权益，由此
造成的经济纠纷与本商会无关。特此证明!
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商会 2020年11月5日

减资公告：经嘉致（重庆）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MA5YXCH085）股东会决议，拟将
注册资本从4000万元减少到1200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债务人到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11月5日

股权变更公告：重庆鑫锭教学设备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协议,原
股东徐兴定、杨云亦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现股
东朱泽林、晏雪君；2019.12.20前的所有债权债务由原股东徐
兴定、杨云亦全权负责，2019.12.20后的所有债权债务由现股
东朱泽林、晏雪君全权负责。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担保
关系的各单位及个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向本公司申报。
自登报之日起30日内无申报者将于本公司无关，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得比力电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60F34L5D）股东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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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5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新代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405322979X1）股东决定，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300万元减少到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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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5日

遗失重庆市渝北区房友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开
具给宜宾市南溪区千顺信息咨询部收据一份
编号NO:7819352.金额2000元，大写贰仟
元整已盖公司财务专用章，声明遗失作废。

声明：黄建伟遗失重庆恒大雅苑28栋0107号
房收据 2 份：租金保证金收据，票据编号
yy00596128金额9488元；租金保证金收据，
票据编号yy00557871金额3226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重庆立洋绿色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码：
5001172030644），声明作废

重庆市公务车辆拍卖公告
受重庆市相关单位委托，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拍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一批公车进行公开拍卖（拍卖不
含车辆号牌，详见拍卖清单）展示地点：巴南区渝南大道西部
国际汽车城内牧田摩配厂衡正评估公司。

1、拍卖时间：2020年11月12日9:30，展示时间：两天
（9:00-17:00止）。报名时间：11月 11日 9:00至 17：00
止。拍卖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新溉大道103号中
渝·香奈公馆6幢18-办公，本公司拍卖大厅。

2、车辆过户手续办理：为加快成交车辆过户手续的时
间，统一为买受人提供代办服务、相关费用（若涉及上线检
测、年检服务、交强险、车船税等）由买受人承担。拍卖具体
规则和注意事项详见《拍卖目录》。

3、成交后，佣金按成交价5%在成交当日12时前一次性
付清。涉及相关费用详见拍卖清单成交后由买受人承担。

4、竞买保证金：1万元/辆，POS机现场刷卡（仅使用储
蓄卡）。从公告之日起在我司查阅资料，竞买须知、拍卖清单
展示现场领取，展示时间接受报名；报名地点：重庆恒升拍卖
有限公司。竞买人持有效证件按上述规定时间到本公司刷
卡报名，并缴纳报名资料费300元/人一个号牌（成交与否此
款不退）取得正式竞买资格。公司网址：www.hs518.com
车辆详情可扫描本公司公众号，了解更多车辆信息。

重庆恒升拍卖有限公司
023- 68623128罗先生 2020年11月5日

◆声明：重庆伊之拉演艺经纪有限公司所使用
含“伊之拉”相关内容的知识产权持有权归属
于设计发明人张万秀所有。特此声明◆通知：重庆伊之拉演艺经纪有限公司全体股
东:为维护公司形象及合法权益，就重新整合
公司现再次通知你们见报三日内到公司参加
股东大会。逾期将视为自动放弃其相关权益。

减资公告：经重庆安拉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3MA5UKURT3M）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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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5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平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3MA60JCG575）股东决定，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1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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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5日

重庆市万州区秋朗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1331659707U；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1331659707U 1-1-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秋朗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1331659707U)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注销。按
《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之内到
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人: 郎正伟 电话:18124962488

重庆市万州区秋朗商贸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5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隆通水泥制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375008205XA）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8000万元减少到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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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欧克广告传播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3000045312）股东会决议，拟将
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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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5日

声明：遗失重庆市渝北区房友地产顾问有限
公司开具给重庆鼎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
友保证金收据，收据号码：1442614，金额：
5000（伍仟元整）；收据号码：3010335，金额：
5000（伍仟元整）；收据号码：1530032，金额：
5000（伍仟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比优特文化艺术培训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605RMK2M）股东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减至1万元。根
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11月5日 ◆陈畔遗失军官证，号码：军字第0943577，特此声明。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2011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1 16 20 21 28+05 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005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3 2 3 0 0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005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0 0 3 3 3 0 0 0 3 1 1 1 3

本报讯 （通讯员 何彦羲）近日，
大渡口凤阳村开展全民动手活动。凤
阳村对辖区内的卫生死角进行了一次
环保卫生清理大扫除。

工作人员和热心志愿者20余人齐
心协力地铲除牛皮癣、捡拾白色垃圾、

清除堆放的杂物，为创造洁净家园做出
一份贡献。在历经一天的辛苦奋战后，
辖区环境焕然一新。此次凤阳村开展
的“全民动手”活动提升了居民群众对
创建文明城市的认同感和满意度。凤
阳村将全面提升市容市貌、城市环境。

全民动手志愿者清理辖区垃圾

话题新
闻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上映后受到观众
热捧，该片通过五个故事单元，讲述了发生
在中国东西南北中五大地域的家乡故事。
除了精彩的剧情外，电影中还隐藏了许多
法律问题，看过电影的你get到了吗？

近日，记者邀请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
能法学院教师谭吉，就电影中可能涉及的
法律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葛优”涉嫌诈骗
“黄渤”散布虚假消息
“邓超”侵犯肖像权

……

西政教师解读
《我和我的家乡》中
人物犯了什么“罪” 2

3

4

5

《北京好人》单元
“骗”医保行为可能犯诈骗罪
此单元讲述了北京人张北京（葛优饰）的故事。张北

京一直想买辆8万元的车。等他终于攒够钱的时候，表舅
上门借钱看病。不舍得借钱给表舅的张北京想出“歪门邪
道”，让表舅冒用自己的医保卡看病手术，于是二人开始了
一段“阴差阳错”的治病之路。

专家说法：
谭吉表示，片中张北京和表舅“骗”医保的行为属于

“以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两人若既遂，就犯了诈
骗罪，系共同犯罪。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是为补偿劳动者因疾病风险
遭受到经济损失而建立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职工医疗
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在实际使用中，职
工医保个人账户主要是解决参保职工的门诊或小额医疗
费用，同时为职工年老多病时积累部分资金。“但即便是个
人账户，也是属于医保基金，应当用于自己的医疗消费或
其他政策允许的范畴。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这种观点是错
误的。”

医保卡体现的是医保基金的支出情况，记载的是持卡
人过往的诊疗信息，具有个人专属性，是参保人员办理和
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重要凭证。把自己的卡出借给他人
看病就医，本质上是骗取医保待遇和医保基金的行为。一
经发现，医保部门可按照《社保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进行
处罚，将追回医保基金，将持卡人、冒用人失信行为纳入医
保信用档案或纳入失信人员黑名单，影响其下一步享受医
保待遇，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将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因此，提醒大家一定要正确使用您的医保卡，
保护好自己的医疗记录。

《天上掉下个UFO》单元
散布虚假消息可能触犯法律

此单元讲述了中秋之夜，贵州黔南的阿福村惊现神秘
UFO，给原本贫瘠的小山村带来巨大关注。其实，所谓的
UFO就是黄大宝（黄渤饰）自己发明的飞行器，而村长（王
砚辉饰）等人为留住关注度，不愿说出真相。

专家说法：
谭吉认为，“唐探二人组”进村时乘坐黄大宝驾驶的拖

拉机，途中还喊着“安全第一”的口号，但是拖拉机载人并
不安全，而且违法了。

拖拉机作为一种生产工具，没有设计载人安全防护措
施，在拐弯、急刹和遇到紧急情况处置时，很容易造成人员
伤亡，甚至造成群死群伤的事故。因此，要坚决杜绝拖拉
机载人事件发生。

随着故事的深入，才了解到其实所谓的UFO就是黄
大宝自己发明的飞行器。为了博取关注，散布虚假消息，
同样触犯了法律。

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不得利
用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等活
动。从司法实践来看，利用虚假事件恶意炒作，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的，有可能触犯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的规定，涉嫌寻
衅滋事罪，如果散布的信息属于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中的
一种，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还有可能触犯刑法第二百九十
一条的规定，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如果行为人
以虚假事件炒作牟利，例如编造公益捐款、爱心众筹等虚假
信息骗取他人财产，事实上是以虚构的事实骗取他人的公
私财物，其行为可能触犯诈骗罪，面临刑事处罚。

《最后一课》单元
加重病人病情可能需要担责

此单元讲述一位老年教师（范伟饰）在身患阿尔茨海
默症后，回到曾经下乡教书的村子，而他教过的学生们决
定复原1992年的“最后一课”，帮老师找回失落的记忆，在
这种回忆和现实的交叉中，引发了一幕幕让人感动的故
事。

假设学生们为了帮助患病老师找回记忆，结果却导致
老师受到刺激症状加重，这种情况下学生们需要担责吗？

专家说法：
谭吉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

包括：加害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及行为人主观上的过
错（故意或过失）。判断行为人是否应当担责，需要考虑其
在帮助患者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若行为人方式比较
粗暴，以能够预见该方式造成患者病情加重，可以认定其
行为具有过错。而题设情形并不属于无过错责任的特殊
情形，片中学生以复原“最后一课”此种相对比较温和的方
式，并不能预见到该方式可能造成患者病情加重，不具有
主观过错的，即使最终导致患者病情加重，也不应当承担
相应的侵权责任。

当然，无论如何，对于患者而言，病情加重对其都是一
种不幸，对于行为人而言，即便出于好心帮助他人，也应在
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以免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回乡之路》单元
偷拍合影用于营销已侵犯肖像权

此单元故事发生在陕西的毛乌素沙漠，这片曾经寸草
不生的沙漠，如今已是绿树葱葱。“沙地苹果”经销商乔树
林（邓超饰）帮助家乡致富寻找买家，却遭到电商闫飞燕
（闫妮饰）的嫌弃，两人因回母校参加校庆而被迫共同踏上
回乡之路，一路波折不断、摩擦不停。

专家说法：
谭吉表示，商人乔树林（邓超饰）和电商带货主播闫飞

燕（闫妮饰）回母校参加校庆在路上偶遇。乔树林为了
“骗”合作，甚至趁闫飞燕闭目养神之际偷偷拍摄了二人的
合影用于营销宣传，显然已经侵犯了闫飞燕的肖像权。

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
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我国民法始
终对自然人的肖像权提供法律保护，《民法通则》以“未经
肖像权人同意”+“以营利为目的”两个要素对侵害肖像权
的行为进行认定。但是，实践中侵权人常以行为的非营利
性进行抗辩以逃避法律的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其人格权篇对肖像权的保护
进行了专章规定，并且删除了“以营利为目的”这一要素，
避免了肖像权保护范围的不当缩小，为肖像权侵权行为的
认定提供了清晰指引。

《民法典》把肖像权纳入人格权篇独立成章，扩大了对
肖像权的保护范围，加强了对每个人“脸面”的保护力度，
适应了大数据时代、智能社会对肖像保护的需要。

现实生活中，侵害肖像权所造成的损害可以分为财
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两类，因此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亦分
为精神赔偿及财产赔偿两类。前者通常包括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后者则主要是财产赔偿，财产赔
偿又依据造成损害原因的不同，分为财产损害赔偿和精
神损害赔偿。

《神笔马亮》单元
景区设立告示牌禁止特定人群
入内是否构成侵权？

此单元讲述了出生在东北山村的马亮（沈腾饰）瞒着
妻子秋霞（马丽饰）放弃了去俄罗斯进修的机会，选择了下
乡扶贫，淳朴的村民也一直配合马亮演戏。然而阴差阳
错，秋霞来到马亮扶贫的村子拍孕妇照，为了不让她发现
实情，引发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

为了不让秋霞发现实情，村长在观景台贴告示牌阻止
秋霞等人上观景台观景、拍照。实践中，景区设立告示牌
禁止特定人群入内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专家说法：
谭吉表示，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平等权，景区是公共

场所，任何公民均享有平等进入景区的权利。我国民法规
定了平等原则，平等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
时，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景区设立告示牌禁止特定人群
入内，若本意是为特定人群权益考虑，则属于合理的差别
对待。例如某些高危区域，心脏病、高血压患者、孕妇禁止
入内；无监护人陪同的未成年人禁止入内等。而题设情形
系无理由地针对特定人群禁止入内，无疑是一种身份歧
视，属于不合理的差别对待，违反平等原则，侵犯了公民的
基本权利。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既不得强制交易，也
不得拒绝交易，若景区设立告示牌禁止特定人群入内的行
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有权向行政管理部门
投诉或要求经营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乙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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