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利手机号能改变命运、改善夫妻关系？
别胡扯了！全国上千人被骗1500余万

江北警方近日捣毁一迷信诈骗团伙，抓获33人，主犯已被检方批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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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手机号具有“数字能量”，能改变命运，
改善夫妻关系，让家庭和睦；金字塔还能提升周
围环境的能量；文昌塔则能提升学习能量……
相信了这样一个个美好“诺言”，全国上千人受
骗上当。昨日，江北警方披露了一起由该辖区
华新街派出所破获的迷信诈骗案，抓获嫌疑人
33名，涉案金额达1500余万元。

每个人心中都有美好的愿望：“家庭和睦”
“家人健康”“孩子学业有成”……然而，有人却
借机，通过玄学算命销售赋有“能量”的物品，谎
称能帮人改变命运，骗人钱财。

今年9月7日中午，家住江北区的先女士
来到江北区公安分局华新街派出所报警称，她
被人诈骗了。随后，她向民警讲述了被骗经过：
2019年6月，江北区东方家园小区，“今飞扬企
业管理咨询服务部”工作人员李某某称，改电话
号码可以改变命运、买塔可以使家庭和睦、买手
表可以使子女听话。先女士相信了，花6万余
元购买了电话号码、塔、手表。但后来却发现，
她和丈夫关系不但没缓和，甚至闹到了要离婚
的地步。

办案民警穆警官介绍，他们接到报警后，详
细询问了受害人的被骗经历，分析研判，立即组
织专案组开展侦办。

根据先女士提供的线索，民警在侦查中发
现，自2015年4月以来，嫌疑人李某某伙同黄
某某、高某等人在江北区金源路“今飞扬企业管
理服务部”以虚构手机号码和手表、金字塔、吊
牌等物品能够改变人的命运和生活为由，多次

实施诈骗，骗取多名受害人高额钱财。
该团伙由嫌疑人李某某充当“大师”，对家

庭、婚姻、财运等不顺利前来咨询的顾客实施诈
骗。李某某装模作样地根据顾客的生辰八字和
电话号码推算其未来运势，再以需要改运为由，
引诱顾客以高价购买吉利的电话号码、宝塔、手
表等方式转运。

穆警官介绍，这是一个不需要本钱的生
意。李某某等人从相关的挑号网站上，将看中
的号码选来卖给顾客，并称这些号码具有“数字
能量”，一个售价14900元。有些外地受害人，

从外地跑到重庆来办理。宝塔分两种，大的宝
塔6800元一个，小的则要2860元一个。仿卡
迪亚手表8600元一只。“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李
某某等人从网上批发来，或者找到工厂帮忙做
的，价格也就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李某某到案后，自己都声称，他们吹嘘的
“数字磁场”“数字能量”没有啥科学依据的，选
号码也很随意。

记者还了解到，该案的一些嫌疑人开始本
是受害者，但在李某某等人“能高额提成”游说
下，慢慢加入了诈骗团伙。

诈骗团伙中，嫌疑人黄某某、高某负责
招揽客户，部分客户以高价购买了电话号
码，发现并不灵验，但为了挽回损失，又成为
李某某的“代理人”，诈骗其他受害人，从中
抽取提成。

该案的涉案“代理人”有50余人，遍布全国
各地。目前，主犯李某某对利用迷信实施诈骗
供认不讳，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涉案嫌疑人黄
某某和高某已被采取强制措施。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徐勤 实习
生 陶临

◆陈永浪遗失2005年7月7日核发渝中区永浪家禽配送经营部
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5UMPJL4A作废◆声明：遗失肖永明（身份证号：51021319
6308244416）就业失业证，声明作废。◆遗失伍友乾、黄琼黎之女伍芸萱2017.3.30在重庆市中
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043202声明作废◆代迪于2020年11月10日15时在重庆市涪陵区遗失身份
证，16时已挂失，身份证号500102198408300019。特此声明！◆遗失重庆大嘉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渝A16T22道路
运输证：渝交运管渝字500100018894号，声明作废。◆经营者江山直遗失2018年11月14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7MA5XFEY027，声明作废◆声明：重庆随浪物流有限公司渝A9H900
遗失营运证，证号500227018648，声明作废◆重庆宝嘉建材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增值税普通发
票代码5000154320号码00851979，声明作废

◆重庆亚米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两路口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114434799201核准号J6530042474803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互瀚商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遗失2017.6.7核发的个体户唐昌府(南岸区尊宝餐饮店)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5UME8L4Q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菜鸟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2431
003875)、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243100387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依人行商贸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编号JY15001120210290，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区李妹妹食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编号JY2500106016736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巴南区石龙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3708613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丰怡隆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1270
55529)、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27055530)声明作废◆何学兰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证渝A032020050889遗失作废

◆遗失2005年发游来春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3600285704作废◆重庆天耀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5001087124551），声明作废

●杨鑫怡遗失位于重庆恒大绿洲B区车库
A-1071 号车位收据 1张,收据编号为
LZC0014834,金额166000元声明作废

重庆融创碧桂园望江府项目
A、B地块交付公告

尊敬的重庆融创碧桂园望江府项目A、B地块业主：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重庆融创碧桂园望江

府项目，以下商品房：A、B地块住宅经相关职
能部门验收合格，具备接房条件。请业主于
2020年11月28日-2020年11月29日9:00
至 17:00，前往重庆融创碧桂园望江府项目
A、B地块交付现场办理接房手续。

特此通知！
重庆碧桂园融创弘进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2日

限期迁坟通告
根据巴南区人民政府《关于拟征收农民集体

土地的公告》，拟清理征收巴南区南泉街道立桅村
白家塆社、马家塆社和双桥村桑家滩社、新房子社
集体土地，用于朗捷和贾平公交场两个项目建设。
现请南泉街道立桅村白家塆社、马家塆社和双桥村
桑家滩社、新房子社征地范围内的各位坟墓所有权
人限于2020年11月18日前，到所属村委会办理
相关迁坟补偿手续并自行搬迁坟墓，逾期未搬迁的
坟墓，相关单位将按无主坟予以处理，由此导致的
所有经济、法律等损失与责任，概由坟墓所有权人
自行负责，与其他单位和个人无关。特此通告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南泉街道办事处 2020年11月10日

郭世建遗失位于重庆恒大城5号地下车库-
1629 号 车 位 收 据 3 张, 收 据 编 号 为
HDCN0283130,金额67500元;收据编号为
HDCN0283129,金额2529元;收据编号为
HDCN0283128,金额2138.75元,声明作废

遗失潘峰，夏思瑶之子潘勃霖，于
2017年09月04日在重庆市九龙
坡区人民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R500220567,声明作废。

重庆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会员春节慰问品采购

询价公告
我司将于近期进行会员春节慰

问品采购询价，凡注册资金100万元
及以上、具有食品生产、销售资质的
单位，有意参加询价者，请于2020年
11月23日至11月27日，工作日上
午9时至下午16时，到重庆北部公共
交通有限公司（重庆市北碚区云泉路
2号）持单位营业执照，食品生产、销
售资质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加盖公
章获取询价通知文件。

联系电话：023-68357809
联 系 人：郭女士

成都原上广告有限责任公司遗失重庆华侨
城项目B21-1/05 地块11#至24#楼、B22-
1/05 地块64#至132#楼标识标牌工程项目
履约金收据1份，票据记载金额：贰万元整
（￥ 20000.00）。编号： ，声明作废

红四方品牌婚介
诚聘红娘。免费登记，
成功收费！成功率高！
配对 15023229311
电话 17823910683

◆经营者名称：宋玉婷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0800999881声明作废。◆重庆修正堂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涪陵区恒大山水城店遗
失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渝CB0020135声明作废。◆侯小玉遗失沙坪坝万达广场2018.11.27开具的装修押金收
据，号码0001956金额9301.43，号码0001944金额698.57作废

作废声明：原重庆郭氏富侨大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003817102584）、发票
专用章（编号5003817102586）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志成浩翔人力资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60UP173T，经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至30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11月12日

公 告
重庆协信雅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31日与
曾琪琪，身份证号码：50010819920412****，于2019年
9 月 30 日与张进，身份证：50022319880205****，于
2020年1月31日与石威，身份证：50038219880904****
等人解除劳动合同，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11日

遗失2013年04月24日核发的重庆雪瑞餐饮服务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720003050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雪瑞餐饮服务部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500107066161763），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代码066161763）声明作废

重庆信而泰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辆渝
A897LG的营运证，证号500105022155，声明作废
重庆信而泰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辆渝
A299XN的营运证，证号50010502033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格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8MA5ULTRH8L）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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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莆商投资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9010001505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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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艾诺森公寓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8MA60FCLB6G）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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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公告
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计公司”)需采购
1套阻尼正弦振荡信号源，有意者请到西计公司领取比
选文件。该公告有效时间截止2020年11月17日上午
12:00时。联系人:鲁先生 联系电话:13883353285

关于中铝西南铝板带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中铝西南铝冷连轧板带有限公司的公告
中铝西南铝板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65928433K，注册资

本54000万元人民币），中铝西南铝冷连轧板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787450039G，注册资本62419万元人民币）。经双方公司股东研究决定，中
铝西南铝板带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中铝西南铝冷连轧板带有限公司。合并完成后中铝
西南铝板带有限公司存续,注册资本116419万元人民币。中铝西南铝冷连轧板带有
限公司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吸收合并方的
债权、债务由合并后存续的中铝西南铝板带有限公司承继。请相关债权人自本次公告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可以要求中铝西南铝冷连轧板带有限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巫大军 联系电话：023-65808956

中铝西南铝板带有限公司 中铝西南铝冷连轧板带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鹏亿南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3052269406）股东会决议，拟将
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少到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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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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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宸汐实业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高新支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114454880778核准号J6530070268601声明作废
重庆屹群实业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石桥铺支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111657073186核准号J6530074611201声明作废

◆令狐复遗失位于重庆恒大绿洲B区
车库C-2048号车位收据1张,收据编
号为LZN0260014,金额83000元;认
购书1张,编号1609099,声明作废◆令狐复遗失位于重庆恒大绿洲B区车库
C-2055 号车位收据 1 张,收据编号为
LZC0011574,金额1715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市武隆区白云乡卫生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副本：登记号 45205038350023211C2201
（发证日期2019年10月14日），声明作废

工行员工
勇斗歹徒
获嘉奖

近日，一份嘉奖证书送到了
大足东城新区支行党员客户经
理赵德强手中，这个老党员有些
意外。

这份大足区政法委颁发的
荣誉证书旨在表彰大足区近几
年来的见义勇为行为，赵德强因
全力保护客户生命安全而负伤
的先进事迹受到嘉奖。

2017年11月的一个傍晚，
东城新区支行已经停止营业，赵
德强正在收拾工作资料准备下
班。突然，一位女客户跑到网点
门前求助，她说自己被一名长发
男子尾随，情况十分危急。赵德
强赶紧把女客户拉到网点内，以
避开长发男子的尾随，见网点内
尚有多人，长发男子暂时离开。
赵德强立即协助客户联系朋友
将其接走。

不料，随后不久，尾随男子
又持刀返回网点，寻找求救的女
客户。赵德强见状果断上前制
止，随后被长发男子砍伤，入院
治疗后被鉴定为伤残十级，头上
从此多了一道疤。提起当晚的
事情，网点的同事现在仍旧心惊
胆战，但赵德强却说，“我是一名
党员，还是一名退役军人，不得
怕！”

针对赵德强主动帮助客户，
保护其生命安全，并英勇与歹徒
搏斗的行为，大足区政法委在
2019年11月发文予以表彰，并
给予5000元现金奖励。近日，
荣誉证书送至赵德强手中。

11月10日，中铁十一局五公司在
重庆轨道18号线土建二标项目部工地
举行了一场特别的集体婚礼，来自全国
各地工地的10对新人参加。他们的爱
情故事，无数次让台下观众感动落泪。
他们常年奋战在全国各地重点工程建设
一线，与家人、亲朋好友聚少离多，有些
人常年无法陪伴在妻子身边,但他们互
相支持、互相理解，爱的力量让他们结为
幸福美满的家庭。

铁建员工张玖林常年在高原铺路架
桥，妻子张雪芳是一位白衣天使，在今年
抗疫一线奋战40多天，夫妻俩聚少离
多。“今天能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举办
这一场特别的集体婚礼，我感到十分幸
福，终生难忘。作为新时代铁建人能为
祖国建设，扎根一线，我无怨无悔。”集体
婚礼现场，张玖林哽咽着说。“今天的集
体婚礼好温馨，背后一个个伟大的爱情
故事，让我们备受感动。”现场观众纷纷
感叹。

记者了解到，参加集体婚礼的职工，
都是中铁十一局五公司全国各重点工程
的业务骨干，常年为国家和企业的发展
无私奉献。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经
常主动放弃休息休假，有的婚期一拖再
拖，有的匆忙举行婚礼，就奔赴工作岗
位。

当天下午，中铁十一局五公司第三
届职工文化艺术节隆重开幕，铿锵有力
的誓言，激烈有序的抢险情节重现，精彩
纷呈的表演，深深抓住了现场观众的心。

据悉，重庆轨道18号线土建二标通
车后，将有效实现渝中、九龙坡、巴南和
大渡口的快速联系，带动沿线产业聚集
区的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缓解主城南部
交通拥堵状况。

上游新闻记者 鞠芝勤 刘润 通
讯员 侯利 摄影报道

骗术揭秘
抓住受害人的弱点骗取钱财

办案民警介绍，其实利用封建迷
信手段诈骗并不高明。骗子经常以

“算命、看相、看风水、看病消灾”等借
口，利用人们“破财挡灾”的侥幸心
理，诈骗钱财。简单分为以下几类：
看房子、墓地风水；测八字看姻缘；看
面相知运势；测名字、起名字；“跳大
神”祛病魔；假冒僧人道士祛灾祈福
等，皆是抓住受害人的弱点，凭借三
寸不烂之舌骗取钱财。

我们结婚啦 10对新人在轨道工地上
举行集体婚礼

▲新人们一同走过红地毯

▲张玖林与妻子张雪芳的甜蜜时刻

新人流下幸福的泪水

▲

警方展示查获的部分赃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