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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捕现场。

近日，涪陵区人民法院民事财产保全中心
接到一通紧急求助电话，一女子“手滑”误将26
万余元汇入他人异地账户，请求申请财产保
全，希望能冻结这笔钱款。

错汇26万到他人异地账户
据丁某某介绍，她来自浙江宁波，因粗心

大意，误将一笔266127元的货款错汇到了同
名同姓的李某账户中。

发现汇款错误后，丁某某第一时间求助公
安和银行。经核查获知，李某系重庆涪陵人，而
汇错的账户是李某在湖南株洲开设的银行账
户。“我尝试和李某联系，但电话一直无法接通，
我真的非常担心李某将钱款取走花掉。”丁某某
在打给涪陵法院民事财产保全中心的求助电话
中着急地说道，请求法院立即冻结这笔钱。

两地联动足额冻结钱款
涪陵法院民事财产保全中心办案人员在

接到丁某某的紧急求助电话后，立即为丁某某
解答财产保全业务在线办理手续。

“重庆法院已开通了财产保全在线办理业
务，你可以在易诉平台网上申请保全，担保也
可以在线办理。”

“申请提交后，法院后台即可审查办理，申
请费也将发送短信网上缴纳……”

丁某某听完后连连道谢，随即进行了申请。
当天，办案人员在审判管理系统后台收到

丁某某的申请后，第一时间进行审查，及时立
案，作出裁定并启动实施。

只是，需保全的银行存款开设网点位于湖
南株洲市，无法通过网络查控。办案人员利用

“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综合管理平台”，将冻
结事项委托当地法院进行办理。

一个工作日后，受托法院在“人民法院执
行指挥中心综合管理平台”上进行了反馈，足
额冻结了该笔钱款266127元。

误将钱款汇入他人账户，这样追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

一条：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
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
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人应
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
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
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重庆晨报·
上游新闻记者 徐勤 通讯员 张升祥

三个层级，圈套层层递进
今年6月，彭水警方接到市民报警，称自己

被人借“网恋”诈骗，彭水警方随即抽调网安、刑
侦等警种业务骨干展开调查。随着调查的深

入，一个以某直播平台为载体，涉嫌通过“网络
交友”诈骗受害人刷高额礼物的团伙浮出水面。

6月30日，彭水警方将藏身于高档写字楼
的直播诈骗团伙一举打掉，当场抓获涉案人员
66名，查扣涉案电脑100余台、手机191部。

经警方调查，该团伙下设“主管”“女主播”
和“业务员”三个层级。

先由“业务员”（男性居多）以“女主播”照片
为“诱饵”，在部分网络社交平台和婚恋网站上
以交友、婚恋为幌子大量添加好友。再通过提
前培训好的“话术”套路，引导添加的好友进入
到某直播平台，看“女主播”表演。

最后由“业务员”冒充“女主播”与受害人聊
天，这时通常已经建立了“恋人”的身份，遂开始
诱骗受害人在直播平台为“女主播”刷棒棒糖、
水晶鞋、钻戒、火箭等礼物，每件礼物在直播平

台上明码标价，价格从几十元到数千元不等。
调查中，这个“主管”“主播”“业务员”各司

其职、交友平台谈恋爱、加好友为直播引流、诱
导受害人刷礼物的“一条龙”操作流程，及其背
后大量的文案、资料、培训体系，令见多识广的
办案民警都直呼“专业”。

专业培训，打造各种人设
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成功率，该诈骗团伙

中的“主管”，负责对整个流程的精准把控和对
女主播及业务员的日常培训指导。该团伙精心
打造了“主播套路大全”等培训文案。

为了吸引受害人加好友，进而深深地爱上骗
子设置的网恋对象，该团伙给每一名“网络身份”
都打造了一个专属“人设”。有的是“幼儿园老
师”，有的是“文员”，有的则包装成“咖啡店小姐
姐”。为了让团伙中“业务员”不至于“聊混了”，
该团伙还专门编撰了每个角色的详细简历，包括
家庭背景、人生履历、兴趣爱好等各种细节。

所有这些信息都由“业务员”通过交友平台
进行展示，受害人一旦信以为真，就会被各种话
术引诱到直播平台，为拥有各种人设的“女主
播”刷礼物献爱心。

为了达到吸引受害人加好友、看直播、刷礼
物，该团伙还制定了非常详细的步骤，供“业务
员”高效、标准化操作。这些步骤精细到第一天
应该如何搭讪，第二天如何吸引注意力，如何进
一步深入交流情感话题等。甚至，还有专门的
账号操作规范，指导“业务员”维持各种账号的
热度，打造朋友圈的形象等等。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

喝下含扑尔敏成分的感冒药，驾车打瞌
睡惹了车祸。1日上午9时许，在渝北区桃源
大道，一辆蓝色厢式大货车骑在道路绿化带
上，车头、车身严重变形，驾驶室玻璃破损，但
该车司机侥幸没受伤。渝北交巡警支队双凤
大队接到报警后，火速赶来处置。

经查，司机叫宋某。当天上午，患了重感

冒的宋某浑身乏力，身体非常不舒服。家人
劝他停车休息，不要开车了。可他感觉能撑
得住，也想多挣点钱，便去药店购买了一包感
冒药，用温水吞下。然后，继续驾车上路。

行车途中，感冒药里扑尔敏等药物成分
开始起作用了，致使他昏昏欲睡。他继续强
打精神开车，当驾车来到桃源大道时，头部昏
沉，两眼睁不开了，脑袋一片空白。他正要靠
边停车时，操作不当，货车撞上路边电杆，又
冲上绿化带。宋某被撞昏了头，过了好一会
儿，才在行人帮助下，挣扎着从驾驶室里爬了
出来。

宋某吃药驾车，操作不当，导致交通事
故，要对该事故承担全部责任，承担修车、市
政绿化修护费用共计上万元。根据《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民警对宋某驾车时有其
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做出了记2分、
罚款100元的处罚。

交巡警提醒：“开车不喝酒”大家都明白，
但“药驾”的危害，多数人还不熟知。感冒药
多含有抗过敏成分，服用后容易出现晕眩、头
痛、焦虑等，甚至出现注意力分散、思维混乱、
困倦嗜睡等症状，驾车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注
意力不集中等情况。患者服用感冒药，最好
不要驾车，至少休息6到7个小时，才能开车。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

误将26万元汇到他人账户
看看她是如何追回这笔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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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现场，大货车受损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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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懵懂“网恋”背后 竟有66个骗子在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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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立公告
重庆美心贝斯特门窗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5584.0363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以及公司股东会决
议，重庆美心贝斯特门窗股份有限公司采取派生分立方
式分立为“重庆美心贝斯特门窗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为3584.0363万元）和“重庆美心特瑞图门业制造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原重庆美心贝斯特门窗
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分立后的“重庆美心贝斯特
门窗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美心特瑞图门业制造有限公
司”共同承担。本公司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45天内，要
求公司对该债务承继方案进行修改，或者要求清偿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重庆美心贝斯特门窗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1日

◆奉节县熊家包食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5002369811330），声明作废◆周文宾（身份证510213198309056512）遗失
助理工程师证，编号：10020127694，声明作废◆遗失上海锦天城（重庆）事务所刘张律师执业证
书，执业证号：15001201610462861，声明作废。◆工商银行杨家坪支行遗失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张，发票代码5000193130，号码0684313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隆鑫花漾山地产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编号：5002320799487声明作废◆遗失营运证号500109017471作废◆遗失重庆久云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5001
097040468号和徐陈伟法人印鉴章声明作废◆遗失周宇保险执业证00012750000000002020003025作废◆遗失杨莉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4196033作废◆遗失重庆市三抠网吧网络文化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500112200216声明作废◆遗失璧山区吴瑜酒水经营部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编号JY15001200134104，声明作废◆遗失舒俊、汪燕之子舒美嘉2014.6.18在重庆市南岸区
西计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041797声明作废◆声明：重庆致朗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法人章一枚（王德英），声明作废◆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危险品运输分公
司渝A6H679营运证500104012303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文驹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公章的印章
备案回执，编号:50022120191108010，声明作废◆遗失个体工商户但杰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编号JY25001080097622，声明作废◆遗失鞠敏残疾人证，证号5102131980050883206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南川区小米湾家庭农场公
章壹枚（编号5003847017422）声明作废◆重庆市江津区黄萍汽车维修服务部公章壹枚（编号
5003817025046）因为损坏无法再继续使用，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盛家豪建筑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税号915000
00MA5U6B6M4Y）税控盘，编号589904320634，声明作废。◆遗失2016.8.11核发的重庆瑞托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79BJ1M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顺财照明技术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
执、公章壹枚（编号5001087152776）声明作废◆重庆睿德帮科技有限公司因公司名称变更，声明:公章(编号
5003817067964)、财务专用章(编号5003817067965)作废◆遗失江北区曾超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JY2500105020303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佳周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17203
2474)、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72032475)声明作废◆曲佳楠保险执业证00000550010080202020000064遗失作废◆熊良超保险执业证00000550010080202020000747遗失作废◆万永芹保险执业证00000550010080202020000683遗失作废◆重庆众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重庆市大足区古龙镇财政
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1170932255XM)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12月2
日起10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鼎山街
道艾坪山1号项目工程竣工现状公示的公告

位于江津区鼎山街道东部新城E1-1/01
号地块的艾坪山1号项目工程，由重庆良浩置
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现已竣工。该事项现将
由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竣工相
关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20年12月5
日至2020年12月11 日。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
2020年12月5日至2020年12月11日，在江
津区规划展览馆大屏幕、项目所在地及重庆市
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对该项目工程
竣工现状相关情况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
具体内容请登陆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网站（www.jiangjin.gov.cn）、到江津区
规划展览馆或该项目所在地现场察看，欢迎相
关利害关系人以及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公告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 系 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47696239

2020年12月4日

声明：陕西海嵘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州龙锦名都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L6673000062401
账号5005012268000000014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良旺粮油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8MA60WX4AXB）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
资本由1000万元减至1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
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本公司办理有关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12月4日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关于燕子岩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项目（二期）
安置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的公告

各房屋拟被征收人：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

（暂行）〉等有关办法的通知》（渝办发〔2011〕123号）和《渝中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实施细则（试行）》（渝中府发〔2014〕32号）的规定，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就燕子岩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项目（二期）拟订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并报渝中
区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论证。现将该方案予以公布，向被征收人征求意见。如
您对该方案有修改意见，请您向现场办公室提出。

一、征求意见期限：从2020年12月4日起至2021年1月2日止，共计30天。
二、征求意见方式及《方案》修改程序
1、被征收人持身份证明及相关资料到现场办公室咨询相关政策，并填写《安置补

偿方案意见反馈表》征求意见表。
2、渝中区人民政府在征求意见期满后将征求意见情况和根据公众意见修改的情

况予以公布。
三、联系方式
现场办公地点：枇杷山正街74号附18号（枇杷山庄一楼）
现场办公电话：63258662 监督电话：63328673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
2020年12月4日

《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送达公告
重庆渝联信建设有限公司：温玥向我局提
出本人工伤认定申请，我局受理后于
2020年11月23日制发《工伤认定限期举
证通知书》（渝中人社伤险举字〔2020〕
112号），并以邮寄方式向你单位送达《工
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被退回。经多
方联系无果，现通过公告送达，请你单位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前来我局领取《工
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重庆市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12月4日

◆遗失巫山县星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专用章编号5002371000397一枚作废◆遗失未经公安备案的中共巫山县大昌
镇兴胜村支部委员会公章一枚作废

关于祥瑞城四期、五期
生化池位置修改的公告

各利害关系人：
本工程位于江津区滨江新城。该项目

按相关程序已办理工程规划许可。现重庆
祥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对该项目四期、
五期生化池位置进行修改，我局将于2020
年12月7日至2020年12月14日在江津区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区规划展览馆及项
目所在地对变更情况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
利。具体内容请到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网站、区规划展览馆及项目所在地现场查
看，欢迎相关利害关系人提出宝贵意见。

特此公告
2020年12月3日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邮 编：402260
联 系 人：郑先生 联系电话：47696252

公 告
现有重庆卓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有一批

废旧物资（电子设备）需要转让，有意者请自
行去现场查看，在5日内上交报价书。
报名截止时间：2020 年12 月8 日下午5点前
物资所在地址：重庆市合川轻纺工业园
现场联系人：秦先生 18983163896
联 系 电 话：杨先生 18702308898

声明
本人游川，于2020年11月25日在重庆

市渝北区木耳公租房遗失身份证2张，游川
（513030199203052014）、周静雯（513029
199407031463）；现登报挂失，自遗失当日
起，任何以此身份证，作身份证明或抵押、签
署之具法律效力之文件均非本人授意或签
署，若非本人持证，产生一切后果本人概不
负责；由此张身份证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本人一概不予承担负责。特此严正声明!

重庆海关罚没财物拍卖公告
受重庆海关委托，本公司于2020年12月11日10点

—2020年12月12日10点（延时的除外）在阿里巴巴资产
处置平台上（网址：http://zc-paimai.taobao.com）对海
关罚没财物一批进行公开分零拍卖，标的一：杂货一批，起
拍价：81629.1元，竞拍保证金：8000元。标的二：手表及
配件等一批，起拍价：4735.2元，竞拍保证金：500元。以
上标的不确保真伪，交付时以实物为准，成交价不作调整，
标的详情见拍卖清单。12月9日至10日在标的存放现场
公开展示，竞买人按规定缴纳保证金并拍卖会前在淘宝网
和支付宝上完成实名登记注册。佣金5%由买受人支付。
咨询电话：400-1609881、023-68628877、13389609381
（苏先生）海关监督电话：023-67709350

重庆恒升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4日

公 告
我公司江西枫叶园林规划工程有限公司现更名
为江西鸿业生态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由我司
承建的“玉峰山森林公园改造升级新坪风貌整治
二期市政管网及景观工程”现已竣工验收，凡有
关单位及个人的债务自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与
本公司负责人联系，逾期将不予办理，特此公告！

江西鸿业生态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4日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关于圣泉街道滨洲西路28号半山府邸25栋
吊3层局部商业单元分割方案公示的公告
位于江津区圣泉街道滨洲西路28号半山府邸项

目工程由重庆津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开发建
设。因优化住用需要，项目工程开发建设单位重庆津
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对其25栋吊3层8
号门市进行建筑单元分割。该事项将由重庆市江津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相关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
为2020年12月7日至2020年12月13日。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2020年
12月7日至2020年12月13日，在江津区规划展览馆
大屏幕、项目所在地及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网站，对该房屋拟进行建筑单元分割的相关情况进
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登陆重庆市江津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www.jiangjin.gov.cn）、
到江津区规划展览馆或该项目所在地现场察看，欢迎
相关利害关系人以及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公告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 系 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47696239

2020年12月4日

公 告
重庆西部公交2021-2022年收银钱袋搬运劳
务外包比选项目于12月3日开展公开比选，
因响应资质问题，宣布本次比选流标，相关信
息另行登报通知。监督电话：65314473
地址：沙坪坝小龙坎正街339号10楼监审室

重庆市社会保险举报稽核通知书
南岸社稽通〔2020〕178号

重庆方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参保编号:20110096）：

我局接到张元生要求你单位按实际
工资补缴2004年4月到2014年2月养老
保险的投诉。根据《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
办法》之规定，决定对你单位为张元生申
报社会保险的有关情况进行调查。请你
单位法定代表人准备劳动合同、工资发放
相关凭证等原始资料于收到本通知之日
起5个工作日内到我局接受调查，逾期将
依照《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处理。

特此通知。
重庆市南岸区社会保险局

2020年12月4日
（联系电话：023-62982712）

遗失2009年12月22日核发的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农技服务有限
公司郑家供肥点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1903134声明作废
遗失2006年6月2日核发的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农技服务有限公
司黄山供肥点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1903132 声明作废
遗失2006年6月2日核发的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农技服务有限公
司鹿山9社供肥点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1903131声明作废
遗失2006年6月2日核发的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农技服务有限公
司从岩供肥点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1903135声明作废
遗失2006年6月2日核发的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农技服务有限公
司仙桃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1903129 声明作废
遗失2009年12月22日核发的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农技服务有限公
司鹿山1社供肥点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1903130声明作废
遗失2009年12月22日核发的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农技服务有限
公司杠上村销售点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1903133声明作废

◆程昊遗失重庆晓风印月诚意金收据，编
号13631708，金额1万元，声明作废。◆程昊遗失重庆晓风印月诚意金收据，编
号13631716，金额4万元，声明作废。◆程昊遗失重庆晓风印月诚意金收据，编
号13631773，金额695150元，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公有房屋住宅租约沙小字第4693号”，沙坪坝区
石小路56-4-2-9号房屋承租人雷岚的住宅租约证，声明作废。◆两江新区七心餐饮店遗失2020年03月2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000MA60RW969B,声明作废。◆声明：赖宇飞遗失重庆恒大新城8号楼-2308购房票
据2份：编号XCN0264342，金额26221.98元（契税）；
编号XCN0264214，金额174814元（房款），声明作废。◆重庆市吉康物流有限公司发票章5003817003627作废

重庆双今盛物资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7MA5YNBF
Y6F)遗失：金税盘(编号661713643792)、报税盘(编号
662700936355)、空白2008版增值税普通发票25份(发
票代码5000172320，起止号码19672534-19672558)、
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15份(发票代码5000182130，起
止号码04365376-0436539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市铜梁区鸭公山黄花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469655203XW）经成员
大会决议，本合作社拟将成员出资总额由500万元
减至30万元。请各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2020年12月4日

遗失重庆美勤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903691235537），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69123553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美勤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1172004884)、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17200488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商誉盈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3MA60U6CD0B）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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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

遗失两江新区林森之家家具商行公章的印
章备案回执（编号50011420171023004）
和财务专用章的印章备案回执（编号
50011420150319019）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12月11日核发的重庆伍奕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900757387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伍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109322352439），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322352439）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根据重庆市江津外贸花生食品有限

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重庆市江津外贸
花生食品有限公司决定实施解散，并成
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重庆市江津外贸
花生食品有限公司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４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同时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者
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清算组地址：重庆
市江津区德感街道坪头山上后街212
号，邮政编码：402284，联系人：叶先生，
联系电话：13036377993。
重庆市江津外贸花生食品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12月3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唐典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2078846954A）股东会决议，现将
原注册资本由3600万元减少至20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20年12月4日

遗失声明
重庆兖腾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8MA5UH86M6D）变更户名
刻制新章，旧章已缴销 制章证明遗失，现
补证明。遗失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

招标公告
重庆广告产业园管理运营有限公司拟进行

2021年电梯维保、化粪池清掏，2020年重庆创
论坛峰会、“创意重庆·文化惠民节”活动招标工
作；现诚向社会招标合作单位，有意者请于2020
年12月8日下午17:30前，将公司简介、营业执
照、资质证书、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资料投
递至邮箱：459274894@qq.com，届时，发包方
会统一将招标比选文件，原路径回发投标单位。
联系电话：18716476507 刘女士（电梯维保、化粪池清掏）

18580075265 龚先生（论坛峰会、文化惠民节）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食品城大道18号重庆创意公园

重庆广告产业园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3日

遗失声明
罗云波购买了重庆乐视界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乐视一期47-22-3-2房屋，遗
失商品房购房发票票据，发票代码：
050001900104，发票号码：01310659，
金额：1089999.98 元；房号：融创九棠
府/47-22/重庆龙兴乐视项目-乐视一
期-47-22-1-3-2；声明作废。

在一些人眼中网恋充
满神秘，那头的“网恋”对
象承载了无数的想象。然
而，重庆有这样一个专门
经营“网恋”的团队，他们
给寻找网恋的人一个完全
合乎的“对象”，并且为了
能成为“完美”的网恋对
象，进行严格培训。但他
们要寻找的不是真爱，而
是待宰的“羔羊”。

昨天，市公安局网络
安全保卫总队发布了彭
水县警方侦破的一起“网
络交友”诈骗案。在这起
案件中，骗子为了骗取钱
财，不仅给自己立人设，
还有专门的培训和话术，
来引诱受骗者落入“网
恋”陷阱中。骗子的“敬
业”程度，让办案民警都
直呼专业。

你为情来，我为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