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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员艾大财 IC卡编号500112431001005已遗失◆华开芬遗失重庆市渝北区区人民医院开具的重庆市住院医
药费专用收据，编号006357961金额61664.30元，声明作废。◆王攀遗失T1－电梯机械安装维修证，证号500
243199102142115，档案号16894148声明作废◆重庆京燕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重庆恒升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合同保证金收据编号3078 金额2000元，声明作废。◆遗失声明：白彬遗失军人保障卡，卡
号812101190118682702，声明作废◆李勤遗失中国联通重庆市分公司开具的风险保
证金收据（壹万元），编号：00001925,声明作废◆重庆文顺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江北区曼尼宾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
05MA5XH8L8XD）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柒赢勒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221105181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浩飞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重庆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碚支行新华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4374901作废◆江灿遗失购买恒大金碧天下708-249商铺票据，收
据编号cqtxm0005004，金额187609元。声明作废◆旷云鹏遗失渝AE95P6道路运输证，证号：500108051898作废◆城口县妇幼保健院遗失空白出生医学
证明一张编号T500004543声明作废

◆重庆助修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税号91500116MA60G5GB
0Y）遗失税控设备税务UKey，编号91700526175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旭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壹枚（编号：5001087074393）声明作废◆遗失江津区黄斌汽车美容中心印章备案回
执，编码为50038120190903043，声明作废◆遗失2018.01.05核发的重庆美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7659476778声明作废◆遗失朱云谷残疾人证，证号51022219460427801X42声明作废◆渝北区佳兴家电维修服务部(税号92500112MA5UMMML51)
遗失空白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050001900104号码01594857作废◆遗失忠祥69轮《内河船舶防止空气污染证
书》，船检登记号:2018X4000127，特此声明。◆遗失声明：颜宗贵（身份证号5102221958
08152130）遗失军人优抚证，声明作废。◆何佳玲遗失中铁房地产集团重庆有限公司2020年9月13
号开具给的收据号0011676，金额84098.12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优联贝科技有限公司公章5001127121473作废◆江津区小李家用电器维修部公章92500116MA5YYNNJ79作废◆遗失重庆建联信科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
001155929)、发票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01155930)声明作废◆刘珊珊遗失重庆嘉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9月18日开
具的水电保证金收据，编号0049404金额1000元，声明作废。◆邹静遗失重庆绿地海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的代收费收据，票号19784168、金额4739.39
元，票号19784169、金额：1028元，声明作废。◆重庆渝鑫友家宠物医院有限公司遗失2019年08月19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60H
2LH9Q；遗失公章一枚，编号5001078218615，声明作废◆胡代英遗失残疾证510212196304255824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黄孝美（510224197702226543）遗失重庆鲁能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收据 1 张，收据号：11152467，金额：
122000元，于（2020年07月21日）用于购买鲁能星城外滩5号地-
11号楼-2113所开具的楼款收据，现特此声明原收据作废，产生
一切经济纠纷由本人承担，与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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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家利物业重庆各项目办公用品采购招标

招标要求：
1、投标公司成立不少于3年；
2、营业执照范围须含有“办公用品、办公

耗材”等经营资格；
3、必须提供最近5年内不少于1个或以

上类似采购合同参考数据。
有意投标公司须于2021年1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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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1日中午十二时正。
联系人：程小姐 联系电话：（023）6369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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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公告
李元杨：因你2020年11月29日起连续无故旷
工至今，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根据我司《员
工手册》第三十二条第1条以及《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第（二）条规定，公司决定于2021
年1月13日与你解除劳动合同，现通过公告方
式予以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即视为送达。
请你本人或依法委托他人在7日内到公司办理
离职手续，逾期后果自负。特此公告。

重庆中房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月13日

公 告
石龙门村乡村公路建设，位于重庆市

江津区塘河镇石龙门村石桥社牛鼻犍王怀
亮柴山林疑似古墓一个需搬迁，自公告之
日起15日内前来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联系人：程积红 联系电话：13667667953

2021年1月12日

遗失声明
云阳县中医院遗失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分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Z6530001378401，账号：
024900214810901，声明作废

公告
我司承建的【江北区唐家沱至长寿凤城二

级公路郭家沱段改造工程】项目已竣工交付。
建设单位工程款按合同约定支付到位，凡与该
项目工程有债权、债务（包括项目农民工工资、
材料采购供应、机械设备设施租赁等）的单位或
个人，请于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向本公司进行
审报，逾期责任自行负责。特此公告

联系人：廖老师 联系电话：13212312888
四川广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21年1月13日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
江津区长江著2号地下车库方案调整的公告
长江著项目业主及有关利害人：长江著位于重庆
市江津区东部新城A1-1/02、A1-5/02、A0-3/
03、A1-3/03、B1-5/02地块。目前项目建设单
位重庆市江津区裕城瑞博置业有限公司申请对
经审批的2号地下车库设计方案进行修改调整。
该项目已通过相关程序审查，重庆市江津区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将于2021年1月16日至2020年1
月22日在江津区规划展览馆规划公示栏、项目所
在地、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对调
整内容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到
江津区规划展览馆规划公示栏、项目所在地现场
及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查看，欢
迎相关利害关系人及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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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先生 联系电话：023-47696261
电子邮箱：375460167@qq.com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1月13日

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服务中心遗失
中国银行重庆茶园新区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29755401）声明作废。
重庆渝北丝绸厂企业改革领导小组遗失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重庆分行渝北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L6530001169101）声明作废。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旭日油漆经营
部遗失中国银行重庆石坪桥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07100501、账
号50864400563208091001）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重庆松海莲创大数据科技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001141096341）、法人
章陈永玲、合同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轩禹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现
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重大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3623001,
账号11445118311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星易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YPX2Y4G）股东决定，拟
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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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3日

◆遗失周 玲保险执业证00002050011600002019003418作废◆遗失广 东保险执业证02000650011680120181200030作废◆遗失杜廷永保险执业证02000650011680120181200396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美扬置业代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2MA611XWM88）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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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3日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第一稽查局公告送达税务文书

重庆如汇洪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500000MA5U842003）: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的
规定，我局已采用其他送达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税
务文书，但都无法送达，因此现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税务检查通知书》（渝税一稽检通一〔2020〕
250号）。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1年1月13日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第一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

渝税一稽检通一〔2020〕250号
重庆如汇洪商贸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91500000MA5U842003）: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
派李江涛、邓欣亚、黄科蒸等人，自2020年12
月14日起对你（单位）2016年1月1日至2016
年12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
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
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反映情
况，提供有关资料。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0年12月14日

重庆市中美中科医疗美容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坪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73826802，声明作废
中铁房地产重庆有限公司西派城二期业主李群3-
9-3房款收据编号0004004:金额440960；收据编
号：0004005金额:55026.42；收据编号0003577:
金额5000元。以上三项收据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高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发票号码
02604045、02604046、49179791，
金额：12500元，声明作废。

债权债务公告
我公司承建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商标审查协作重庆中心装修工程,该工程已
完工并交付使用，现对该工程项目部及项目
经理在承包施工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请存
在合法债权债务关系的企事业单位及自然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合法手
续到我公司财务部进行登记。如逾期，按自
动弃权及相关法律法规处理。特此公告。

电话：023-68677505 023-68824249
重庆建工渝远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3日

通 知
杨淑文：你承租的公房位于渝中区邹容支
路5号3-2，使用面积21.1㎡，该房屋于
2016年启动征收，请你本人及父母、配
偶、子女在2021年2月20日前到我中心
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办，责任自负。
联 系 人：任义 联系电话：13983664068
办公地址：渝中区棉花街18号10楼

重庆市渝中区住房综合事务中心
2021年1月12日

本人谭发英510202196308220968，遗失重庆璧锦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给我（位于璧山区鸥鹏凤凰城一
期三组团21幢27-5）收据四张，分别是00078488金
额20000元00078422金额23087.25元00078423金
额215075元00078440金额7000元，特声明作废。

遗失嘉陵集团销售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双碑支行开立的基本存款
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1206701，
（账号：310002450902210306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传旗领者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4MA60LC0EX6，经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至2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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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3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一洲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UPCG2F）股东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800万元减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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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3日
◆遗失2020年04月07日核发的重庆晟坪森
航空票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MA60TPWY6P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晟坪森航空票务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
号 5001078240409)、财 务 专 用 章 壹 枚 ( 编 号
5001078240410)、法人宋成平私章壹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股东决定，重庆江升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4R
GL2K，拟将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少为200
万元。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
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21年1月13日

◆遗失2010年09月01日核发的重庆辉达模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00005296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辉达模型有限公司国地税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08747488446），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747488446）声明作废

公告
江西建工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

横六路道路及配套工程，新悦佳苑安置房项
目，嘉悦江庭三期项目（一标段），北碚区212
国道截污干管应工程，重庆华侨城生态公园配
套设施(造浪池、懒人河、大喇叭水池砼回填)建
设工程，重庆华侨城欢乐谷生态公园配套设施
(1号桥,2号桥)建设工程，重庆华侨城生态公
园配套设施（玛雅水公园泡池、儿童戏水池及
泵房）建设工程，重庆华侨城欢乐谷生态公园
配套设施（水公园D区造浪池、设备用房及周
边建筑）建设工程现已竣工，结算完毕，请有关
涉及到以上项目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在
2021年2月28日前到我公司财务管理中心申
报，逾期作为放弃处理。联系人：万欢，电话：
0791-86231392 13970910981。特此公告

江西建工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月12日

重庆毅合正创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遗失重庆市房地产中介服务机
构资质证书，证书编号：渝地房评经
协（2020）第24号，声明作废。

通 告
各位农民工同志、供货商业主：重庆两江新区土地
储备整治中心发包与重庆贵华建设有限公司承建
的“重庆两江新区金渝立交雨污混排管网整治工
程”工程，已验收。请参加工程的建设者和材料供
货商同志，于2021年1月12日至2021年1月27
日期间，到“重庆两江新区金渝立交雨污混排管网
整治工程”原项目部领取工资和材料款，见报后
请互相转告。愈期不来领取者，视为无拖欠农民
工工资和材料款行为，后果自负。特此通告！
联系人陈(显均)总：15803602157
座机电话(财务科)：023-74667708

重庆贵华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2日

减资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重庆双飞龙酒店设备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5567773687），
拟将注册资本由1008万元减少为500万元,请债权债
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
告。重庆双飞龙酒店设备有限公司2021年1月13日

减资公告：重庆双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23556284709)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将注
册资本由1001万元减少为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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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3日

限期迁坟通告
经渝府地〔2020〕1664号文件批准，征收巴

南区南泉街道光国村张家院子社、张家山社、涂
家坝社集体土地，用于渝湘高速扩能项目建设。
现请南泉街道光国村张家山社、张家院子社、涂
家坝社征地范围内的各位坟墓所有权人限于
2021年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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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2日

◆汪应兰因不慎遗失机动车合格证，编
号：WAC14Z190065655，声明作废

◆苏瀛遗失重庆市公路运输集团公司出租汽车分公司
安全维稳责任金壹万元，号码0090519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居然之家二郎店开具给张连忠的
装修押金收据一张，单号16381236，金额
3000元整，声明作废；遗失居然之家二郎
店开具给刘洪涛的合同保证金收据一张，
单号96705，金额39848.8元，声明作废。

公告
长寿区晏家街道于美建材经营部：本机关已
受理何万群的工伤认定申请。请你单位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长寿
人社伤险举字〔2020〕249号工伤认定限期
举证通知书，逾期不领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联系人：田老师、王老师 联系电话：（023）40251559
联系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桃花行政服务中心105室
重庆市长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1年01月12日

◆声明：重庆鼎毅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5003817067783）声明作废。

◆魏銘遗失律师执业证，证号：150012020112446
61；资格证，证号：A20175115210815，声明作废

◆遗失渝D59789营运证号码500222097598作废◆韩继红遗失重庆城建职工学院毕业证:编号02218358作废

遗失声明
何汶昊（身份证号码：5116221987061
90052），遗失重庆市建设工程监理员岗
位证书,证书编号：300553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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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真！
怀疑羽绒服里没羽绒
顾客当场剪开检查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付迪西）1月
11日晚上8点多，沙坪坝区110快处队民警接到报警，
有顾客在店里要剪开羽绒服，恐发生冲突求助民警。

民警迅速到达三峡广场一体育商店，店员小丽（化
名）说，一名男顾客前一天在店里购买了一件价值799
元的羽绒服，当晚来退货，但吊牌已经剪掉了。按事先
约定，剪掉吊牌是不能退货的。“对方表示，要剪羽绒
服，我们很担心，只能求助民警帮助。”小丽解释道。

男顾客小李表示，羽绒服买回家后感觉不喜欢，想
来店里退货，结果遭到拒绝。“不仅如此，我对羽绒服的
质量也表示怀疑，怀疑里面并不是羽绒。”小李说道。

随后，民警查看衣服标签，填充物为灰鸭绒，确实
是羽绒服。在一旁的店员也再次确认，除帽子、衣边填
充影响美观外，其他地方绝对是鸭绒。

随后，小李提出，羽绒服由自己剪开查验，是鸭绒
则自己承担损失，不是鸭绒的话店方必须退货，店员当
即同意。

民警再三确认，小李都坚持要剪开。在民警、店
员、其他顾客三方见证下，小李剪开了羽绒服。

经众人检查，填充物确为灰鸭绒。见此，小李说，对
质量表示满意，剪开的损失自行承担，也不需要退货了。

温暖！
乘警守护一天一夜
让他睡了个安稳觉

“你是需要什么帮助吗？”1月10日18时，从乌鲁木
齐开往重庆的K1584次列车从哈密站开车后，乘警陈
文龙在巡视车厢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在8号车厢坐立
不安，忙上前询问。

“我想睡觉，但是我害怕……”这名旅客见是乘警，
神色霎时缓和下来。他把陈文龙拉到车厢连接处，见
四下无人，拉开了自己的腰包，里面是一叠百元钞票。

原来，该男子名叫王博（化名），之前在新疆哈密务
工，日前结清工钱独自回四川老家过年。新疆到广元
有2800多公里，行程长达一天一夜，怀揣血汗钱的他
有些“草木皆兵”。

“不要怕，车上有我们警察在。”陈文龙让王博清点
了一下数目，一共是15800元，随后让他把钱装好，并
把他带回了他自己的床铺。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很多务工人员还在
使用老式手机，习惯带着现金出行。”陈文龙说，将王博
带回床铺后，他通过对讲机叫来了和自己一同值乘的
乘警颜昌军。

颜昌军是一名有着41年警龄的老公安，从2012年
起，他就在重庆到乌鲁木齐的往返车次上担任乘警工作，
今年7月即将退休，曾被评选为重庆铁路公安处最美老
警。老颜坐在11号床下铺，拉着王博的手说：“你安心睡
觉，我和陈警长就守在你身边，窗外的雪化了，家就到了。”

在随后一整夜，陈文龙和颜昌军两人轮流坐在8号
车厢11床下铺的边凳上，“守护”着王博，并给他做心理
疏导，让他在列车上安睡。

看着家越来越近，王博的情绪也越发稳定。“小王，
马上就回家了，我们等会儿会联系广元车站派出所的
警察，在站台上接你回家。以后打完工回家前，还是先
把钱存进银行卡里，保险。”颜昌军笑着说。

1月11日19时许，列车到站，派出所民警早已在站
台等候。陈文龙帮王博再次清点了钱的数目，15800
元，一分不少。

“一天一夜很短，但对于怀揣着辛苦钱乘车返乡的
王博来说，这一天一夜很长，我们警察能做的，就是保
证他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颜昌军说，那天夜里，看见
王博从心神不定到安心睡下，他心里觉得暖暖的。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黎静
重庆铁路公安处供图

蹊跷！
被盗的4S店展车
在路边成了“僵尸”

2020年11月3日清晨，渝中区菜园坝派出所接到辖区某
4S店员工报警称，他们一大早上班时发现店内一辆钢灰色的
崭新展车不翼而飞，现场一片狼藉，怀疑发生盗窃。经清点核
算，被盗新车价值30万元，同时丢失的还有包括启动被盗车辆
在内的7把车钥匙，每把钥匙价值1800元。

民警通过调取监控发现，前一天深夜10点过，三个“黑
影”手拿撬棍、钢管等工具撬开店门，发现柜台抽屉并没上
锁，在里面找到了几把车钥匙，通过逐一尝试，最终选择盗走
全新展车，整个作案仅用时20分钟。

因为被盗新车尚未上牌，也没加装GPS定位系统，给追
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不过，民警通过情报大数据分
析，确认了三名作案嫌疑人的身份信息。11月10日，办案民
警在綦江区将盗窃嫌疑人曾某成功抓获归案。

经审讯，曾某对其涉嫌盗窃汽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同时交代了被盗车辆的藏匿地点。11月11日，民警们赶往
北碚区，在马路边成功寻回早已“灰头土脸”的被盗车。很
快，失车被发还给4S店。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谭遥

严惩！
10人以办假证为名
诈骗逾8559.5万元

近日，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一起特大电信网
络诈骗案，10名被告人犯诈骗罪，被判处十五年至三年不等
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被告人杨某、李某共同出
资成立了“北京国联建信建筑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北京
建信研究院”），李某担任法定代表人，杨某担任监事；杨某以

“北京建信研究院”的名义注册了“中国建设人才服务信息
网”（以下简称“建信网”）并组织实施运营。杨某将“建信网”
主页面设计成与国家政府机构的官网高度相似的网页，并对
外虚假宣传称：“建信网”是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行业政策、
业务指导的网站，可办理建筑领域的各类证书。

2015年初至2019年11月期间，杨某、李某先后招募被
告人叶某等8人，分工协作、共同开展“办证业务”，主要通过
微信、QQ、58同城、赶集网等网络平台发布“建信网”平台可
以办理建筑领域内各种证书的广告，共计骗取被害人办理证
书费用8559.5万余元。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及其他量刑情节依
法作出判决。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徐勤 通讯员 税安礼吓人！
小区过道有一个
没人认领的行李箱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付迪西）1月9日下午2点
多，沙坪坝区110快处三大队民警接到指挥中心警情称，沙坪坝区嘉多
利广场负二楼车库物管人员发现一个神秘箱子。

在保安的带领下，民警找到了这个白色的行李箱。报警人李先生
是小区车库物管人员，他表示，前几天他就留意到这个行李箱，一直没
有人来认领，自己不敢贸然打开。李先生查看小区监控后发现，行李箱
的主人是一名年轻男子。该男子戴着帽子和口罩独自一人来到小区，
将箱子放在过道后就离开了。

民警仔细观察后发现，箱子缝隙里藏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如果碍
事138XXXXXXXX，勿动，暂时，放一下，谢谢”。

根据电话，民警联系到箱子的主人，箱子的主人称自己暂时没有落
脚地，箱子又太重了，携带不方便，临时放在此处，里面装的全是衣服，
可以打开检查。

民警在电话中告知对方，尽快来将行李箱取走。随后，民警在保安
和居民的见证下，打开行李箱，发现箱内装的全是衣物，围观居民这才
松了一口气。

该遭！
家里多出不少鸡鸭
第二天就被邻居举报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谭遥）去年11月9
日凌晨3点过，荣昌区公安局河包派出所接辖区居民刘大爷
电话报警称，自己养在猪圈里的20只鸡和2只鸭丢了。民警
立即赶赴现场勘查，他们发现，是小偷用工具破坏猪圈花窗
后，翻窗入室将鸡、鸭盗走。

第二天，民警在走访某村的时候，有居民反映，本村吴某
家中突然多出不少鸡鸭，鸡圈都快装不下了。就在民警准备
到吴某家中实地调查时，11月11日，吴某来到派出所投案自
首，主动交待了自己盗窃鸡鸭的犯罪行为。最后，吴某将盗
窃的20只鸡和2只鸭全部返还给失主刘大爷。

目前，吴某因涉嫌盗窃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小李（左）剪开羽绒服检验填充物是否为鸭绒。

犯罪嫌疑人曾某指认盗窃的车辆。

列车上，乘警陪王博（右）谈心。

吴某和他盗窃的鸡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