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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提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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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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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今遗失大道塔陵有限公司格位全套手续发票
号:00916036合同编号:007330安放证编号:
916036格位编号:04B2-10-7-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芮丹遗失世茂茂悦府三期商铺S2-108门面经
营保证金收据，开具日期2020年1月15日，收
据编号NO:1006911金额3800元。声明作废。
◆遗失2010年05月20日核发的重庆圣迪文化艺术发展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100006876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圣迪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00903756235141）、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75623514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由重庆市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具
给重庆英利辉利置业有限公司英利金融街2号
塔楼及裙楼民工保障金，票据号码：（2011）
NO：0042328021，金额2830000元，声明作废

◆经营者陈艳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编号JY25001070186434，声明作废◆辜文莉遗失（身份证号码510212197101283125）失业证作废◆遗失重庆庆佳电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馨私章，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安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渝北分公
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127178874)声明作废◆个体户陈建遗失中国工商银行重庆白市驿支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3100039409022235641核准号J6530080371401声明作废◆重庆市大渡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会委员会遗失工
会法人资格证书，工法证字第23000500139号声明作废◆遗失余海宁冉源源之子余天柒2020.1.3在重庆市石柱县
中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312625声明作废◆重庆智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遗失2019.03.26核发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5YNB3L3D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岐创光电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87012
746）、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87012747）声明作废◆遗失赵渝生诊所建设银行重庆两江水晶郦城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44680901，帐号
50001080041052508134，存款人密码，特此声明◆遗失重庆广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66891905X）声明作废◆李宏遗失重庆铁路运输法院法警工作证，证号0042。执行
公务证，证号500551142。人民警察证，证号5008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天怡美装饰公司项目经理杜柳兵2017年
6月15日入职质保金收据，金额3000元，声明作废。◆重庆星鑫创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工行较场口支行开户许可证，账
号3100021509200069373核准号J6530099309001声明作废◆声明：重庆思贝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九龙坡支行建设分理处开户许可证，账号042501
0120010000258核准号J6530072731102，声明作废◆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环卫绿化管理处不慎遗失
中国工商银行南坪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3100027129
200215087，核准号：J6530007251303，声明作废。◆重庆市南供电分公司遗失两枚铅封，编号
5665683759，编号5665683858，声明作废◆陈廷权遗失重庆开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开具的履约保
证金收据，收据号N0.00026735，金额：贰拾万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迪彼逗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编号：5001137084784）声明作废◆遗失九龙坡公安分局刑警支队李旭警官证300383声明作废◆王旗510223196603148139遗失电梯管
理员证，档案编号170148017声明作废◆重庆市利人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丁有明遗失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编号：NO.021401000066、
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编号：NO.980088声明作废◆遗失黎琦伦保险执业证00023050000000002020003986作废◆张云君警官证遗失，证件号300301，声明作废◆郑自成遗失军人保障卡，证号：815001181227101282。◆遗失吴佳丽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36158作废◆遗失石本美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8617868427作废◆遗失殷永洪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04MA60GMY01A作废◆重庆聚银信用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
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和法人印章声明作废

◆遗失两江新区周师兄火锅店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编号JY25003590102196，声明作废◆兹有重庆都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名称变更，现将公章（编号：
5003817075659）、财务专用章（编号：5003817075660）申请作废◆遗失汪蓟宇.男.2012-11-13出生证编号M500103039作废◆遗失刘晨槿.男.2020.2.13出生证编号T500388588作废◆遗失合川区美贝美妈母婴用品生活馆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编号JY1500117004449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西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500103009414，声明作废◆江北区井上禾海鲜餐饮店遗失2020.02.28核发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编号：JY25001050163905，声明作废。◆江峰遗失重庆恒升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位于李家坨枯井湾18号2
幢-8的保证金收据，收据号037715，金额1000元（壹仟圆整）作废◆林佳佳2021.01.05遗失身份证410211199005202064作废◆声明：遗失练德源、张良玉结婚证，证号
J500103-2015-004888，声明作废◆吕碧君遗失2015年05月27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3600108936，声明作废。◆江北区铭堂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许可证编号：JY25001050185065，声明作废。◆承租人李丽遗失渝洲五金市场F295商铺租赁保证金
收据（编号3534）收据号9693，金额2663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鑫桥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003827037950）一枚声明作废◆重庆玖鸣呈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编号5001127147971声明作废◆重庆聚蜀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604M1222）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许可证编号JY15001050131454,声明作废。◆遗失声明：本人李一芳，执业证编号：02000450
000080020181200284，遗失执业证，特此声明

重庆合庆家具有限公司公章1枚（编
号5003817056803）、财务专用章1枚
（编号5003817056804）、发票专用章
1枚（编号500381705680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重庆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九龙坡

区谢家湾门市部,现已向门市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请与这些门市部发生业务往来,尚有应
收账款的旅行社于见报之日起45天内与本公司采
购运营中心联系并核实,联系电话:63802981。
逾期未联系，核实的，我公司将不予认可，债权
不能清偿的后期由其自行承担。特此公告!
重庆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1月14日

中昂·新天地三期项目地下车库调整的公告
中昂·新天地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中昂·新天地三期项目位于滨江大道鼎山段，
目前，建设单位重庆中昂融通实业有限公司申请对
经审批的设计方案中的地下车库进行调整。重庆市
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2021年1月17日-
2021年1月23日对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
利，公示地点为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江津
区规划展览馆、项目现场。若贵单位或个人有意见
和建议，请注明身份(单位名称、机构代码证及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
和邮寄地址，在2021年1月29日下午6点前将书面
意见、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复印件等证明涉及其利
害关系的材料邮寄或直接提交至重庆市江津区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逾期未提出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
或视为无意见。中昂·新天地业主及相关利害人可
自公示期满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重庆市江津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书面听证申请，同时应提交房
产证(或购房合同)复印件等证明涉及其重大利害关
系的材料。逾期未提出的，视为自动放弃听证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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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老师
联系电话:13883866859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21年1月13日

注销公告
重庆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渝北区

汉渝路门市部，现已向门市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请与这些门市部发生业务往来，尚有应收
账款的旅行社于见报之日起30天内与本公司采
购运营中心联系并核实，联系电话：63802981。
逾期未联系，核实的，我公司将不予认可，债权
不能清偿的后期由其自行承担。特此公告！
重庆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01月14日

公 告
本公司承建的高观镇易地扶贫搬迁金家坝安

置点后续配套设施工程项目已竣工，现进入结算阶
段，为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
内，为保障广大农民工和材料供应商的权益，如还
有未付清款项，请及时与公司财务人员取得联系便
于后期统计发放，工程劳务班组、材料供应商、机械
租赁商等持相关材料申报债权。逾期自行承担法
律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人：陈定燕18166379531
刘玉明15215239601 余洋18290215172
地址：重庆市城口县龙田乡四湾村3社3号2楼

重庆大明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城口分公司
2021年1月14日

公 告
重庆华复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本机关已受理万小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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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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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拟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江津区云久农业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6MA5YRY9B4Y）2021年1月
13日成员大会决议，本社拟将注销；按照本社章程的规定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到本社申报债权。

重庆市江津区云久农业专业合作社 2021年01月13日

拟注销公告：根据重庆鹭澜农业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3500116MA5YQ2AE2F）2021年1月13
日成员大会决议，本社拟将注销；按照本社章程的规定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到本社申报债
权。重庆鹭澜农业专业合作社 2021年01月13日

公告
我公司（四川中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施工

的快速路一横线歇马至蔡家段工程-歇马隧道东西
干道工程PPP项目交安工程专业分包已于2020年5
月30日完工，并已经办理完竣工验收、工程决算等一
切手续。所有材料款、人工工资已全部结清。若有疑
问请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十天内与我公司联系，过
期不予受理。联系单位：中天九州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四川中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工程部、
财务部 联系电话：08188891558 2021年1月13日

重庆市巴南区鱼洞街道农胜村卫生室
村医张高恩遗失重庆市门诊医药费专
用 收 据 ，票 据 号 ：003227743，
003227760，003227820，003227893，
003227898，票据未使用，声明作废！

赵素芬遗失重庆人道美食品连琐有限
责任公司开出的建东小商品市场83#
摊位保证金收据壹张，号码00003248，
金额1000元人民币，声明作废。

刊登
热线 15023163856

◆遗失2013年10月17日核发的重庆市巴别塔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7NA003015X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巴别塔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07080169833），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080169833）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04月11日核发的重庆优机汇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00055098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优机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500112096853162），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副本（代码0968531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协信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遗失收据五本，收据编号：121-
150、1051-1080、4711-4740、3381-
3400、13761-1378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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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垫规资告〔2020〕85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要求，经垫江县人民政府批准，经垫江县人
民政府批准，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对位于垫江工业园区澄溪组团内的F5-1/02地块(一号)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的名称和地址：出让人：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地址：桂阳街道桂西大道南阳内转盘 联系电话: 74684675、74684677、74501155
二、挂牌地块概况

三、竞投者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
四、挂牌期限、地点及竞价方式：凡愿参加竞投者，可于即日起至2021年1月31日下午5时（节假

日除外）到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下载挂牌交易文件和垫江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地产服务中心索取，
定于2021年2月1日上午10时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桂西大道南阳公园机关办公中心2号楼2楼举行
现场竞买揭牌会，本次挂牌采取现场报名方式，有意竞买者在2021年2月1日上午9时前汇入指定的
竞买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账号、户名等信息详见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垫江县）（https://www.
cqggzy.com/ dianjiangweb）“土地交易”栏目，本地块招标（出让）公告页面底端的《本项目投标保证
金指定收取账户信息》。以到银行账上时间为准，否则不予受理报名），并凭银行到账凭据进入揭牌会
场，要求竞买人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委托书、营业执照附本、资质证明书、承诺书、竞
买申请人签署意见的《竞买须知》2份、居民身份证及印鉴，填写竞买申请，经审查合格后方取得竞买资
格。该地块每次增价不得少于5万元人民币，价高者得。

五、其他约定条件（见须知、中国土地市场网和垫江县人民政府网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板块）：竞买者
报名前，需先由垫江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出具符合产业政策的证明材料。竞买者参加竞买时需提交土地
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有支付土地价款的资金的承诺书。

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12月30日

减资公告：经雷尔福人力资源（重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61AH4X5C）股东会决议决
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500万元整减少为200万元整。
根据《公司法》规定，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由重庆市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具给
重庆英利辉利置业有限公司英利金融街项目
2#楼幕墙工程民工保障金，票据号码：（2011）
NO：0042329112，金额3636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正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2014年
06月2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00040004
0822）、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621903982）、法人
薛建农印鉴章、总经理李明俊印鉴章。特此声明作废！

重庆正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遗失2020年12月31日与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
限公司签订的《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东航站区及第三
跑道建设工程旅客过夜用房室内装饰工程（二标
段）（第二次）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及附加意外医疗保险保险协议》，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海外旅业（旅行社）集团有限公
司南岸区天福克拉广场旅游百事通门市遗失
旅游合同，出境CJN0270266，CJN0270680，
CJN0252120，CJN0253467声明作废。

股权变更公告：重庆亲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变更
协议，原股东侯丰将其持有本公司100%的股权转
让给现股东庾静，2020年12月28日以前的所以
债权债务由原股东侯丰承担；2020.12.28日以后
的所有债权债务由现股东庾静承担。特此公告！

车位招租
我司位于渝中区民生路7号美力大厦停车库
11、12号车位现对外公开招租，截至日期2021
年 1 月 18 日。有意请联系：蒋老师，电话：
13896645739重庆正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认尸启事
2020年11月30日晚上8时，大阳沟派出所接
警称有人死亡，民警到场后发现一未知男性在
得意世界F1酒吧楼道内死亡，随身未发现任何
身份证明，无法确定身份。该男性年龄大约70
岁左右，身高165CM左右，经公安核实，无法确
认身份和联系到家属。请亲属见报后速与解放
碑街道办事处联系，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联系人：曹老师 联系电话：63847620

减资公告
重庆卓一天辰商务信息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60GW2F80）
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金，由原人民币1000万元减至人民币10万元，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
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法人、主要负责人变更公告
重庆兰卫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4MA5U7G2M8F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登记号：PDY10078250010416P1202），原法人、原主
要负责人何芳蓉（身份证号：513722198005122089）
变更为新法人、新主要负责人何佳颀 (身份证号：
513722198607152998)。原法人、原主要负责人（何
芳蓉）与新法人、新主要负责人（何佳颀）、重庆兰卫医
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之间无债权债务关系纠纷。

2021年01月14日

本人张秋秋2021年1月12日不慎遗失第二
代身份证，证号500101198907157505自遗
失之日起，一切非本人签名和持证使用身份
证签署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均与本人无
关,本人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北新御龙湾业主读书指标遗失通告
合川区北新御龙湾一街区 2 栋
308业主遗失巴蜀中学读书指标
文件，特此登报，遗失指标作废。

以下人员已与太平人寿保险公司解除代理协议，其执业证已注销，不得再以我司名义开展保险销售行为，名单如下:
邓良佳00002750024300002020006717
丁永香00002750024300002020007556
李小梅00002750024300002020009164
王小红02000350000080020181205014
王小华02000350000080020180907111
王 敏02000350000080020170820653
文 燕02000350000080020170724708
陈道英02000350000080020180602660
陈 欢02000350000080020160400958
陈 平02000350000080020181004212
何祖琼02000350000080020180502929
侯明润02000350000080020180401955
梁钢斌02000350000080020180912702
刘杨英02000350000080020180906406
肖 鸿02000350000080020180912639
薛乾伟02000350000080020180300488
殷盛茂02000350000080020180509488
余其龙02000350000080020181201344
陈 芳02000350000080020170717740
穆建容02000350000080020170201099
谭碧琼02000350000080020190207810
唐祖艳02000350000080020170302652
张 琴00002750000000002019022549
陈 琴02000350000080020180906439
胡国淑02000350000080020160502807

谭德敏02000350000080020180200563
何平勇02000350000080020181004454
李 磊02000350000080020181205590
胡俊凤02000350000080020170204976
辛 平02000350000080020170104535
辛 容02000350000080020181101751
徐荣芳02000350000080020180704609
谢华建00002750000000002019003902
陈正西02000350000080020190201554
聂春燕02000350000080020180403709
王 娟02000350000080020180906287
向景朝02000350000080020180700505
谢华英02000350000080020190202090
谢祥芳02000350000080020180402110
张辉琴00002750024300002020005562
周廷容00002750000000002019022225
谢玉容00002750000000002019016833
杨廷超00002750000000002019017650
易遵苹00002750000000002019007978
殷洪芳02000350000080020181202072
陈振荣00002750024300002020008670
陈正怀02000350000080020180305859
刘 容02000350000080020170813967
毛启丽02000350000080020170818665
谢祥连02000350000080020171004312

谢祥珍00002750024300002020005706
李 淋02000350000080020170819043
刘吉林00002750000000002019022348
潘玉萍02000350000080020170805967
王光强00002750024300002020009269
肖 杨00002750024300002020009277
李 莉02000350000080020180707432
罗小蓉02000350000080020160701847
欧 平02000350000080020170818489
张义梅00002750000000002019001017
朱春梅02000350000080020170742237
邓小山02000350000080002015025032
夏先利00002750024300002020003350
张 庆02000350000080020171003640
陈善红02000350000080020161007990
何盛平02000350000080020170717098
丁远勇00002750024300002019001582
魏福群02000350000080020180509357
肖付菊02000350000080020180909385
古正红00002750024300002020006362
李婷婷02000350000080020170753995
刘正蓉02000350000080020170724079
陈国路00002750024300002019001148
黄 明02000350000080020180804909
谭安华00002750000000002019014803

以下人员已与太平人寿保险公司解除代理协议，其执业证已注销，不得再以我司名义开展保险销售行为，名单如下:
武双美02000350000080020190208242
杨天富02000350000080020170813959
唐灵利02000350000080020180707607
李在红00002750000000002019007863
唐太建00002750000000002019020872
阳 西00002750000000002019001477
袁会珍02000350000080020180502816
王贵军02000350000080020180700343
侯周林00002750024300002020001502
谭贵莲00002750024300002019002479
张专连00002750000000002019012792
喻 洁02000350000080020170800350
张 燕02000350000080020170800227
曾垂姣02000350000080020190100358
陈本开02000350000080020170754027
陈运红02000350000080020170753987
蒋成玲02000350000080020170737154
雷雪梅02000350000080020170754019
刘 娟02000350000080020170302716
罗红升02000350000080020170807719
潘莉莉02000350000080020170744402
魏 欣02000350000080020170800624
吴 霞02000350000080020170201347
殷德群02000350000080020180605092
游 娟02000350000080020170748813

袁永辉02000350000080020180802018
王 平00002750024300002019002680
曾 娟02000350000080020180509453
陈 艳02000350000080020170721393
邓晓沙02000350000080020170742833
廖 玲02000350000080020170744314
刘 侠02000350000080020170820047
唐代菊02000350000080020170800368
周裕琳02000350000080020170820055
杨 静02000350000080020170744291
冯小韦02000350000080020171002737
罗江霞02000350000080020180705099
吕 一00002750000000002019004889
唐 嘉02000350000080020170818464
罗茂进00002750000000002019024930
徐 林00002750024300002019000167
任 于02000350000080020180912542
唐 宋00002750000000002019016614
王 宁00002750024300002020008723
兰 林02000350000080020161200480
谭志鸿02000350000080020180705347
邱雪辉02000350000080020180912567
代 磊02000350000080020180100339
戴文燕02000350000080020170745632
蒋海燕02000350000080020170903139

乔丽琼02000350000080020181205356
唐叶玲02000350000080020170210067
鄢 明02000350000080020181004358
苏泽友02000350000080020170805918
孙 凤02000350000080020170902023
殷 蕾02000350000080002015026601
张世军02000350000080020170805549
卢雅嫔02000350000080020170807905
龚玉兰02000350000080020180304139
游 泳02000350000080020170757247
冯仕萍02000350000080020180704852
李雨韩02000350000080020180704650
冉华梅00002750024300002020001713
唐礼兰02000350000080020180300646
钟晓成02000350000080020170800788
洪 燕00002750024300002020007781
尹泽林02000350000080020181202177
林长菊02000350000080020170724046
罗 敏02000350000080020180913828
陈 俊00002750024300002019001695
许 燕02000350000080020171003221
袁 兰02000350000080020181206277
袁 荣00002750000000002019017535
黄小玲02000350000080020180707490
谭亚飞02000350000080020180909133

以下人员已与太平人寿保险公司解除代理协议，其执业证已注销，不得再以我司名义开展保险销售行为，名单如下:
张 格00002750024300002019001357
杨弟兰02000350000080020161201234
余云芳02000350000080020190202750
邹顺梅02000350000080020161006655
谢增文02000350000080020160802754
钟林峰02000350000080020170204626
杨 虹02000350000080020170723547
姚 瑶02000350000080020180103595
邓怀利02000350000080020180800131
顾 勇02000350000080020170204819
刘双双00002750024300002020009373
马召龙02000350000080020170744865
税显锋02000350000080020160502770
陶礼凤02000350000080020180603974
汪白娟02000350000080020170717653
叶 玲02000350000080002015017506
游正梅02000350000080020170708394
付兴莲00002750000000002019001465
蔡应春02000350000080020170737195
舒爱璐02000350000080020180305818
王玉华02000350000080020170743692
颜福荣02000350000080020160802666
曹 琴00002750024300002020000583
王 进02000350000080020180908251
周厚菊00002750024300002020007191

龙 波00002750024300002020007302
黄 兰02000350000080020180505851
黄 容02000350000080020161006702
苏 畅02000350000080020170717887
王海龙02000350000080020190211853
喻 芬00002750024300002020009839
康敬奎02000350000080020161200463
刘 忠02000350000080020171004538
刘世琴02000350000080020170101653
谷治容00002750024300002020002605
黄正玉00002750024300002020004711
雷 雨02000350000080020170745114
周祖民02000350000080020170818472
刘 欣02000350000080002015026636
戴丽梅02000350000080002016013756
董泽明00002750000000002019017182
牟 桔02000350000080020170816295
余志美00002750010100002020000843
郭坤玲00002750024300002020008799
赵 琴00002750024300002020008653
吴华英00002750010200002020000061
谢家方00002750024300002020007134
游金蓉00002750011300002020005417
余海青00002750011300002020005054
郭会渝00002750011300002020002875

杨 叶00002750000000002020004887
李 解00002750000000002020004862
张 琴00002750022280002020000558
邹承燕00002750000000002020004740
李忠燕00002750000000002020004372
张文丽00002750022280002020000068
周德兰00002750022280002020000277
赵福景00002750022280002020000349
李春兰00002750022280002020000390
吴思荣00002750022280002020000269
张其碧00002750022280002020000404
叶德仪00002750022280002020000228
蔡长梅00002750022280002020000412
唐雪琴00002750022280002020000461
张富伟00002750000000002019023156
杨 月00002750011300002020005564
袁晓莉00002750011300002020003511
林普晓00002750011300002020005556
杨红燕00002750010100002020002907
孙铁峰00002750010100002020002870
马方莲00002750010100002020002175
魏 环00002750010100002020002837
陈名英00002750010100002020002829
胡长春00002750000000002019005087
涂开勋00002750000000002019001808

以下人员已与太平人寿保险公司解除代理协议，其执业证已注销，不得再以我司名义开展保险销售行为，名单如下:
邓 崟00002750000000002020000963
董玉玲02000350000080020180907689
陈 楠00002750010380002020002448
王西琴02000350000080020161200182
胡思华00002750000000002019032017
张桂林00002750000000002019000703
唐 毅02000350000080020170747072
文成菊02000350000080020180910926
翟睿堃00002750000000002020005201
周 静00002750000000002019018752

牟 佳02000350000080020160706682
何 花00002750010300002019000951
刘小菡02000350000080020170821759
李孝洪02000350000080020171002278
余 愉00002750010300002019001204
何鸿玮00002750010600102020000321
黄 旭00002750000000002020005902
刘 冰00002750010380002020002946
张梅琳02000350000080020180913650
史大伟00002750010300002020000604

周蓝翔00002750000000002020006702
蒋 维00002750000000002020006655
李刘莲02000350000080020190100964
谭白云00002750000000002019032496
胡 吉00002750010300002019001307
李 鑫00002750010300002019001794
兰丽霞00002750010300002020000102
沈 娟00002750000000002020006622
张 波02000350000080020180500253

遗失声明
李淑芳遗失2020年 3月 19日签
发的执业药师注册证，注册证编
号：501220330019，声明作废

本单位：重庆江北世纪春风幼儿
园，遗失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
号：J6530061400001），开户银
行：重庆银行建新东路支行，（账
号：240101040019990），开户日
期：2016-01-28，现声明作废。

声明
我公司承建的云阳县新津乡、普安乡污水处理
厂建设工程项目已竣工。请所有债权债务人
在2021年1月31日以前至公司财务室申报登
记，逾期没有申报者，视为自动放弃债权债
务。特此声明！联系电话 ：023-58123658
重庆平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百凯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MA5YUAW44D）股东会决议，公
司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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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4日

遗失声明
湛林（身份证号512301197305259213）
遗失太极集团四川太极制药有限公司购
销合同一份，编号：00015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原重庆市沙坪坝区建设委员会）开具给重庆电
子工程职业学院教职工经济适用房（一期）工程农民
工工资保障金收据，金额175.5万元，声明作废。

公告
（2021）侨管发1号

重庆侨成科技发展公司债权人：
《重庆侨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产分配方案》已于2018

年8月20日经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重庆市铜
梁区人民法院裁定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116条之规定，由管理人执行。

根据《重庆侨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产分配方案》确定
的内容，本次为追加分配，分配时间为2021年1月18日至
24日，采取转账支付方式。

本次追加分配财产金额为1839981.77元。
对本次分配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以及

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
存。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
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本案无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分配额的提存。
特此公告

重庆侨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1月13日

我们一起防诈骗骗

看，骗子年终“业绩”冲量的那些招数
春节将至，电信网络诈骗五花八门，警方给大家罗列出了高发案例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活方
式的改变，电子网络科技已成为
人们工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
素。无论是投资理财、婚恋交
友、招生求职等等方面都可通过
网络来实现。而不法分子更是
看中网络世界的纷繁复杂，布下
层层陷阱，让人一不小心就跌入
深渊。

对此，高新区警方就近期辖
区内高发的几类诈骗案件进行
盘点，以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注意
防范，提高防诈反诈意识。

凡事多留个心眼
切实捂好钱袋子

电信网络诈骗五花八门，但
不难发现，其套路都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主要目的就是让人转账，
并使用威胁或催促的手段进行催
款。警方在此呼吁，请多留个心
眼，切实捂好你的“钱袋子”。

方便快捷是幌子
骗人钱财才是真
在电信网络诈骗中，“网络贷款”

因其方便快捷成为其中最常见的一种
诈骗形式之一，且目标多为在校大学
生和投资创业人士。不久前，高新区
虎溪派出所接辖区某高校在校学生小
王报警称，自己在网上贷款被人骗了
30000多元。

原来，此前某天小王在微信朋友
圈看到一则贷款广告，正好急需用钱
的他便不假思索的添加了对方好友。
在推荐下，小王下载并注册相关APP，
随后对方又给其发送一张电子表格进
行信息登记，其中就包括公民个人的
身份证、银行卡等隐私信息。填写完
成后，对方假意说需要对小王提供的
银行卡进行风险检测，需要小王缴纳
2000元检测保证金，并表示这笔钱之
后会全额退还。小王并未多心，而是
继续按照对方指示操作，本满心欢喜
等钱到账，不料却等来通知称其银行
卡信息填写有误导致账户会被有关部
门冻结的消息，需再转款4000元进行
解冻才能将平台已拨出的贷款入账，
以及退还保证金，否则将承担严重法
律后果。看似严苛的程序加上言语的
威胁，受害人小王殊不知早已落入不
法分子圈套。此后多次的“转账失败”
和骗子所谓的“沟通协调”，以及后来
微信被拉黑，最终导致受害人被骗
30000余元，等其醒悟过来为时已晚。

网络贷款
赚钱走捷径
被套风险大

如今，“刷单兼职”被骗早已不
是新鲜事，但始终有人却因想着赚
快钱而落入圈套。在警方了解到的
众多报警人中，年轻网友占了绝大
比例。日前，高新区警方接到辖区
群众周某报案称，自己在网络刷单
兼职时被骗了近万元。

今年20岁的周某是一名在校大
学生，平时的经济来源除父母给予
生活费外，自己也会做些兼职。一
天，在网上冲浪时，周某偶然看到一
则刷单兼职广告，于是立刻联系上
了所谓的“工作人员”。一番交流
后，周某和“工作人员”互加微信，不
久对方发来一条链接，在“引导”下
周某打开了链接并进行账户注册。
对方告知受害人注册后就可选择不
同金额的项目刷单，返费也能及时
入账。一开始刷的都是 20元、30
元、50元金额的小单，并且投入金额
后，自己账户立即有了返费，于是周
某掉以轻心开始了一次次的刷单。
随后，“工作人员”又发来一条2000
元的刷单项目，并告知受害人刷完
这单后，必须要接着刷三至四个上
千元的联单才能统一返费，否则违
反规则便不能获得返费。这样的套
路，使得周某既想赚钱又害怕是骗
局，但短暂思考后其还是选择继续
刷单，最后导致了近万元的损失。

刷单兼职
进了经验分享群
她一周损失20万
在高发的诈骗案件中，网络平台

投资理财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且多数
受害人损失金额巨大。这类案情的
套路在于，骗子前期会大肆造谣，发
表各式各样网上投资赚得盆满钵满
的消息，诱人上钩。

对于一些手里有闲钱又想发财的
网友而言，看到这类消息难免不“心
动”。于是立马中了不法分子诡计，添
加微信或QQ好友，不久便会被拉进
某个所谓的“经验分享群”，而群里全
是充斥着各种“恭喜某某今天赚了多
少钱”“祝贺某某喜提名车”“谁谁谁又
换房了”的虚假消息。看似大家收获
满满，其实除了受害人，其余人员全是
骗子。在“群友”狂轰滥炸式“洗脑”
下，受害人开始信以为真，于是就根据
群里客服的指示，在相应的APP上注
册账户开始投资，几千上万往账户充
值，每天也看到账户中的余额成倍增
长，但由于贪念，不断往里继续充值形
成恶性循环。到最后，受害人才发现
所投资的平台是一个虚假的平台，后
期根本无法提现；或者前期能小额提
现，后期都会因为各种借口无法退款，
而此时的“经验分享群”里的群友们也
早已不知所踪。今年年初，向高新区
警方报案的张女士就是因为中了这样
的套路，在一周之内损失了20万余
元，悔恨不已。

网上投资理财
好友QQ被人冒用
着急打款他被骗
今年1月8日，就读于某艺术类院

校的李同学向高新区警方报案称，自
己在QQ上被人骗了钱，求助民警。
原来是前一天晚上，小李在学校寝室
突然收到好友王某的QQ信息，对方
以家人突发疾病急需用钱，医院无法
刷卡，自己微信转账又被限制为由，让
小李发来自己的银行账户，并承诺会
先通过网银转账的方式向其打款，等
收到钱后再由李同学给自己家人微信
转账。并未多想的小李给“王某”发去
了银行账户号码，随后便收到了一张
网银转账成功的截图和“银行短信”，
紧接着又收到了一个微信二维码。在
未准确核实其身份的情况下，小李立
即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向对方转账了
1400元，第二天其向好友王某电话询
问此事时，王某表示并未收到转款，此
时李同学才得知好友QQ号被不法分
子盗用以致自己被骗。

此类案件不难看出，犯罪分子大
多是通过盗用好友微信或QQ账号
以急需用钱为由，编造各种谎言，以
取得受害人同情，再以PS所谓银行
转账截图或利用特殊手段发送虚假
短信，告知受害人已为其打款成功骗
取信任，最后通过引导受害人扫描二
维码或向指定银行账户转账的方式，
骗取钱财。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曲鸿瑞

好友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