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登
热线 15023163856

◆重庆巴银液酒类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5001132003120）声明作废。◆李见平遗失江北区五里店守柴炉烤鸭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编号:JY25001050001592）声明作废◆声明：本人贺金炜，遗失重庆金地琅泽置业有限公司开具
定金单据一份，编号LZ0004506，金额20000元，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区琪琳茶楼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JY25001060010999作废◆重庆万友广告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章未经公安
局备案，印章编号5001031802991特此声明◆重庆广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渝A6539W道路
运输证：渝交运管字500112016338号，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镇双碑村大
河沟经济合作社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重庆巴银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50011370635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爱心汽车驾驶技术服务部公章
壹枚（编号：500107103236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恒佑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壹枚、财务专用章
壹枚、发票专用章壹枚，法人刘金宇私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赵琴残疾人证，证号50011319840826822262声明作废◆遗失2016.2.1核发的两江新区御君阁洗浴中心（陈建平）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905607127101作废◆遗失渝北区欣欣老灶餐饮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
00112MA5UCBJL1M）发票领购簿一本，声明作废◆重庆鑫早清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5001137105663）声明作废。◆遗失2003年12月2日核发的郭馨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3008754-1，声明作废。◆许伟遗失重庆恒大·健康城I 6-1-602号房购房票据，编
号HDJKC1007708金额157322元（首期 含定金），声明作废◆遗失富力城天禧A6-7-3装修押金收据号0036888声明作废◆徐煜炅执业证00010050010500002020001425遗失◆太极集团重庆中药二厂有限公司合同章5003817079731作废◆重庆志阳跃坤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大石坝支
行开户许可证,账号108841553086核准号J6530049667901作废◆彭昌勋遗失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安全
员），证号：5000000208142，声明作废。

接房通知
尊敬的新澜·康桥名邸14幢业主：

新澜康桥名邸14幢（派出所编号重
庆市双桥经开区西湖大道62号14幢），
经竣工验收，已符合交房条件。请您于
2021年1月30日到新澜康桥名邸物业办
公室办理接房手续，接房时请按《接房通
知书》要求带齐全部资料。具体交房事宜
请致电023-85316777、85316888咨询，

特此通知！
重庆新澜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2日

对《重庆天仙湖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限期向管理人
提交召开债权人会议提议材料的通知》已回复的告知书

重庆天仙湖置业有限公司债权人：
债权人会议主席在收到管理人发出的《重庆天仙湖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限期向管

理人提交召开债权人会议提议材料的通知》后，已经书面回复管理人，回复的内容如下：
2019年10月18日，万州区人民法院在重庆天仙湖置业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上指定我为天仙湖公司债权人会议主席。在本次会议通知发布之前我的代理人等代表
已于2021年1月5日与管理人就万州债权人会议认真研究，又于1月9日向管理人提交
了债权人会议相关材料，包括债权人要求召开债权人会议的书面材料。

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由人民法院召集，自债权申
报期限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召开。以后的债权人会议，在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或者管
理人、债权人委员会、占债权总额四分之一以上的债权人向债权人会议主席提议时召
开。”因此，债权人会议主席有权组织召开债权人会议，管理人应当予以配合召集。

债权人自治是破产法的重要原则，也是债权人会议地位的基本依据。债权人会议作
出的关乎债权人基本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决议，是程序进行的重要根据。债权人会议主席
召集债权人会议符合维护债权人正当合法权益的要求，也有利于企业破产程序合法有效
的顺利推进，符合破产法的立法初衷和破产法的价值理念。

综上，债权人会议主席召开债权人会议在《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无禁止
性规定，且在实践操作中，债权人会议主席亦有权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特此函复！
重庆天仙湖置业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主席 谢勇

2021年1月22日

招标广告
现就江厦·星光汇项目有关物业

销售代理进行公开招标，欢迎有意向
者 登 录 http://www.qfkg.com.cn/
ztbgg/594.jhtml下载招标文件。
联系人：刘女士；电话：13220322150。

重庆江厦徐汇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5日

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经销商招标公告

华润怡宝渝贵大区重庆市万盛经开区现向社会公开
招募万盛经开区市场特约经销商，竭诚欢迎符合要求的
公司参加投标，投标事宜请联系华润怡宝招标指定人员。
联 系 人：郭先生 联系电话：13980537325
电子邮箱：yb.yxzx-xsgI@crbeverage.com
招标时间：2021年1月16日-2021年1月24日
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2021年1月20日

序号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单位
闽星水产经营中心

“666”水产行
阮氏冻品行
蒋氏冻品行
作香水产部
道明水产部
恒利水产行
周三水产行
龙老二水产部
巴南甲鱼行
渤海水产行
林林水产行

天天海鲜批发中心
莫甲鱼行
易方海鲜行
何老大水产经营部
老王水产经营部
富利水产经营部
袁三海鲜经营部
隆达水产商贸行

负责人
俞明国
薛财良
阮文艺
蒋明
施作香
陈道明
薛利国
周瑜
龙跃建
吕长信
王基本
代成林、
曹明林
徐茂
莫儒华
覃易方
何国钧
王启富
雷前富
袁平安
薛贞盛

序号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9

单位
张二水产经营部
徐二娃海鲜店
程氏海鲜有限公司
晓华水产行
三松水产经营部
恒扬水产经营部
天和水产部
龙华蚧业
本年甲鱼行
廖二海鲜城
厦门鲜冻鱼行
天兵长江鱼行
温州小海鲜行
龙海水产公司
重庆三亚湾水产品综合
交易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千源水产海鲜公司
重庆冠磊水产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东江水产
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森渝水产冻品公司

负责人
张志明
徐永东
程强
施晓华
王命煌
陈良强
刘素霞
施龙华
王本君
廖守明
高小雷
王天兵
俞云心
刘东
方新年

罗世助
况东
李家勇

杨孝祥

序号
98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单位
重庆时先海味
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南沙冰业有限公司
余之渔水产
鑫路海产
远扬水产经营部
鑫荣燕鲍翅商行
小谢调味品批发
张二水产海鲜经营部
雷氏活鲜经营部
宏源海产品有限公司
胜强水产品经营部
老陈海鲜批发部
重庆易方水产经营部
重庆林记2海鲜
东郊郁林大排档
重庆渝春元海鲜酒楼
重庆市左氏水产品
有限公司
重庆市水产商业
协会秘书处

负责人
陈珂

张文英
余杨
吕井江
张远扬
黄国华
谢朝东
张勇
雷泽福
李玉清
代必云
陈建全
覃建全
林坂生
江坤书
张耀元
左国举

常述为

重庆市水产商业协会完善入会手续的启事
重庆市水产商业协会将于近期换届选举，现面向社会寻找以下单位或个人，请以下名单中的单位或

个人，仍有意愿加入协会的，在2021年1月21日至2021年1月28日早9:00至晚17:00内，本人携带有
效身份证件前往重庆市渝北区三亚湾水产市场A8栋1-2（二楼）公共服务大厅，填写会员入会申请书及
相关资料完善入会手续，以便协会后续服务工作的开展。 重庆市水产商业协会 2021年1月21日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关于对金银湾177号房屋
开展征收补偿签约工作的通知

金银湾177号房屋被征收人：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12月3日作出了《关于对茶亭北路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项目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渝中府征发〔2015〕33号），并于2015年12月5日公布了《茶亭北路旧城区改建
房屋征收项目安置补偿方案》。金银湾177号房屋属于该房屋征收决定范围，因特殊原因至今未征收补
偿，现已具备补偿条件。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590号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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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对金银
湾177号房屋被征收人依法实施征收补偿。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名称：茶亭北路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项目
二、征收范围：渝中区金银湾177号
三、征收部门：重庆市渝中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四、签约期限：共计30天，具体时间从2021年1月29日至2021年2月10日，从2021年2月27日至

2021年3月15日。
五、补偿安置方式：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
六、补偿方案：已于2020年12月23日公布并张贴于征收现场公示栏。被征收房屋补偿价格及产权

调换房屋的价格，由依法确定的评估机构即重庆道尔敦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按照《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的规定评估确定，评估时点为本通知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
补偿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分户评估报告和整体评估报告为准。

七、其它事项：1、现场办公地点：金银湾177号；2、办公电话：17723041156；3、监督电话：63328673。
特此通知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 2021年1月22日

重庆亿农加信息科技开发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编号5001141027535)、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141
027536)、合同专用章(编号5001141028678)、工
行重庆黄山大道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0047
170201，编号650-00947399)声明作废

重庆华骏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南坪汽车租赁分
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坪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2220804，
账号：3100027109200493440声明作废

浮尸辨认通告
长江流域848#男1.70米约35岁深色毛衣深
色长裤灰色袜子，请家属七日内前来认领。

长航公安局重庆分局电话：63770249

代理商陈光坪遗失中国联通秀山
分公司押金条2张，金额5000元
和金额1000元。中国联通公司
的所有收据作废，特此声明。

迁坟公告
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地〔2020〕275号文

件批准，征收九龙坡区华岩镇石堰村8社部分集
体土地，用于九龙坡区实施城镇规划建设用地。
请位于被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坟墓于2021年3月
31日前迁出。逾期不迁者，按无主坟处理。

重庆市九龙坡区征收事务中心
2021年1月22日

迁坟公告
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地〔2020〕164号、渝府地

〔2020〕166号文件批准，征收九龙坡区中梁山街道共和
村7社、新政村9社部分集体土地，用于九龙坡区实施城
镇规划建设用地。请位于被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坟墓于
2021年3月31日前迁出。逾期不迁者，按无主坟处理。

重庆市九龙坡区征收事务中心
2021年1月22日

关于协商钢锋村-建新村-黄观片区（一期中段）旧城改造项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事宜的公告

韩秀梅：根据《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关于钢锋村-建新村-黄观片区（一期中段）项目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的决定》（江北府[2020]70号）和《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关于钢锋村-建新村-黄观
片区（一期中段）旧城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公告》（江北府国征[2020] 8号），江北区人
民政府对钢锋村-建新村-黄观片区（一期中段）旧城改造项目征收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
征收，签约公告期为2020年11月25日起至2021年1月23日止。现我委依法向下列被征收人
公告送达关于协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事宜的通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房屋坐落
富强四村86号附23

证载产权人
韩秀梅

房屋结构
混合

房屋用途
住宅

是否成套
成套

土地使用权类型
划拨

修建年代
1987

建筑面积（m2）
58.16

请上述被征收人于2021年3月29日上午10：00点至 12：00点到江北区钢锋村-建新村-
黄观片区（一期中段）旧城改造项目征收现场办公室协商征收补偿安置相关
事宜。如未在规定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门达成补偿协议，房屋征收部
门将依法报请江北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征收现场办公室地址：江北区富强四村5号。联系电话：67745807。
重庆市江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1年 1月22日

遗失声明：重庆黄金岛商务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
杨家坪经营部遗失2008年12月16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7290038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海霸海鲜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9012101344）股东会研究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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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黄金岛商务俱乐部有限责任
公司杨家坪经营部（注册号5001072900389）
经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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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重庆海霸海鲜有限公司遗失
2005年10月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9012101344，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聚优之家（重庆）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MA60TJ6X64）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根据《公
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1年1月22日

重庆澳新优贸易有限公司915001123051
20441P普通发票，发票代码：5000172320，
发票号码：13344154，发票号码：20682918-
20682926，共计十张发票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庆东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8MA615UAK5X）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5000万元减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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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昌乐汽车经纪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3304830513J）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30万元减少到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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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叁辰司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MA603B6A4D）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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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2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攒劲点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3MA5UPQDK70）股东决定，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300万元减少到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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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李杜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9010081972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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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22日

遗失重庆市昊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3821003515）、财务专用章
壹枚（编号5003821003514）、发票专用章
壹枚（编号500383401292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椿江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6MA604XAQ6X）股东大会研究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至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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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2日

重庆畅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塑料制品制造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示：目前《重庆畅峰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塑料制品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已形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
要求，将该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式如下：1、环评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AcyUR6sjfu
Auk6M7XB-uQ提取码：00d9。2、公众还可通
过电话、电子邮箱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索
取纸质报告书：建设单位：重庆畅峰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王总：13658356537。环评单位：河北辉圣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张工：15823845298 310296907
@qq.com。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围的群
众或社会团体对建设项目环保方面的意见及要
求。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
接下载的公众意见表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
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或电话向建设单位或环
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5、公众提出意见
的起止时间：2021年1月18日至2021年1月25日

重庆市潼南区洋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医药中间体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重庆
市潼南区洋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化工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医药中间体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的要求，相关信息已在网站 http://www.
ccdri.cn上发布，如需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登
录该网站查询。1、建设项目概况：项目名称：医
药中间体项目；建设地点：重庆市潼南高新区东
区；建设单位：重庆市潼南区洋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项目投资：总投资4500万元；建设内容及规
模：新建1座合成车间，并配套建设综合楼、库房、
锅炉房、污水处理站、事故应急池等其他公辅、环
保工程，形成3500t/a氯唑酮、1500t/a嘧啶酯、副
产氯化钾约3500t/a、醋酸甲酯约830t/a、醋酸约
670t/a的生产能力。2、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
庆市潼南区洋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童
工；电话：13921822109。环境影响评价单位：重
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系人：阴工；电话：
15178822208；Email：yin.xiaolu@qq.com
重庆市潼南区洋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1月19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大足区铸造企业协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1500111671012117P）拟将注销。请
债权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单位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1月22日

本人张浩（身份证500109199709026315）就职于
重庆国亿能源有限公司，由于公司原因于2020年7
月31日起停止经营，并停止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及
医疗保险；本人于2020年7月31日正式登报声明
解除与重庆国亿能源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

◆遗失重庆市渝北区房友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渝
领汇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收据1份编号:7219030，金
额5000元，大写伍仟圆整，已盖公司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渝北区房友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皇
贵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收据1份编号:1526762，金额
5000元，大写伍仟圆整，已盖公司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重庆金标标识设计制作有限公司（税号
9150000079801761X0）开给重庆永万置业有限公司（税
号91500118MA60J1RA89）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
票联、抵扣联）：发票代码5000192130发票号09964413
金额5012元；发票号09964415 金额3250元，特此声明

奉节县平湖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遗失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奉节支行鹤峰分理
处开户许可证编号 J6677000777301
账383802012001000046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急达物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6163UJ64）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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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东朋会计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MA5UQLB101）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2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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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唯礼合之苑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RX3K38）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300万元减少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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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关于珞璜碧桂园·翡翠蓝山地下车库车位
布局修改的公告

珞璜碧桂园·翡翠蓝山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该项目位于江津区珞璜园区，现建设单

位重庆瑞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对经依
法批准的地下车库车位布局进行局部修改。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对修改情
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
2021年1月 31 日，公示地点为重庆市江津区
人民政府网站政务公开规划信息板块、江津
区规划展览馆、项目现场，告知听证权利。具
体内容请到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务
公开规划信息板块、江津区规划展览馆规划
公示栏、项目所在地现场及查看，欢迎相关利
害关系人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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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 联系电话：47696915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1月 21日

公 示
重庆西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于2021年1月
21日召开2021-2022年员工家访慰问品采购项目评审
会，经评审组的推荐，确定重庆沃购商贸有限公司为供
应商，各响应单位如有异议，可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三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询价人提出异议，逾期不再受理。

声明：万李，李国兰遗失重庆渝铁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专用收据（项目名称：望山国际
房号1号楼8-4）1张，契税、大修基金收据，
金额39154.52元，收据号：2486。声明作废。
◆重庆顺千票务代理有限公司遗失工行重庆大坪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3100024309200161376核准号J6530028575801声明作废

◆重庆巴银液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5001137069456）声明作废。

52岁的谢丽霞出手阔绰，曾是圈中的“富
婆”：为女儿出国留学，一年要花数十万；名下数
套度假地产，现价值超300多万；邀朋友出门旅
游，动辄几千上万的名牌。

一个靠公职养家糊口的单身科级干部，大
把的钞票从何而来？

2020年8月11日，大足区监委根据线索缜
密核查，依法对大足区住建委档案馆原馆长谢
丽霞涉嫌受贿犯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市人大代表、大足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区监察委主任吴宗发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案
例，并分析了这个案例带来的警示。

经查，谢丽霞在工程档案资料验收环节故
意“刁难、卡要”，以收取“档案装订费”为名索取
建筑企业贿赂430余万元。

“肠子都悔青了，没有后悔药卖！”谢丽霞在忏
悔录中多次告诫说，“希望公职人员以我为戒！”

首次“被迫”收红包心存歉意
谢丽霞是大足人，1992年刚大学毕业时，

她靠自身拼搏端上令人艳羡的“铁饭碗”，如愿
进入原大足县政府外事办工作。

早在高中毕业时，她就体验过几个月打工
生活的艰辛。为此，参加工作后她格外努力，能
力突出、积极上进、青春靓丽，渐渐得到领导的
赏识。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她的工作因涉及验收，
有的企业会送红包当“辛苦费”。“我真的是拒绝
接受。”谢丽霞回忆，“是本职工作，收企业的钱，
不该！”

1994年，谢丽霞与经营汽车修理厂的男子
结婚，第二年便生下女儿。不过，在1997年时，
两人因性格不合离婚。

从小争强好胜、性格独立的谢丽霞，争取到
了女儿的抚养权。经历感情失败后，性格要强
的她工作更卖力，要凭一己之力将女儿养大。

1998年，谢丽霞调入原大足县城乡建委档
案室工作。随后，又抽调到其他单位参加了重
点工程建设、人口普查等工作，直至2001年回
到档案室搞档案管理。

一次，她跟随科室人员去某企业搞工程专
项验收，该企业拿红包给验收组人员当回馈，习
惯拒绝红包的谢丽霞连连推辞。但禁不起对方
反复劝说，谢丽霞第一次收下红包，一段时间里
都有负罪感。久而久之，谢丽霞收红包的次数
多了，对洽企业时收红包的行为渐渐习以为常。

谢丽霞在工作中发现，来交档案的企业或
多或少存在档案装订不规范的问题。有企业曾
主动提出，请档案馆或推荐他人帮忙装订档案。

“一些企业有装订档案的‘需求’，能不能以
此赚点‘外快’？”谢丽霞看到了“商机”，打起了

小算盘。
就这样，谢丽霞开始酝酿为企业装订档案

一事。她认为，这就像“老师给孩子补课”，企业
的红包就是“补课费”。

顺应“潜规则”越陷越深
2003年11月，工作上受到领导和同事认可

的谢丽霞，通过竞争上岗担任了档案室主任。
不久，谢丽霞在参加全市城乡建设档案工

作会议时得知，一些区县档案室早已开设了档
案装订业务。一阵讨教后，谢丽霞找到了“窍
门”，对档案装订业务“心领神会”。

从此，拿企业档案装订费和收企业红包，在
她眼中成了理所应当，是随“大流”，顺应行业

“潜规则”。
随着大足城市建设步入快车道，每天登记

入馆的档案量日渐增大。眼见大笔的装订业务
费白白流走，谢丽霞心有不甘。禁不住金钱的
诱惑，她决定按照工程量收取企业的档案装订
费用。

为避免被他人发现，谢丽霞找到昔日同学，
以其名义代为档案馆承揽业务、收钱和分钱。

2016年，谢丽霞盘算自己年近50岁，过几
年将面临退休，有“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的想法，
想趁机再“捞一把”。谢丽霞又另寻名目，向建筑
企业增收档案数字化扫描费、挂接费两笔费用。

虚荣攀比用钱换“优越感”
谢丽霞的思想越来越松懈。有了这笔“收

入”之后，她在生活上有了虚荣攀比之心。
看到身边几个朋友送女儿出国学习，她心

里有些不平衡。自打离婚后，她觉得在情感上
亏欠女儿，始终想从物质上对其进行弥补，希望
其赢在起跑线上。

过分的追求，让谢丽霞在诱惑中丧失了“免
疫力”。

2017年，她让刚大学毕业的女儿到培训机
构突击学习，随后到英国留学，一年花销数十万。

她还经常邀约朋友到海南、贵州、台湾、日
本等多地旅游，购买的化妆品、漱口杯、染发剂

少则数千多则上万元。
2018年后，在朋友推荐下，她又到海南、贵州

等地购置数套度假房产，现价值300万元左右。
2019年7月，谢丽霞调离大足区住房和城

乡建委档案馆。因为担心事情败露，她给档案
馆其他人员打招呼，不要再承接企业档案装订
业务。

为躲避当地纪委监委调查，她还组织订下
“攻守同盟”，并指使人将之前收取档案装订费
用的银行卡销毁。

“希望公职人员以我为戒！”谢丽霞在忏悔
中说，“后悔真的是来不及了，不该索取的，千万
别去拿。”

涉嫌受贿，已被开除公职
2020年8月11日，大足区监委根据线索缜

密核查，宣布依法对大足区住建委档案馆原馆
长谢丽霞涉嫌受贿犯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谢丽霞在工程档案资料验收环节故
意“刁难、卡要”，以收取“档案装订费”为名索取
建筑企业贿赂430余万元，涉嫌受贿。

11月16日，经大足区委批准，大足区监委
依法对大足区城乡建设档案馆原馆长谢丽霞作
出开除公职的处分决定。

经查，谢丽霞违反廉洁要求，收受管理服务
对象礼金，违规发放补贴；违反工作要求，违规
擅自处置国有资产；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为谋取
单位和个人利益，利用出具工程档案验收合格
意见书的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涉嫌单位受
贿犯罪和受贿罪。

谢丽霞身为国家公职人员，滥用手中权力为
单位和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行业内形成潜规
则，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严重破坏
大足区营商环境，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
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处分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经区监委委务会
议研究，并报区委批准，决定给予谢丽霞开除公
职处分；收缴其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案例背后的警示：
干部轮岗制度落实不力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持续保
持高压反腐态势，吃拿卡要、雁过拔毛、贪污
贿赂等现象得到明显遏制。然而，工程建设
领域由于权力集中、资金量大，监管制度不
健全，在招投标、工程验收、资金拨付等环节
仍存漏洞，重点业务科室、相关领导岗位廉
政风险较大。

随着案情调查的推进，大足以案例剖析
的方式为党员干部戴上“紧箍咒”，同时在监
督上进一步扎紧制度的“笼子”。

市人大代表、大足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区监察委主任吴宗发，谈到了这起违纪
违法案例背后的几点警示。

谢丽霞在违纪违法之初是沾染周边不
良环境，一味地“随大流”“依旧规”，把一些
违纪违法问题当成是社会常态，逐渐在潜意
识里认同“潜规则”，形成了错误的是非判断
和纪法衡量标准。

同时，她在对物质的过分追求和“朋友
圈”攀比中，失去了对金钱诱惑的“免疫
力”。渐渐地，谢丽霞的贪欲越来越大，“找
钱”的紧迫感也越来越强，有了“权力不用、
过期作废”的危险私念。

案情梳理发现，谢丽霞担任档案馆负责
人长达16年，档案馆工作人员从2005年起一
直以来没有变化，形成相对固定且隐蔽的“圈
子”，大家同坐一条船，结成“利益共同体”。

“可以看出，干部轮岗制度落实不力。”
吴宗发说。

根据他的分析，档案管理部门业务内容
单一，与其他业务工作关联度低，长期被当
作“边缘部门”“清闲差事”，日常监督提醒存
在缺位；同时，多年来，谢丽霞除2018 年因
为财务票据报销问题被要求作情况说明、
2019 年因多年前入股企业问题被函询外，
没有接受单独的警示提醒和谈话，监督管理
也严重缺位。

归根结底来说，在进一步完善制度“笼
子”的同时，党员干部要时刻拧紧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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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档案资料时故意“刁难”
女馆长向企业要了430万元“档案装订费”

大足区住建委档案馆原馆长谢丽霞已被开除公职，如今后悔不已

市人大代表、大足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区监察委主任 吴宗发

2020年11月27日，大足区纪委监委围绕谢丽霞违法犯罪案件，到发案单位大足区住房和城
乡建委开展警示教育专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