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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拉拉那些事

▲

坐货拉拉搬家途中
23岁女子跳车身亡

货拉拉
罗生门

家属：搬家行程中，货拉拉司机曾三次偏航
司机：不懂导航操作导致，三次后女子跳车
货拉拉：警方仍在调查，尚未形成定性结论

估值将达100亿美元

货拉拉于2013在中国香港成立，2014年进入中国
大陆，并坚持大陆与海外市场的双线发展，在货运O2O

“百团大战”中脱颖而出。
2020年年末，货拉拉宣布完成5.15亿美元的E轮融

资，由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高瓴资本、顺为资本等老
股东跟投。据上证报中国证券网消息，货拉拉已完成8
轮融资，并创造出1个月内融资20亿美元的纪录，投后
估值将达到100亿美元。

公司定位从最初的“同城货运平台”，发展为涉及同
城/跨城货运、企业版物流服务、搬家、零担、汽车租售及
车后市场服务的互联网物流商城。

货拉拉称，截至2020年11月，其业务范围已覆盖
352座中国大陆城市，平台月活司机48万，月活用户达
720万。

投诉量达3265件

2018年8月5日，一名货拉拉司机屡屡出言骚扰一
名女客户，客户曾试图向货拉拉投诉，但反馈却迟迟未得
到受理。直到事件登上热搜进而发酵后，货拉拉才将这
名司机封号处理。

2019年7月，货拉拉曾因擅自从事或变相从事网约
车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而被深圳交警罚款一万元。

2020年5月4日，两位微博美妆大V爆料称在搬家
时遭遇货拉拉司机漫天要价，短短1.2公里的路程竟开
出了5400元的高价。货拉拉客服表示“搬运费用并没有
统一标准”，引发网友们的口诛笔伐。货拉拉最终发布道
歉声明，封号并清退了涉事司机。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看到，货拉拉投诉量达
3265件。

综合时代周报、封面新闻等

21日晚，一条“23岁女生在货拉拉车上跳窗身亡”的
新闻在网络传播并引发大量关注。2月6日晚9点，湖南
长沙23岁的车莎莎从货拉拉副驾驶跳窗，后经抢救无效
不幸离世。根据有关报道称，在本次行程中，货拉拉司机
曾三次偏航。

死者弟弟：搬家路上出事

车莎莎的弟弟发布文章显示，2月6日晚上8点，车莎
莎从天一美庭搬家到梅溪湖步步高公寓，车程约10公里。

2月6日晚上9点17分，车莎莎上了车牌号为“湘
A DA6557”的货拉拉面包车，9点24分，车莎莎还在
工作群和同事互动，看不出有情绪异常。

9点30分，货拉拉司机拨打了120和110，称车莎莎
因为面包车三次偏航，在岳麓区曲苑路跳车窗了，120赶
到现场时，车莎莎已经倒在血泊中昏迷不醒，随后被紧急
送往岳麓区航天医院进行抢救。2月10日，因抢救无
效，车莎莎去世。

车莎莎的家属对此提出质疑：肇事司机为什么不选
择正常导航路线及平台要求路线，而是舍近求远选择一
条没有监控的道路？是不是早有预谋？货拉拉有没有对
司机进行相关的安全审核？

货拉拉：尚未形成定性结论
21日晚，货拉拉官方微博发布关于长沙用户跳车事

件的说明称，2月8日从警方获悉事件后，货拉拉“第一时
间成立了专项处理小组，即刻配合警方提供所需的一切
订单资料，并于2月9日抵达长沙与家属取得联系，表达
深切歉意和负责到底的态度。在警方的安排下，货拉拉
于2月11日与家属就善后事宜展开第一次商谈，但遗憾
未能达成一致，由于当日为除夕，在警方建议并取得家属
同意的情况下，双方约定在春节假期后继续商谈。”

货拉拉在声明中称，2月18日假期结束后，专项小
组立即开展工作，并多次联系车女士的家属表达积极处
理善后的意愿，于2月20日获得家属的回应。目前，货
拉拉“正积极与家属约定商谈善后的时间”。

声明表示，目前长沙警方对事件的调查仍在持续，尚
未形成定性结论。货拉拉将全力配合警方工作，承担平
台应尽的责任。

长沙妇联：会第一时间介入

针对该事件，长沙市妇联相关工作人员昨日称，妇联
相关部门正高度关注该事件，按照相关要求确保妇女权
益得到维护。“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如果调查结果出来
后，当事人家属向妇联求助，我们会第一时间介入，组织
相关部门人员以及律师团队，确保妇女权益得到维护。”

“侄女出事前没有任何异常”
22日上午，记者联系上车莎莎的叔叔车细强等家

属。家属表示：“货拉拉的回应避实就虚，且协商不成
功的原因在其拒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态度。”

车细强说，今年23岁的车莎莎大学前年刚毕业，
在湖南长沙某公司从事人力招聘工作。车莎莎叔叔表
示侄女搬家当晚没有任何异常，“九点十几分的时候，
她都还在和她阿姨也就是我爱人聊天说刚装好行李。”

车莎莎同事的群聊截图显示，21点24分时，车莎莎
还在同事群中分享趣事。“我们都不敢相信在她还在给同
事发消息的6分钟后她会跳车自杀。”车莎莎叔叔表示。

“司机不按导航走多次偏航”
车莎莎叔叔表示，事件中家属最大的疑惑就是司

机为什么会多次偏航，驶向偏僻路线。
家属展示的平台截图显示，当晚司机并没有按照

货拉拉平台推荐路线走西二环至枫林路行驶，而是走
岳麓大道至下旺龙路，之后便频繁偏航绕路行驶到曲
苑路上。

“旺龙路、佳园路、曲苑路那附近晚上路灯都基本
没有，有的路段在夜里甚至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
车莎莎叔叔说，侄女跳车的时间与地点都充满着疑点。

关于司机为何会多次偏航及车内是否有录音监控
等措施，货拉拉官方曾回应家属称，司机端没有相关录
音录像设备及措施。

“司机及平台一直没探望过”
家属事后向派出所询问调查进展时得知，因证据

不足，涉事司机三天后便被警方释放，目前警方还在补
充调查中。

货拉拉的官方说明中提到，2月8日公司便成立了
专项工作小组积极与家属进行对接。但车莎莎的叔叔
表示，对方与家属取得联系后却一直在不停改见面时
间，没有人到医院探望过车莎莎及家属，直到11日车
莎莎去世后第二天，双方才在民事协商会上见面。

“会上我们才知道涉事司机在笔录中承认了三次
偏航，而他们公司还是坚持说是自杀，说自己没有任何
责任，直到现在司机和公司都没人来慰问过家属。”车
莎莎的叔叔说。

车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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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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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

▲

涉事面包车

质疑

▲

货运车辆 能否安上“黑匣子”
自交通运输部、工信部等7部委于2016年联合发

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来，
在网约客运车辆上安装音视频采集装置，保障运营安
全和乘客合法权益已经成为业界“标配”。那么，作为
货运车辆，是否也需要安上“黑匣子”呢？

2020 年 11 月 2 日，交通运输部官网发布了《道路
运输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其中第一百二十三条明确指出，客运车辆、危险货
物运输车辆、半挂牵引车以及总质量12000千克以上
的载货车辆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配备具有行驶记录功能
的卫星定位装置和智能视频监控装置，并接入符合标
准的监控平台。

据了解，对于普通货运车辆，目前暂时还没有车内
监控的强制安装标准。据不完全统计，在货拉拉的所
有车型中，中小型面包车占比超过70%，而且平台上的
司机也多为个体司机。

相关链接

▲

路线对比图

股权转让通知
经重庆皋隽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拟将

持有的本公司100%股权进行转让。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
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
前往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联系人:朱斌 电话:13883295221
重庆皋隽商贸有限公司2021年1月26日

股权转让通知
经重庆勤恳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决议决定，拟

将合计持有的本公司100%股权进行转让。根据
《公司法》规定，请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
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
前往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联系人:朱斌 电话:138832952214
重庆勤恳商贸有限公司2021年1月26日

遗失重庆中升汇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开 具 给 陈 曦 ，身 份 证 号 ：
50010619930522****的预收款收据，编
号0001868，金额2000元，声明作废。
重庆市视康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遗
失于2018年7月24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3MA600YL04L，声明作废
贺园遗失重庆恒大金碧天下703-901房屋收
据原件三张，编号cqtxn0290990金额123202
元 ，cqtxn0290991，金 额 18426.06 元 ，
cqtxn0290992，金额7155.2元，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江津区铁唯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6051729782R）股东决定，公司注
册资本由100万元减至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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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

2021年西部公交调度室工程比选公告
竞标人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

以上资质，其他要求详见竞争性比选文件。凡
有意参加竞标者，请于2021年 2月 23日至
2021年2月25日，持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
全生产许可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在代理机构
（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70号两江星界2
栋9楼）报名并购买比选文件。比选文件每份
售价500元，购买比选文件时收取，售后不退。
比选人：重庆西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老师 联系电话：023-65414644
比选代理机构：重庆西恒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老师 联系电话：023-67766894

◆遗失麦克红康药房九龙坡区谢家湾裕锋药店的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15001070039963(1-1)声明作废。
◆重庆市九龙坡区海思沙发厂遗失2017.3.30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5UGBXN9N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金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璧山
分公司渝AF311H车的营运证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南华印务有限公司公章一
枚，编号5001085000563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好才付农业有限公司公章备案回执：5003812020
0410015，财务章备案回执：50038120200421034，声明作废
◆重庆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张北君遗失重庆
市行政执法证（编号000970721），声明作废。
◆声明：周善璧,遗失医师资格证书:证号
199850110510212640222453;遗失医师执
业证书:证号110500000000421，声明作废。
◆钱芳遗失重庆恒大云湖上郡4.2期8号楼1-102号房屋
房款收据1张:编号N0255878金额299140元。声明作废。
◆重庆梓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5001141081444，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运北岸客运有限公司遗失渝A318T7
道路运输证，证号渝字500100047136作废
◆重庆市江津区忆染电脑经营部公章5003817112760财务专
用章5003817112761发票专用章5003817112762声明作废。
◆遗失陈小龙、王明花之女陈辰在重庆市红十字会医
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356380声明作废。

◆沙坪坝区唐洪通讯器材经营部《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副本遗失，许可证编号：JY15003560012373,声明作废。
◆遗失两江新区黄素兰小面馆金税盘，税
控设备编号：587005492919，声明作废
◆唐燕遗失位于重庆中国铁建西派城二期江北区星怡路39号
5号楼4-3房屋契税收据：11944（58216.24元）声明作废
◆龚红霞遗失护士执业证书，201886000410，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扬华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司云英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063770遗失补办
◆遗失李梓蕊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337201作废
◆胡杨遗失残疾证：50022419930227032343声明作废
◆遗失父亲周锡伦，母亲袁继芳之女周美含在龙华中心
卫生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I500175051作废
◆遗失程君，何琼林之子程诗棋2015年4月10日在重庆市
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出生，出生编号P500123485声明作废
◆遗失沙坪坝区弘林机械厂公章、财务
专用章印章备案证明原件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园凼食品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003826002143）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锡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资质证书
正副本原件，编号D35006423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阔叶林贸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068137527，声明作废
◆遗失2017年05月05日核发的重庆市汤浅电瓶经营部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082416789W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恒阳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05717779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弘文三谦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公章1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同兴医疗废物处理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
普通发票代码050001900105号码15770916作废
◆沙坪坝区水雾茶叶店（经营者王代萍）遗失2013年6月3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660048794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南川区石莲镇桐梓村股份
经济联合社公章5003847042004作废
◆遗失张小琴保险执业证02004750000080020190300939作废
◆遗失王家玲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340682作废
◆遗失杨宇航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102534作废
◆遗失杨秋铭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284176作废
◆乐用汽车贸易（重庆）有限公司遗失车牌为渝A977YC
的道路运输证，证号：渝交运管渝字500106039393号作废
◆遗失刘佳之女苏芓涵于2011年4月4日在南岸区女子
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258756，声明作废。
◆张露遗失2019年11月21日在鲁能中央公
馆二期购买97号车位开具的预约金收据，编
号：11145503，金额：5000.00元整，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米寅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财务专
用章5001127074161和法人李天兰印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元埔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
5002425004693）、财务专用章壹枚、发票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胡宏博.男.2016年5月13日出生证P500187032作废
◆伊庆生遗失位于南岸区上新村街25号房产证，声明作废。

浮尸辨认通告
长江流域835男#1.70米约40岁深色
长袖浅色牛仔裤黑色运动鞋841#男
1.72米约27岁深色长袖深色长裤深色
休闲鞋，请家属七日内前来认领。
长航公安局重庆分局电话：63770249

重庆两江新区同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重庆尊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强制清算受理暨债权申报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同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重庆尊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人、债务人、财产持有人：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3日裁定受理重庆尊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庆两
江新区同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并于2021年1月12日作出（2021）渝05强清17、18号
《决定书》，指定重庆市长寿区九五种养殖专业合作社、重庆市金康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黄炜旻、
陈孔亮、程立组成重庆两江新区同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重庆尊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以下
简称“清算组”），清算组正式成立，并依法负责债权债务清理等工作。现就重庆两江新区同谊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重庆尊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申报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债权申报期限：债权人应当在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二、债权申报地点：重庆市渝北区洪湖西路21号欧瑞蓝爵公馆9-1.2.3。
联系人：刘欢18581009196。
三、申报人应当如实、详细填写《债权申报表》以及提供完整、真实有效的申报材料。申报债权

应提供如下材料：（一）《债权申报文件清单》、《债权申报表》、《送达地址及收款账户确认书》（可与清
算组联系人联系获取相关格式）；（二）债权人身份证明材料：1.自然人：请提供本人、委托人身份证
原件（收取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2.法人：债权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并签字确认）、授权委托书（原件）；3.债权人
委托律师的，代理人还应当提交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出示原件核查）、律师事务所指派函（原件）。
（三）证明债权事实的相关证据材料：1.借贷合同或者协议；2.银行转账的，需提交银行交易明细；现金
借贷的，需提交收条、取款凭证；3.有财产担保债权的，提交担保合同、担保权凭证；4.合同履行过程中
达成的相关展期协议、和解协议、抵债协议等；5.债权回收情况（包括回收金额、回收时间等）；6.人民
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包括生效证明或执行裁定书）；7.申报债权金额的构成（需注明债权本金、利息
以及计算方式）。上述材料均需出示原件，清算组将收取复印件，复印件由债权人签字或盖章确认。

四、提交材料注意事项：申报债权数额必须真实、具体明确；债权申报包括利息、违约金、滞纳
金的，注明计算方式；申报债权时未申报利息或违约金的，视为放弃申报。

重庆两江新区同谊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重庆尊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清算组 2021年2月22日

遗失声明
沙坪坝区廖会餐馆（社会信用代码：
510232197310017320（身份证））遗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编 号 ：
JY25001060026976（1-1），声明作废

询价公告
1、项目名称：鱼塘湾146-149号屋面漏水维修
2、项目地点：北碚区鱼塘湾
3、询价单位：重庆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4、资金来源：国有资金出资比例100%
5、投标人资质：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
6、询价文件领取费用：50元/份
7、询价文件领取等详情请致电023-68862521（公示期
为5个工作日。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3月1日下午
17:00）地址：北部公交后服中心（重庆北碚502公交站）

母亲梁敏、父亲沈松之子沈皓迪于
2020年9月22日在重庆市潼南区妇
幼保健院出生，出生证明号U50005
7248,现出生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江津区双福新区攀华·双岛湖御园设计方案
局部调整的公告

攀华·双岛湖御园项目业主及有关利害人:
攀华·双岛湖御园项目位于双福新区B1-

05-4/01 地块、B1-05-5/01 地块、B1-05-3/
01-1 地块，该项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目前，建设单位重庆攀达房地产有限公司申请对
经审批的设计方案部分进行调整。重庆市江津区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2021年2月26日-2021
年3月4日对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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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相互转告。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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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老师 联系电话:47696236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2月22日

关于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扩容升级房屋征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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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扩容升级房
屋征收项目已拟订征收补偿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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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拟被征收人征求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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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3日起至2021年3月24日止，共计30天。
二、征求意见方式及《方案》修改程序：
1、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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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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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中山四路1号渝中大厦第二层
联系电话：13167907060 监督电话：63328673
特此公告
附件：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扩容升级房屋征收项目安置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 2021年2月23日

遗失江北区洛美餐馆2015.6.18核发营业执照 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5MA5U90L73Y，声明作废
遗失江北区洛美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编号：JY25001050008700，作废声明
遗失长安CS55PLUS，合格证编号：WDV00845
9139 车辆品牌：长安牌,车辆型号：SC7155AD
A6车辆识别代码/车架号：LS5A3DKE0MA26
4666发动机号：MN3AF025934，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馔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6MA60B2TN6R）股东大会研究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1500万元减至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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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黔江区珏滢农业专业合作社（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3500114MA6086W87U）经成员大会决
议，本合作社拟将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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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23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亚赫吊装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MA5UP2QA2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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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

重庆功夫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印章备案回执、
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41042296）、工商银行渝
北西湖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6285102，
账号310003810900001916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猛擎吊装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9MA60KLNE53）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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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

重庆忠县恒大悦珑湾13-1105房主：武俊宇，
武俊宇遗失购房收据，编号N0248741，金额：
62424元，编号N0262760，金额：249698元，
编号：0248742，金额：9363.66 元，编号：
0248743，金额：4814.40元。声明作废！

重庆 证件遗失/票据挂失/环评公示/劳动仲裁/法院公告/招标拍卖/ 各类
各地 注销减资/公告声明/题花广告/出售转让/商业广告…… 登报

刊登
热线

15023163856 17090791000
023-65909440

微信
同号

重庆格外阁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开户行: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支行，账
号:11252000000672805 核准号：
J6530090614401，声明作废。

重庆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两路口门市部遗失出境合同
CJ0009442.CJ0007919.CJ0004675.CJ000924.CJ014419.
CJ014429.CJ014430.CJ014431.CJ008494.CJ008495.
CJ008496.CJ00014200.CJ000005826-CJ000005925;
国内合同GN0019038.GN0019040.GN005069.GN014426.
GN014427.GN014428.GN014430.GN014431.GN005070-
GN0050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唐正英遗失重庆云鸥产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
15日开具的龙洲湾新鸥鹏拉菲公馆一单元2栋801
号房屋契税收据，收据号0094620.金额 24451.31
元；收据号0094621，金额272478元，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帝泰麟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2691231587H）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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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

本人王俊2021年2月20日不慎遗失第二代
身份证，证号：500226198410144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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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龙乘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
司开具的重庆华润万象城2019年度礼品采购合同的履约保
证金收据壹张，收据编号商业0000474,记载金额￥50000
（履约保证金），特此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其法
律后果由我司承担，与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无关。

注销公告：重庆科美娅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5066153755F）经股东会决
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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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
安琼（身份证510422199802286428，手机
号17390385997）遗失事眉山卫生职业技
术学校毕业证、四川大学大专毕业证，学号
20161890004，证书编号 106105201806
602650、药店营销资格证，特此声明

◆遗失谢安保险执业证00010050011200002021000281作废◆沙坪坝区模范美容院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32111919680813128017，声明作废。◆遗失郎巧灵保险执业证00010050011200002020005451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