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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大坪街道办事处就业服务管理站拟向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1年3
月2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重庆市渝中
区大坪街道办事处就业服务管理站清算小组 2021年3月2日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镇双碑村挂榜山经济合作社遗失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坪坝支行双碑分理
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7539303，账号：030301
0120010000240，编号：65300042087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横顺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0MA61AJP043）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4123万元减少到32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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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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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腾睿，电话：1852306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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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腾睿，电话：18523069972
重庆勤恳商贸有限公司2021年1月26日◆王梅（身份证510203197103190022）遗失失业证作废◆遗失贺洮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

学院学生证，编号:1816010212声明作废◆廖联凤，身份证号500113198709268728，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正副本纳税人识别码92500109MA5UF7H371遗失作废◆重庆双碑百货大楼映山红副食门市遗失2008年12月3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注册号5001061903090声明作废◆遗失杨小梅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367289作废◆淳中亮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渝A042014099787遗失作废◆遗失重庆一生一味餐饮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1087043238声明作废◆重庆市江北区玉带山小学校遗失《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收据）4》2张，编号000076892、000076893，声明作废！◆遗失杨梓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311777作废◆遗失北碚区蔡家岗镇欢喜副食店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证正本500102105649作废◆遗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旺春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公章一枚，编号5002403012140作废◆遗失父亲刘洋、母亲罗小艳之子刘瀚予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J500180974，声明作废◆遗失奉节县太和乡高桥村3社何诗科奉节县农村
宅基地批准书（2012）年第01452号声明原件作废◆重庆满贵物流有限公司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分公司发票1份，代码050001900104号码21661434作废◆遗失郑胜伟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155513作废◆遗失谭维、李远凤之女谭静瑄于2018.10.24在重庆育恩联
合妇产医院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112684声明作废◆朱俊雄（身份证号510212196309126415）
遗失机动车行驶证，声明作废◆重庆极致图文制作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重庆西湖
路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3394901声明作废◆董超，车牌号：渝A709PY遗失车辆营运证，
证号：LGBF5AE03HR253792，声明作废。

◆遗失九龙坡区龙涎臭豆腐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编号：JY25001070184352，声明作废◆重庆铁路公安处张维兵遗失警
官证，证号：112493，声明作废。◆遗失郑学勇、温厚芳之女郑溪树在重庆市梁平区人民医
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307484声明作废。◆何静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和副本，许
可证编号JY15001080205320声明作废◆壹点零(重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和财务
专用章印章备案证明原件，遗失声明作废。◆遗失声明：重庆市沙坪坝区好利来南街糕点店遗失增值税
普通发票，代码050001900104，号码68180965声明作废。◆荣莉2021年2月18日遗失三代残疾证，
号码51021319630305162344已作废◆声明：重庆华通汽车驾驶培训学校遗失教练
车渝A7531学、渝AC166学、渝AC222学、
渝AD178学、渝B8362学标识卡，声明作废◆江北区胖叔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遗失，
许可证编号：JY25001050127417,声明作废。◆遗失北碚区万海容食品经营部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许可证编号JY15001090124964声明作废◆遗失廖霞保险执业证02000050023080020180703517作废◆赵小莉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880020190303297遗失补办◆何先玲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880020170301569遗失补办◆遗失重庆平安人寿在职业务员执业证，姓名廖静茹执业证号
码02000150000080002009096134，现登报公示作废申请补办◆遗失声明：本人谭红梅，遗失金地琅泽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首付款收据及大修，契税发票，房号Dk7-5-17-7特此声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梅江镇凯干村民委员会
（注册号5002410001421）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公告
我公司承建的S537双槐至渝广高速连接

道改建工程已完工，现对该项目的债权情况公告
如下：我公司对上述项目的人工、材料等所有相
关费用已全部结清，无对内、对外债务。如与此
项目相关的债权人及其他关联人对上述有异议
的，请于公示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我公
司电话申报,并在申报后5日内凭相关证明到我
公司办理有关手续,逾期未申报或者申报后5日
内未来公司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全部权利，我
公司将不再承担相应责任。即刻项目部解散，项
目部人员的工资已全部支付。至此项目部的所
有成员未经我公司另行特别书面授权,不再代表
我公司及该项目。且该项目从未刻制和使用任何
项目部印章等，如有持有相关印章的权利人，属
私自刻制、违法持有，我公司对此不承担相应责
任并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部门：工程部 联系方式：023-86842015
重庆市实力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3月3日

陈静遗失位于重庆恒大绿岛新城E区6幢
14－8，契税收据编号ldxcn0070346,金额
15016.61元，大修基金收据编号ldxcn007
0347，金额3415.00元，房款收据编号ldx
cn0081253，金额349000.00元，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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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5zA-
7fDWwWaUMGPqacot0w 提取码：qu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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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庆 锦 辰 环 保 有 限 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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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至2021年3月10日。

重庆渝长风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遗失施工升降机备案证一
份，备案号：渝NA-S00372，出
厂编号：0017029。声明作废。

公告
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计公司”）需
对公司产品展示进行策划，有意者请到西计公司领
取询价书，该公告有效时间截止为2021年3月4日
15：00。联系人：李小姐 联系电话13608300609

遗失田幼红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4083181作废
遗失文路琼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6068231作废
遗失陈应珍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5004904作废
遗失梁杰翔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026933作废

遗失重庆兴桥缘科技传媒有限公司
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公章编号：
5001087071801，财务专用章编号：
5001087071802，声明作废。

重庆新长风商贸有限公司遗失渝AD12384道
路运输证渝交运管渝字500106053017号作废
重庆新长风商贸有限公司遗失渝ADC6170道
路运输证渝交运管渝字500106048812号作废

刊登
热线

13018333716
15023163856
023-65909440

微信
同号

张四林遗失重庆市忠县人民医院住院
医药费专用收据004839379入院时间
2020年2月5日收据时间2020年2月
16日（金额：47542.89元）声明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洋河开发建设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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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电话：67860622,联系地
址：重庆市江北区金港新区35号101办公室.特此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乡镇企业科技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拟向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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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
申报债权。联系电话：67860622，联系地址：重庆市
江北区金港新区35号101办公室，特此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拟向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2021年3月3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
申报债权。联系电话：67860622，联系地址：重庆
市江北区金港新区35号101办公室，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市建安五交化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203022
015A，拟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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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

◆李超遗失叉车司机证，证号：5001021988
11126719，2021-04-10到期，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志远户外运动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公章编码5001078227327，声明作废◆罗永畅遗失残疾证51028319810314445243声明作废◆遗失黄勇工程师（中级）证书号011001101172作废◆遗失巴南区斌红海鲜大排档店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JY25001130159013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及重庆市江北区
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鲤鱼池饭店、重庆市江北区房地
产综合开发公司三色艺术沙龙、重庆市江北区房地产
综合开发公司三点色美容美发3家分支机构，拟向市
场监管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2021年3月3日起45日内向本清算
组申报债权。联系电话：67860622，联系地址：重庆
市江北区金港新区35号101办公室。特此公告。

晴雨相间
这几天天气多变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
闻记者 钱也 实习生 张梦乔）
昨日上午，重庆中心城区天阴沉沉
的。南川金佛山继前天出现雾凇
美景后，昨晨迎来降雪。上午8点
半左右，雪花纷纷扬扬从天空落
下。一个小时的时间，山上就覆盖
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雪，映衬着雾凇
更显妩媚。

昨日雨水主要在偏南地区出
没，其余大部地区以阴天为主。而
刚刚过去的2月，重庆成为阳光的
宠儿。重庆市气候中心监测信息
显示，2月1日至28日，全市平均
日照时数为92.2小时，较常年同期
40.9小时和去年同期35.8小时分
别显著偏多1.3倍和1.6倍。气温
方面，2 月，全市月平均气温为
11.9℃，较常年同期8.8℃和去年
同期 9.6℃分别显著偏高 3.1℃、
2.3℃。

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天，除
偏南部分地区仍有间断小雨，全市
大部地区将逐步迎来温暖阳光，明
天温暖阳光将洒遍全市各地。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2日夜间到3日白天，西北部

及东北部偏东地区阴天，其余地区
间断小雨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气
温 5～17℃ ，城 口 及 东 南 部 2～
13℃；中心城区：间断小雨转阴天，
气温10～15℃。

3日夜间到4日白天，各地多云
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气温4～21℃，
城口及东南部1～18℃；中心城区：
多云，气温9～19℃。

4日夜间到5日白天，西部地
区小雨转阴天，其余地区小雨，局
地 中 雨 。 大 部 分 地 区 气 温 8～
17℃，城口及东南部 5～16℃；中
心城区：小雨转阴天，气温 13～
17℃。

湛蓝的封面上，金色的纸面已斑驳。用黑
墨写成的中英双文，记录着一段重要的历史
——重庆开埠。

2021年3月1日，是重庆正式开埠130周年
的日子。昨日，两份来自英国国家档案馆的重
要档案——《烟台条约》及《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复制件正式入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并亮相
三峡博物馆的《重庆开埠微展览》中，首次向观
众们展露它的真容。

档案复制件的捐赠者，是重庆市地方史研
究会会长周勇。这是周勇及其团队，在历时数
十年的寻找后，于2018年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内
查到的与重庆有关的重要档案。“这两份档案复
制件的入藏，将让更多的市民可以通过它们了
解重庆这座城市的过去。”周勇说。

130年前
条约让重庆被迫正式开埠

早在40年前，周勇就已开始对重庆的开埠
史进行研究。

周勇说，早在1869年，英国就曾派遣一个
海军小组，勘测宜昌到重庆的航道，为重庆开埠
进行可行性论证，但因为滩多水急，行船太难，
致使勘测工作被迫停止。

直至1876年9月13日，在英国军舰的威胁下，
《烟台条约》正式签署，并很快得到清政府批准。

《烟台条约》的“通商事务”一条中规定：“又
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
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
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仪办。”

但显然《烟台条约》并没有满足英国侵略重
庆的野心。

1890年3月31日，中英两国再次在北京订
立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约定：“一、重庆即准
作为通商口岸无异；二、英商自宜昌至重庆往来
运货，或雇佣华船，或自备华式之船，均听其

便。”
至此，英国正式取得了重庆开埠的条约权

利。
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正式成立，标志

着重庆正式开埠。
“因此，《烟台条约》和《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是见证重庆开埠的两份重要档案。”周勇说。

数十年寻找
终于在英国看到条约原件

“从我开始研究重庆开埠的历史以来，就
一直想亲眼看见《烟台条约》和《烟台条约续增
专条》，但我找遍了中国大陆的档案馆，都没能
找到这两份档案的踪影。”周勇说，在随后的数
十年时间里，他和团队并没有放弃，利用自己
外出求学、访问的机会，前往中国台湾、英国等
地的档案馆，希望能找到这两份和重庆有关的
重要档案。

一直到2018年，周勇及其团队终于在英国
国家档案馆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找到了这两份
档案。

随后，周勇和团队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对《烟
台条约》和《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进行了复制，并
将复制件带回了重庆。

“从这两份档案，我们可以看到重庆这座城
市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周勇说，两份《条
约》不仅见证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打开
中国大门、攫取中国财富的过程。从另一方面
来说，它们也加速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激
发了中国近代化的内生动力。

开埠后的重庆，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并在
清末和民国初期就成为了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周勇说，重庆开埠及市场经济的兴起，还推
动了重庆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产生，催生了重庆
地方党组织的诞生，包括邹容的《革命军》等文
章，都是撰写在这一时期。

130年前的3月1日
重庆因这纸条约正式开埠

《烟台条约》及《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复制件正式入藏三峡博物馆

好兄弟都骗？
他假冒美女诈骗兄弟数万元

近日，一男子以帮兄弟伙介绍女友等理由
为诱饵，在网上分饰两角儿，博取好兄弟信任
后骗取钱财。最终，在沙坪坝区西客站治安派
出所民警的侦查下，“戏精”身份暴露，男子到
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民警，我好像被骗了！”今年1月7日，一
名姓韩的年轻男子来到西客站治安派出所报
警称，自己过于相信一名朋友，近年来被对方

在网上下套，共骗取了3万多元人民币。
原来小韩有一位初中的同班同学，两人关

系一直不错。由于小韩家庭条件
较好，自小衣食无忧，让经济相对
拮据的杜某心生妒意，萌生了骗其
钱财的念头。

自2018年始，在职高就读的
杜某利用小韩单纯忠厚的本性
和多年来对其的信任，在QQ上
以一名陌生年轻女子的身份加
小韩为好友，两人开始网聊。随
后“女网友”故意找茬，威胁小
韩。杜某则谎称该女子的男友
系社会知名“袍哥”，使其心生畏
惧。随后，杜某以花钱托朋友摆
平此事、找人报复该女子为借
口，从 2018 年至 2019 年间多次
让小韩通过支付宝转账，共诈骗
其1.5万元人民币。

在民警的深入调查下，还查出
杜某在网上虚构另外一名女子身
份，继续骗取小韩钱财一事。

2019年起，杜某谎称给小韩
介绍女友，用另外一QQ号申请加
小韩好友。随后，杜某再次一人演
双簧，冒充女性在网上和小韩“恋
爱”，一唱一和，让小韩深信不疑。

杜某假扮的女性先后以父亲得病继续治疗、母
亲去世需要丧葬费、卖房子需要中介费等理
由，让小韩14次通过支付宝转账，共诈骗其
1.7万元人民币。

根据案件线索，民警联系上嫌疑人杜某，
并对其开展语言劝导，希望其主动投案。迫于
公安机关压力，杜某于2月25日主动到西客
站治安派出所投案自首。

杜某投案自首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
事实，并对昔日好友小韩深表歉意，写下了悔
过书，称将会尽己所能赔偿小韩的经济损失，
希望得到宽大处理。鉴于其悔罪表现及其它
因素，公安机关依法对其采取了取保候审强制
措施。

频繁借手机
同村朋友半年后才知道原因

“我以前也很奇怪，怎么他老是借我的手
机用，现在我才明白了……”前日，家住黔江区
邻鄂镇的李先生来到派出所，再次向民警表示
感谢。如今，李先生被盗的2万多元，已被追
回了一部分，而民警也同时解开了李先生心中
的疑惑。

2月7日，黔江区邻鄂镇的居民李先生来
到邻鄂派出所报警，他说发现自己银行卡里约
2.6万元存款不翼而飞了。李先生表示，自己
银行卡放在身边没有动过，不明白为什么卡里
的钱会不见。

办案民警迅速展开调查，他们很快发现李
先生的微信转账记录及银行卡流水，证实卡里
的钱是通过微信被转走的。但此时李先生更
加疑惑了：“我没有用微信转走银行卡的钱呀，
这又是怎么回事？”经过民警的提醒，李先生回
忆起，半年多以来，住在同村的朋友冉某某经
常借他的手机使用。李先生说，他一直以来就
不明白，为什么冉某某老是借他的手机，有时
说是打电话，有时说是网上看东西。

在李先生报警后的第二天，办案民警就找
到了同村的冉先生。面对民警，冉先生只好供
认，从去年5月至今年1月期间，他多次找受
害人李先生借手机，偷偷以转账、发红包、二维
码付款等不同方式，盗窃其银行卡内现金共计
26600元。随后，警方为李先生追回部分损
失。

目前，嫌疑人冉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同时民警也提醒，智
能手机堪比私人保险柜，防人之心不可无，请
市民保管好手机锁屏密码以及各个支付密
码。若发现盗窃，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付迪西 谭遥

假兄弟，真骗子！来看看“戏精”如何骗朋友
俗话说，好朋友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就连歌里也唱着“朋

友一生一起走……一声朋友你
会懂”，然而，有人却借助友情
的小船，演起了“无间道”。这
不，见钱眼开的杜某，通过男扮
女装的高超演技，把本是同班
同学的小韩骗了；而冉某某则
通过转账、发红包、二维码付款
的“科技手段”，骗了住在同村
的朋友李先生。

部分转账信息▲嫌疑人杜某▲

两份来自英国国家档案馆的重要档案——《烟台条约》及《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复制件正式入藏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并亮相三峡博物馆的《重庆开埠微展览》中。 上游新闻记者 刘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