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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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坟告示
市级重点项目九滨路与大渡口滨江路连接道

工程红线内涉及九龙坡区九龙街道上游村、大渡
口区跃进街道搬运村范围的所有坟墓需搬迁，特
招告坟主2021年3月20日-4月30日时限内进
行迁移，并到中铁十一局集团九滨路项目部现场
办公室进行核对确认和补偿协议手续办理。逾期
未确认和迁移的，将作为无主坟进行安置处理。

中铁十一局集团九滨路项目部

海南【重庆城】投资商家招募令
儋州重庆建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就海

南【重庆城项目49号楼商业】招募投资商家，欢
迎投资商家来电咨询及报名。

海南·重庆城，位于海南省西部儋州市白马
井滨海新区第一组团，海南省目前正在重点发展
滨海新区，项目毗邻恒大海花岛、与洋浦自贸港
仅一桥之隔，交通便利——距高铁站约8公里，
目前已形成独具重庆特色的超过3万方滨海商
业综合体。

一、项目概况：49号楼商业共3层，建面
3172.74㎡，交房条件为清水房交付。

二、招商标的：海南重庆城项目49号楼商业
三、招商细则：1、意向投资商家与我司对投

资购买方案商议确定后，由意向商家支付我司房
款，我司负责开发建造49号楼。2、付款方式：投
资方以一次性或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购房款。
3、交付日期：本项目建设周期预计为11个月，从
开工建设至项目竣工验收交付使用。
备注：具体图纸和招商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海南联系人：黄杰13908346223
重庆联系人：陈文艺17782316269
项目地点：海南儋州滨海新区滨海大道【重庆城项目】

儋州重庆建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辜小容遗失建筑信号司索工证渝A032018034255作废◆重庆人瑞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编号：5001038038773），声明作废。◆重庆垣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工行重庆时代天街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3100038509100032414核准号J6530093021501作废◆遗失2020年04月20日核发的重庆中海清
洁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5742862187U，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妙爱商贸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的印章备案回执（编号5002212020033011）声明作废◆遗失李国全《工程师证》编号：01130110348，特此声明◆遗失重庆彤运物流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2391016946，声明作废◆重庆闽永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编号：5001087070559，声明作废

交房公告
尊敬的“悦江府”业主：

非常荣幸地通知您，您所购买的“悦江
府”项目1/5/6幢（重庆市渝北区欣悦三路128
号）物业已达到交付使用条件，交房地点：重庆
市渝北区欣悦三路128号6#商铺，交房时间将
于2021年3月17日起办理物业移交手续。

我司已向您邮寄《交房通知书》，请各位
业主按通知书内容携带相关证件、资料、费
用到通知书载明的项目地址办理接房手续。

重庆华景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5日

重庆喜沁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
“喜沁涂装生产线新建项目”环评征求意见公示
1、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为：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7R2LYv_pjo3jF-AO2JzwPA，提取码：
617v；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通过建设
单位“重庆喜沁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
（联系电话18523673185）”可查阅；3、征求意见的
公众范围：项目周边企业单位及社会群众；4、公众
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填写公众意见表提交建
设单位或致电建设单位；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为：报告书征求意见稿10个工作日公示期内。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街道就业服务管理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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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街道就业服务管理站

2021年3月1日

采购公告
我公司因发展需要，现需采购驾驶员网
络远程安全教育服务，诚邀您的参与。

联系人：葛老师（62762477）

遗失声明：本人刘福购买重庆渝北空港中航MyTOWN-A区2幢7楼共10套房，由重庆模
具产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2013年12月29日开具的收款收据遗失。分别是：2幢701收
据编号2001775，其中大修基金2420元，契税6227.4元，转让手续费2075.8元，权证印花税
5元，合同印花税103.8元，地籍零星测量费73.8元，权属调查费20元，转移登记费550元，合
计金额11475.8元；2幢702收据编号2001787，其中大修基金2420元，契税6549.07元，转
让手续费2183.02元，权证印花税5元，合同印花税109.2元，地籍零星测量费73.8元，权属
调查费20元，转移登记费550元，合计金额11910.09元；2幢703收据编号2001771，其中大
修基金2336.6元，契税6110.46元，转让手续费2036.82元，权证印花税5元，合同印花税
101.8元，地籍零星测量费73.8元，权属调查费20元，转移登记费550元，合计金额11234.68
元；2幢 704收据编号2001773，其中大修基金2374.4 元，契税6426.09元，转让手续费
2142.03元，权证印花税5元，合同印花税107.1元，地籍零星测量费73.8元，权属调查费20
元，转移登记费550元，合计金额11698.42元；2幢705收据编号2001786，其中大修基金
2383.2元，契税6227.4元，转让手续费2075.8元，权证印花税5元，合同印花税103.8元，地
籍零星测量费73.8元，权属调查费20元，转移登记费550元，合计金额11439.00元；2幢706
收据编号2001789，其中大修基金2420元，契税,6549.07元，转让手续费2183.02元，权证
印花税5元，合同印花税109.2元，地籍零星测量费73.8元，权属调查费20元，转移登记费
550元，合计金额11910.09元；2幢707收据编号2001777，其中大修基金2383.2元，契税
6227.4元，转让手续费2075.8元，权证印花税5元，合同印花税103.8元，地籍零星测量费
73.8元，权属调查费20元，转移登记费550元，合计金额11439.00元；2幢708收据编号
2001791，其中大修基金2420元，契税6549.07元，转让手续费2183.02元，权证印花税5元，
合同印花税109.2元，地籍零星测量费73.8元，权属调查费20元，转移登记费550元，合计金
额11910.09元；2幢709收据编号2001779，其中大修基金2383.2元，契税6227.4元，转让手
续费2075.8元，权证印花税5元，合同印花税103.8元，地籍零星测量费73.8元，权属调查费
20元转移登记费550元，合计金额11439.00元；2幢710收据编号2001785，其中大修基金
2420元，契税6549.07元，转让手续费2183.02元，权证印花税5元，合同印花税109.2元，地
籍零星测量费73.8元，权属调查费20元，转移登记费550元，合计金额11910.09元。作废。

近年来，公安民警在执法执勤中遭遇阻挠执法、暴力抗法、造谣诽
谤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侵害民警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破坏社会
公共秩序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也践踏损害了法律权威和法治尊严。

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其中，“袭警罪”的单独设立备受警务
人员的关注。“袭警罪”不仅单独设立，部分严重、恶劣情节还提升了量刑档次，这
些举措凸显了暴力袭警行为特殊的社会危害性，意味着袭警的嫌疑人将面临更
高的犯罪成本，这将大大提高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威，更大程度维护民警的
合法权益，是社会法治进步的重要表现。

骑摩托冲卡撞伤民警，一男子被批捕

袭警罪入刑后重庆首例！

3 月 13 日，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从重庆市公安局获
悉，3月10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袭警罪，对驾
驶无牌摩托车撞伤执勤民警的犯罪嫌疑人王某（男，39岁，九
龙坡区人），依法批准逮捕。该案系袭警罪入刑以来，重庆首
例涉嫌袭警罪嫌疑人被批捕案件。

3月5日下午，渝中区交巡警支队民警在大黄路立交桥附
近依法设置卡点开展交通违法整治。17点左右，王某驾驶无
牌摩托车逆向行驶，且未戴安全头盔。执勤民警及时警告，示
意其停车接受检查，王某突然加速冲卡，将执勤民警撞倒后弃
车逃窜。经医院诊断，受伤民警创伤性轻型颅脑损伤，右侧额
颞部软组织擦挫伤，右手皮肤擦伤。

20时许，渝中警方将王某抓获。王某对驾驶摩托车撞伤
执勤民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当晚，王某被渝中警方依法
刑事拘留，3月10日，渝中区人民检察院对王某以涉嫌袭警罪
依法批捕。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

法律尊严不容挑战，民警执法权威不容亵渎。每一个公民都应尊
法、学法、守法，面对民警执法时要理解、支持并积极配合，切勿以身试
法。对于任何辱警、袭警行为，警方始终坚持“零容忍”，坚决依法打击，
绝不手软。

据统计发现，自3月1日至4日期间，全国通过
媒体公开报道的袭警类案件就有7起，7名犯罪嫌
疑人因涉嫌袭警罪被刑事拘留，另有1人被逮捕，1
人被公诉，1人被取保。

河北·秦皇岛

3月1日13时许，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公安
局巡特警大队按照110指令，处置一起群众求助警
情。期间，男子王某在醉酒后抢夺正在执行公务
辅警的执法记录仪，并采用手抠、脚踹的方式殴打
两名辅警，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当晚9时，王某因
涉嫌袭警罪被刑事拘留。

四川·绵阳

3月1日13时许，四川绵阳男子李某平在遇四
川绵阳民警盘查时，驾车闯卡，强拖辅警10余米，
随后被抓获。当日23时，李某平因涉嫌袭警罪被
刑事拘留。

江西·九江

3月1日13时许，江西省九江市八里湖公安分
局滨兴派出所接到市民报警，称与他人发生纠纷，
民警赶赴现场处置调解。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罗
某冲至现场，辱骂民警，阻碍执法。民警将其带离
现场时，罗某挣脱控制，推搡并锁喉民警。罗某因
涉嫌袭警罪被刑事拘留。

浙江·杭州

3月2日上午，高某驾驶非法改装的三轮车途
经杭州市某路口，被交警拦下扣押，高某持车上长
约80厘米钢制撬棍尾随该民警并挥棍朝民警背后
袭击，造成民警头部外侧和左上肢和左下肢受
伤。同日，杭州市下城区公安分局对高某以袭警
罪立案进行侦查。3月4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检
察院以袭警罪，对被告人高某提起公诉。

江苏·南京

3月2日晚，江苏省南京江宁警方在处理一起
纠纷的过程中，当事人李某的丈夫齐某和儿子不
听劝阻，在警务站门口推搡民警、辅警，同时大喊

“警察打人”制造混乱。齐某儿子趁乱掐住一名民
警脖子将民警摔倒在地，并与民警、辅警纠缠，致
使一名民警和两名辅警全身多处受伤。目前，齐
某父子2人因涉嫌袭警罪被刑事拘留。

江苏·南通

3月 3日凌晨1时30分许，江苏南通警方接
到事故报警，一男子醉酒驾驶车发生单方事故，
民警赶赴现场处置，要求疑似酒驾的谢某配合
酒精检测。谢某推搡辅警、民警，抗拒检查。被
带至医院抽血检测时。谢某再次暴力拒绝配
合，并对现场民警拳打脚踢，造成多名警员受
伤。当日下午，谢某因涉嫌袭警罪、危险驾驶罪
被刑事拘留。

内蒙古·巴彦淖尔

2月 5日凌晨5时许，犯罪嫌疑人赵某某因
在酒吧闹事，被民警根据110指令带回到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公安局巡特警大队醒
酒。随后，赵某无理取闹、辱骂民警，扰乱办案
工作秩序，在民警刘某某上前阻拦时用脚将刘
某某左髋部踹伤。3月3日，乌拉特前旗人民检
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赵某某以涉嫌袭警罪依法批
准逮捕。

内蒙古·乌海

3 月 2 日 16 时许，内蒙古乌海市公安局乌
达分局巴音赛派出所接群众举报称，辖区居民
家中存在聚众赌博行为。民警到场处置案件过
程中，嫌疑人潘某掐住民警脖子进行无理撕
扯，刘某用拐杖对民警进行殴打并辱骂。潘某
因涉嫌袭警罪被刑事拘留，刘某因严重疾病被
取保候审。

此次刑法修改继续坚持和强化了对暴
力袭警犯罪从严惩处的立场，对于进一步提
升人民警察的执法能力，保证执法效果，维护执
法权威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第
277条修改之后，对于如何理解“暴力”、如何协调
第5款和第1款之间的关系等法律适用问题仍有深
入研究的必要。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法律教研部教授王明辉

在一个法治社会，警察是法律的肉身，这是
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警察抵达现场，即是法律
的降临。因此，必须赋予警察不可侵犯的超然地
位，否则，警察不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秩
序。因此，建设法治社会要从树立警察权威开
始。首次针对袭警单独设置法定刑，这是我们在
迈向法治国家的道路上的重要一步。英雄可以
流血，但不能让英雄再流泪。这并不意味着中国
警察的执法行为将跨越“文明”的边界。须有金
刚手段，方得菩萨心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不会变。新的立法，只会让违法犯罪分子处
处感受到法律的存在。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法律教研部副教授刘鹏

如何避免、减少辱警袭警事件的发生，提高
公安执法权威？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
手：一、执法规范化建设不能停。我们常说，打
铁还须自身硬，作为执法者，规范化执法是工作
要求也是执法工作的底气。二、法律配套保障
要跟上。袭警，尤其是暴力袭警不但对民警、辅
警造成巨大的人身伤害，同时也对公安机关的
执法权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此，增设袭警
罪，加大对袭警行为的打击力度对减少辱警袭
警事件的发生、提高公安机关执法权威都是具
有积极意义的。

——铁道警察学院副教授曹喆

从立法技术来看，刑法修正案（十一）列举了
“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三
种方式，用了一个“等”字加以概括，意在强调暴力
袭警行为的严重性。但是，并不要求这种人身伤害
严重后果一定发生，如果确实发生了严重的人身伤
害甚至伤亡，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在司法实践中，应注
意对“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准确把握，避免扩大
或缩小解释。相信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正式
实施，警察执法权威会进一步提高，严重暴力袭警
行为也会相应减少。

——律师柴横溢

作为一名一线的基层民警，在平时出警和执行
任务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醉酒人员或者情绪
激动的人，有时候会有一些暴力抗法的行为。就像
前不久，自己就经历过一次暴力的抗法。在一次出
警的过程中，现场有一个“酒醉子”，“酒醉子”当时
情绪比较激动，我们正在询问他个人情况的时候，
突然之间他就上前殴打我以及出警队员。所以，明
确袭警罪，对于基层派出所民警来说确实是一件好
事，能够更好地保护我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人身
安全。

——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局高新园
区派出所民警朱亚运

案件回放
撞倒民警致其

创伤性轻型颅脑损伤

小贴士
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其中袭警罪独立成罪，第二百七十七

条第五款规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
手段，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警方提示

分析

袭击民警涉嫌袭警罪，袭击辅警也涉嫌袭警罪。
2019年2月1日起施行的《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

（公安部第153号令）及各省市的辅警管理条例中均明确表示，警务辅助
人员在协助民警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过程的执法权威一样受到保
护，受到侵害时同样适用法律救济途径。

袭警的情节有轻与重，但不影响案件的侦查。根据两高一部《关于
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袭击民警不能仅以造成民警
身体伤害作为构成犯罪的标准，即无需致伤就可以构罪。

袭击辅警也适用
无需致伤就可构罪

据统计，新中国
成立以来，全国公安
机关共有1.6 万余名
民警因公牺牲，其中
3700 余人被评为烈
士。近 10 年，共有
3773 名民警因公牺
牲，5万余名民警因公
负伤。

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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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被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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