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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大足区第八届汽车博览会即将启动
为了促进消费，拉动内需，根据2021年大足区人代会《政府工

作报告》的安排部署和大足区汽车销售商协会的请示，报请区政府
审批同意，将于2021年4月16日-18日，在大足区宏声文化广场举
办2021年大足区第八届汽车博览会，本届汽车博览会共计有20家
大足本地汽车品牌经销商参展，参展展车数量达200余台，本届汽
博会将采用统一组织的形式，保证参展商家的独立性，参展汽车品
牌的多样性，通过行业协会自律原则，带动参展商家的积极性，避免
恶意的市场竞争，同时通过有效的监督，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展
会期间更有美女模特，多功能豪华房车亮相展会现场，购车即送500元油卡1张，还可参与订车客户抽奖活动；通
过厂家金融补贴，多品牌车型直抵区域最低价，特定品牌车型还可享受贷款零利率。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
者 钱也 实习生 张梦乔）昨日早
晨，重庆中心城区上空阴沉沉。中午，
渝北区新牌坊飘起了细雨。下午三
点，重庆酉阳、秀山、黔江、武隆、彭水、
沙坪坝、巴南、南川、綦江等地雨纷纷，
大部地区气温不足18℃，酉阳、秀山只
有10℃左右，真是过冬的节奏啊。

重庆市气象台专家提醒，户外遇
见雷雨天气，首先要找安全地点躲
避，如果来不及，应该立即主动降低
自己的身高，不要将自身置于整个环
境中的制高点，“吸引”雷电。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今天，各地阵雨或雷雨，雨量小

雨到中雨，偏南地区局地大雨到暴
雨。气温 10～20℃。中心城区：阵
雨，气温15～19℃。

明天，中西部和东南部阵雨转阴
天，其余地区阴天间多云。气温9～
22℃。中心城区：阵雨转阴，气温
14～20℃。

后天，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阵
雨，其余地区阴天转阵雨。气温
10～20℃。中心城区：阵雨，气温
15～19℃。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敏）为帮助
公租房失业群体掌握实用技术，大渡
口常嘉社区联合八桥镇开展的中式面
点师培训班于近日开课。据了解，此

次培训共计9天，总计50课时。培训
内容包括花卷、包子、千层饼等各式各
样的面点，培训结束后，合格者将获得
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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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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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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西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罗开旺遗失公
交车道路运输证500103017371声明作废
◆遗失尹辰匀姿.女.2016年5月12日出生证编号P500369760作废
◆重庆市江北区五里坪小学校遗失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12500105450429322K，声明作废
◆本人张伟身份证500383198609127856遗失重庆
中泰旅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编号为N0160591之
77-102号房契税收据，金额40551.72元，现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大足区华夏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在重庆大足汇
丰村镇银行的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J6530019069204作废。
◆程青云遗失重庆市渝中区华一村17号1单元7-
4室的公有房屋住宅租约证，编号153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金戈实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章刻制、查
询、缴销证明，编号：公特5003812012111620016特此声明
◆蒋治成（身份证号码 510222194709086014）于
2021年4月6日遗失重庆市优抚恤补助证，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郭佳物流有限公司91500109MA60E2
PM9K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作废
◆遗失重庆足晟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备
案回执，编号50022520190712005声明作废。
◆周建民遗失残疾证51021219630408453543声明作废
◆遗失张甜芳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0119810作废
◆遗失重庆递捷商贸有限公司渝G12987
营运证，编号500110092824，声明作废
◆经营者名称：彭利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编号JY250010800241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迪庆汽车经纪有限
公司刻章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经营者胡相全遗失2007年11月22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360003257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海乃川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0380553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李杰遗失重庆市渝北区人
民医院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贰张，票
据号：004672525（2975.04元）；票据
号004671879（1551.42元）声明作废

关于成渝高速旧中梁山隧道病害处治施工的通告
成渝高速旧中梁山隧道已运行25年，地质结构复

杂，出现多种病害，影响隧道运行安全。为保证隧道行车
安全，计划对旧中梁山隧道进出城进行病害处治施工。

施工工期：2021年4月8日开始，7月中旬结束。
交通管制方式：施工期间，新中梁山隧道正常通行，

旧中梁山隧道单洞封闭施工，按照“保出城，控进城”的原
则实施交通管制，请进城车辆驾驶人按照标志提示提前
合理选择路线行驶，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咨询电话：023-65719776；023-89063813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五支队

重庆成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重庆通力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肖莉510222197308272143遗失医
师资格证，证书编码200650341510
222197308272143；遗失医师执业
证341500106000013声明作废

拟中选结果公示
项目名称：重庆市巴南区颜龙山水
城消防改造工程（第三次）
招标人：重庆市永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比选代理机构：四川锐宸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第一中标候选人：
四川省衡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
重庆盛华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期：2021年4月6日至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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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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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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对垫江县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O02-03/02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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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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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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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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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2日

公 告
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计公

司”）需对外招标一家对光电路1号厂区内化粪池清
掏有资质的清洁公司，有意者请到西计公司领取询价
书。该公告时间截止2021年4月15日17:30时。
联系人：张建国 联系电话：62928293 18983929219

重庆轴承工业公司科茂机电研究所经
营部遗失1993年4月27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91500106MA61MAN37C
及公章(号码不详），声明作废
重庆轴承工业公司科茂机电研究所遗
失1998年4月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 91500106MA61M3ME1W 及
公章(号码不详），声明作废
重庆轴承工业公司娱乐室遗失
2003年11月2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91500106MA61MDMQ72
及公章(号码不详），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钟显武遗失重庆爱尔儿童眼科医院有限
公司开具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壹份，
发票代码：050001900105，发票号码：
13789571，金额:1750元，声明作废。

重庆科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以下建设工程
检测人员岗位证书遗失：彭邵勍，证书编号：渝建质
检 0161088 号；黄遵强，证书编号：渝建质检
0163829号；刘易可，证书编号：渝建质检0164301
号；姚斌，证书编号：渝建质检0162310号，声明作废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渝北区长安锦绣城
分公司遗失2019年11月12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印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60LU9CX6），均声明作废。

重庆市涪陵区宏吉肉类食品有限公司“禽类集中屠
宰厂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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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链接为：https://pan.
baidu.com/s/15IOO4gDdDbO2OJRteowh5A；
提取码：6oj9。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重庆市涪陵区宏吉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邱老师13996877717）”均可查阅；3、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边企业单位及群众；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https://pan.baidu.
com/s/15IOO4gDdDbO2OJRteowh5A。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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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单位；6、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即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刘小丹遗失位于重庆恒大名都项目
30- 1513 收 据 2 张 ，收 据 联 编 号
K0002831金额9947.34元；收据联编号
K0000650，金额112322元，声明作废

遗失中家建（重庆）建设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141196567)、发票专用章
壹枚(编号5001141196568)、杨勇法人名章
壹枚(编号5001141196569)，声明作废

◆遗失张晓丹营业执照副本500106605119143作废
◆邱军萍遗失《医师资格证》证号：201750
110511221198112197988，特此声明
◆熊倩琳遗失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学生证1707010116作废
◆遗失宋永清医师资格证书编号19985011051021519490
4091034、医师执业证书编号110500109001152声明作废
◆渝之旅海棠晓月二门市遗失收据，号码81230，声明作废
◆遗失喻洁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0980002014003166作废
◆遗失邵康玉《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叉车
证）证号：510224197612250048，声明作废
◆遗失吕静君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0780120160800352作废
◆遗失李林锋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6021495作废
◆刘广遗失一级演员职称证书，证书
编号：1202150014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森焱生物燃油技术咨询服务部
公章（编号：5003827005973）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泰乐鑫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57048375，声明作废
◆遗失九龙坡区谢家湾晏馆茶楼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JY25001070238810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信电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7815940589）股东会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声明：重庆晖阳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
0153MA61AUX72G）遗失公章一枚（编号500226307
5074）；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5002263075075）；
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编号5002263075076）；遗失个
人私章一枚（编号5002263075077），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
重庆十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2020
年11月7日在《重庆晨报》刊登的减
资公告中的“股东大会研究决定”更
正为“股东会决议”特此公告

多宝塔

社区开办中式面点师培训班

雨绵绵！本周基本告别阳光

（上接01版）

转机
踏破皮鞋
收获一条特别重要的线索

专案组领导提议，对那些因无人在家
而漏掉的农户，再走一次，专案组民警感觉
希望渺茫，却不敢有丝毫怠慢。

6月25日，民警准备走访前几日因家中
无人而漏掉的一家村民。当时，民警在途经
一个下坡路时，因为坡度较大，皮鞋坏了，民
警的脚直接穿过皮鞋，皮鞋瞬间变成了拖
鞋，卡在了脚踝处，半天取不下来。但更具
体的是，鞋子坏了，走访工作还得继续。

民警打着光脚来到村民家，正是这次
走访，让专案组收获到了一条特别重要的
线索。据该村民反映，距他家十来米处远
有户人家，家里的年轻娃儿整天游手好闲，
喜欢搞点旁门左道的东西，最关键的是这
人从案发后好像就消失了。

据该村民提供的线索，该男子名叫刘
某，平头，二十岁左右，专案组研究，该男子
可能是整个案子能否侦破的关键点。民警
从熟悉刘某的人口中得知，刘某前几天去
了北京，最近听说手头没有钱了，可能要回
来，专案组立即派出2个组，蹲守在距离刘
某家十来米的草丛中静待刘某出现。

蹲守
两班倒
民警在草丛里蹲守72小时

刘某住在龙岗山下的一个农家院子，
院子前有一条小路，小路两旁是荒废的农
田，横穿过农田就有接近1米高的野草和
绿竹。

2组民警两班倒轮休在草丛里蹲守，整
整三天三夜……

为了确保隐蔽性，民警在草丛里保持
高度警觉，为了减少夏季蚊虫的叮咬带来
的骚动，虽然气温高达36度，但所有参战
民警都穿上长袖衣服，有些民警出现了中
暑的症状，还有的民警因皮肤被野草刺挠
后出现过敏反应，颈部、大腿、胸前开始出
现一大片一大片的红色疙瘩。

6月29日凌晨，夜里的月亮，倒映在小
路旁的农田里，显得格外亮堂。突然，一个
黑影出现，黑影穿过竹林，走上农田边的小
路，来到刘某家的门前 ，然后开门进了
屋。

这激动人心的一幕，让蹲守的民警激
动不已，民警黎宪良提议再等等，万一是刘
某的亲戚呢，随后留两人继续观察下是否
还有其他人回来，一人回去通知单位同事。

早上6点，专案组人员到齐，留守的民
警确定男子并未再外出，民警将刘某家包
围。

走访
5人组团
多次踩点相约晚上动手

“请问刘某在家么，我们是他朋友。”民
警上前询问。

房子里的老妇人正端着木盆在门口倒
水，抬头看了一眼民警，随后用头偏向里
屋，喊了一声刘某的名字，见没有反应便对
民警说：“在屋头睡觉呢。”

老妇人的喊话，让民警确定了昨晚回
来的这名男子，就是目标人物。

民警走进屋，见刘某正在床上睡觉，随
后朝门外同事比了个手势，所有人进屋将
正在睡梦中的刘某抓获，刘某惊醒后看着
专案组其中一位民警说：“我认识你，你是
警察。”

通过连夜审讯，刘某交代，在5月份的
一天，他在大足西门喝茶时认识了一位名
叫王某的成都人，从事蹬三轮车工作。王
某希望他能帮忙引路，去偷点石刻拿到成
都倒卖。刘某平日里喜欢研究古董收购，
两人一拍即可，随后刘某还约上了阳某、杨
某、周某等3人，5人多次来到石刻景区踩
点后，最后发现多宝塔里的佛头不仅精美，
而且地处偏僻，便相约6月4日晚上动手。
4日晚，刘某因在岳父家喝酒并没有去，后
来得知他们得手后，因为害怕自己被牵连，
就跑到外地躲了起来。

随后民警根据刘某供述，找到周某和
杨某，经调查，两人因担心被抓也没有去偷
佛头，目前只有王某和阳某不知所踪。

追缉
驱车7小时
龙泉驿里瞎转“碰”见嫌犯

人员确定了，但抓捕王某和阳某却存
在一定难度。

刘某对王某并不熟悉，见过几面，但只
知道他是成都龙泉驿人，从事蹬三轮的工
作，而阳某已外逃不知踪迹。民警当天从
石刻研究院借来了一辆小汽车，带着刘某
一同赶往龙泉驿，寻找王某的下落。

7月1日凌晨2点，专案组成员经过7
小时车程来到了龙泉驿，专案组决定当晚
就开展行动。

不知王某的名字，也不知长相，更不
知道王某居住地，专案组民警却信心满
满地想当夜就把嫌疑人抓获。而他们的
抓获方式，就是开着车，在100余平方公
里的龙泉驿四处逛，用这样的方式去碰
嫌疑人。

2个小时，专案组民警将龙泉驿所有的
大街小巷逛了一个遍，一无所获。目标人

物有可能在家，也可能在外面，要想靠“碰”
的方式，几率跟中彩票无异，就是这种看似
毫无希望甚至有些荒诞的寻找方式，专案
组成员却信心满满，如今是大足区公安局
治安支队政委的杨宏刚道出了缘由：“因为
那是我们连续工作了24天，第一次感觉离
破案最近的时候。”

天快亮了，龙泉驿街边的包子店开门，
蒸笼冒起了白色的浓烟，街面上开始有了
蹬三轮车人，民警看了下手表 ，上午5点
30分，民警正准备下车买点早饭，突然“啪”
的一声，车上的刘某竟朝民警大腿上一拍，
指着离包子店不远处的一个睡在三轮车上
的人说：“那个人好像就是！”

只见这名三轮车车夫正跷着二郎腿，
斜躺在三轮车上。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
全车人兴奋不已，所有人屏住呼吸，将车缓
慢靠近三轮车车夫，刘某斩钉截铁说：“就
是他！”

车还未停稳，专案组民警从车里一拥
而上，民警亮明身份，三轮车车夫一脸惊
恐，随后叹息说：“我晓得我要遭，但真的没
想到这么快。”

破案
历时25天
专案组寻回被盗佛头

据王某交代，他与阳某在盗走佛头后，
两人相约由王某销赃，等出手后两人再会
合分钱。然而因媒体的报道，当地没人敢
收，王某也不敢四处询价，只好将佛头藏到
了郊区的一个公墓中。

根据王某指引，民警来到藏匿佛头的
公墓，王某指着一堵红色的围墙说，就在那
土里。担心用工具会损坏了佛头，专案组
民警用手小心翼翼的刨土，发现土里有块
红布，将红布拿出打开一看，这正是大伙寻
找多日的失窃佛头。

历时25天，走坏了10余双皮鞋，经历
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最终，这起震惊全国的
佛头被盗案成功告破，嫌疑人王某因涉嫌
盗取文物罪被判处死缓，而同犯阳某在潜
逃11年后，于2006年8月被警方抓获，被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回头看来，这起佛头被盗案件得以侦
破，全凭运气，但在刑侦技术匮乏的90年
代，这凭运气破案方式背后，却是所有大足
公安人锲而不舍、坚持不懈换来的结果，是
所有参战民警用辛勤的汗水和不眠不休的
夜晚奋斗而来。

如今，这颗失窃的佛头被收藏在大足
石刻博物馆的展厅里，它斑驳的表面，印刻
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也铭记着一段公
安前辈书写的光辉记忆。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曲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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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086期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01 26 02 11 21 06
蓝色球号码

11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21036期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086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1年4月6日

60 70 03 53 27 33 01 56 71 51
21 05 40 19 58 47 59 09 57 15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2103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5 8 1 4 1 + 11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08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6 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08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6 3 9 1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103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0 0 3 0 3 3 0 0 0 3 3 3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103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0 0 3 0 3 3 0 0 0 3 3 3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103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1 2 3+ 3+ 1 0 1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4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