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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世国遗失残疾证51022219551111111962作废。◆遗失渝中区民安园9号9-7房屋承租人杨
金沙房屋租约证，面积23.2平方米，声明作废◆遗失唐均桃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234MA5Y67RG1N作废◆重庆市美帘社窗帘有限公司遗失2020.04.24核发营业执照
副本1-2-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60UWX41G作废◆奉节县栩昂农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500236981173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康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001117005212）作废◆渝北区福润食品经营部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JY15001120016648，声明作废◆遗失南岸区琴喆老火锅餐饮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080221505声明作废。◆江北区香一碗面馆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JY25001050048799,声明作废。◆遗失王文、胡小琴之女王欣雨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中医
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008893，声明作废。◆遗失徐世海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JY15001510009701作废◆遗失潼南区桐君阁六十七店执业药师周瑜
的执业药师注册证，证号502218520093作废◆遗失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龙城壹号幼儿园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JY35001510062545作废◆石可嘉遗失重庆师范大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专业学位证，证号：1063742015007347，声明作废

拟注销公告
根据国有企业改革有关精神，本单位拟

向重庆市巴南区市场监管局申请注销下属企
业重庆市巴南区机关汽车修理厂（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34504959017），企业债权债
务人可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申报
相 关权益。联系人：李老师；电话：023-
66231378；地址：重庆市巴南区龙海大道6号。
重庆市巴南区机关事务中心 2021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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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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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垫江县城
市控制性详细规划F01-18/03(一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出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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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846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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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下午5时（节假

日除外）在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垫江县）上下载或到垫江县地产服务中心索取挂牌交易文件，定于
2021年11月19日上午10时在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桂西大道南阳公园垫江县行政服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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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上午9时前将保证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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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万元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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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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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竞得土地后需成立新公司作为竞得人的，应在参与竞买前提交书面申请。

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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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万福莱装饰有限公司(合同方名称)
遗失华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重
庆分公司万象城B108(店铺号)商铺裴乐
(品牌名)收据一张、收据编号1776151，记
载金额￥20000元(装修押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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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无关。

遗失广州富力地产(重庆) 有限公司闫治晚
购买的重庆富力院士庭-3A-A4#-1单
元-1105单元首付款收据:编号2901314，
金额241909元；契税收据:编号2901322，
金额7394元，押登记费80元。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远航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5563483958Q）股东大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减至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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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远航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2021年11月1日

奉节东枢纽互通施工交通管制的通告
为支持奉建高速工程项目建设，满足互通立交施

工需要，实施奉建高速奉节东枢纽互通一期工程施
工，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如下：

一、施工时间：奉节东枢纽互通一期工程总体控
制在 2024 年 7 月底前完成。

二、交通组织按照以下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实施双通转换辅道施工，占用奉溪高

速左侧超车道部分和G42沪蓉高速至夔门匝道左侧
部分车道（保留一个车道宽度），同步拓宽改造 G42 沪
蓉高速至夔门匝道左侧部分，工期30天。

第二阶段：实施奉建高速奉节东互通右线一号
桥、F1、F2 匝道桥等施工，拆除既有奉溪高速 黄葛树
大桥（进城侧），奉溪高速公路利用黄葛树中桥（出城
侧）单幅双通，工期600天，施工时间控制在2022年7
月底前完成；同期实施H匝道桥拼宽，其中拼宽桥下
部结构、梁体浇筑等施工期间不暂用高速公路车道，
桥面拼接时占用右侧一个车道宽度，工期30天。

第三阶段：废除第一阶段双通转换辅道并改造为
进城侧双通辅道，占用 G42 沪蓉高速至夔门匝道左侧
一个车道宽度，工期10天。

第四阶段：实施奉建高速奉节东互通左线一号
桥、路侧抗滑桩、L2 匝道等施工，拆除既有奉 溪高速
黄葛树中桥（出城侧），奉溪高速公路利用新建桥梁
（原黄葛树大桥）单幅双通，工期640天，施工时间控制
在2024年7月底前完成；同期实施L、M匝道拼宽和
奉节至巫溪方向通行辅道施工，采取占道（占用一个
车道）方式实施；奉建高速主线上跨桥下部结构施工
时，G42 沪蓉高速 夔门至万州匝道与正线并线处临时
开口设置施工便道，同步实施三角区域奉溪高速左侧
边坡（坡脚）临时抗滑桩施工；夔门枢纽互通区域局部
匝道改造，采取局部占道（保留一个车道）方式实施。

三、注意事项：1、车辆通行管制路段禁止超车、禁
止停车，严禁超速，车辆限宽3.5米，限高4.5米，并按交
通标志提示行驶，超限车辆严禁通过、必须择道行驶并
服从高速交巡警公路执法人员和施工现场管理人员的
指挥。2、施工期间，相关部门将根据工程进度对交通
管制措施和通行线路予以相应调整，并适时发布。3、
对违反本公告要求的单位和个人，高速交巡警执法机
构将严格按照有关法规的规定处理。特此通告

高速交巡警第二支队奉节大队
重庆奉建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大石坝派出所遗失
（2018）批次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2份第四
联，号码为：002459273，金额：9元，号码
为002459274，金额：6元，声明作废。

裕城·长江著一期11#楼对应地下车库负一层调整的公告
裕城·长江著业主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裕城·长江著位于鼎山街道禾丰片区，目前，建
设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裕城瑞博置业有限公司申请对
经审批的设计方案中的一期11#楼对应地下车库负
一层进行调整。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
于2021年11月5日至2021年11月11日对调整情
况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公示地点为江津区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网站、江津区规划展览馆、项目现场。

若贵单位或个人有意见和建议，请注明身份（单
位名称、机构代码证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个人姓
名及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和邮寄地址，在2021
年11月18日下午6点前将书面意见、房产证（或购
房合同）复印件等证明涉及其利害关系的材料邮寄
或直接提交至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逾
期未提出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或视为无意见。

裕城·长江著业主及相关利害人可自公示期满
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提出书面听证申请，同时应提交房产证（或购房
合同）复印件等证明涉及其重大利害关系的材料。
逾期未提出的，视为自动放弃听证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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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96939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11月2日

1，陈权，遗失位于重庆万州恒大御景半岛项目
房号 4- 1- 101 认购书 1 张，编号为 WZH
DYJBD0000998第二联客户联，声明作废。
2，陈权遗失以下位于重庆万州恒大御景半岛项
目房号4-1-101房,收据1：编号N，0196279，
金额：69275，00元；收据2：编号N，0225329，金
额：69275，00元；收据3：编号N，0256338，金
额：69，00元；收据4：编号N，0256337，金额：
138，550，00 元；收据 5：编号N，0303233，金
额：350，000，00元；收据6：编号N，0303234，
金额：1，575，00元；以上收据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渝北区分
公司北部新区经开园移动通信营业厅2012年3
月1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000MA5UF1PJ2K）声明作废。

更正声明：渝中区医学教育科研基地建设
房屋征收办公室于2021年 10月 28日在
《重庆晨报》上刊登的万年村18号4-2房屋
相关权利人办理征收补偿手续的通知 ,其
中一处“逾期，将由现已明确的代表人文学
义办理征收补偿手续，由此产生的法律责
任由相关代表人自行承担。”更正为“逾期，
将由现已明确的权利人周蓉、杨森玉、周文
胜办理征收补偿手续，由此产生的法律责
任由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特此声明！

通知
万年村18号4-2房屋相关权利人：

2021年11月2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
政府登报发布关于对渝中区医学教育科研
基地建设房屋征收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的公告。公告载明渝中区医学教育科研
基地建设房屋征收项目具体时间从2021
年5月25日起至2021年7月23日止。

万年村18号4-2房屋的权利人周志
新，已故。该房相关权利人未办理征收补
偿手续。请在2021年11月18日前到征收
现场办公室办理相关征收补偿手续。逾
期，将由现已明确的权利人杨森玉、周蓉、
周文胜办理征收补偿手续，由此产生的法
律责任由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
联系地址：渝中区大坪正街91号附2号
联系电话：86589116
渝中区医学教育科研基地建设房屋征收现场办公室

2021年11月2日

关于注销鹏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荣昌营业部的决定公告

经公司研究决定，注销鹏诚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荣昌营业部（统一识别代码：915001
13MA5UABNY2U），该营业部于 2021 年
11月1日我司已依法注销。特此公告。
鹏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日

公 告
根据渝北区选委会2021年第2号公告，2021年

12月10日为渝北区人大换届选举投票日。凡户籍
在渝北区回兴街道双湖路500号、凯歌路500号、宝
桐路500号、宝圣东路291号、宝圣东路500号、宝圣
东路501号，且在选举投票日当天年满18周岁有选
举权的公民，请于2021年11月20日前，到户籍所在
社区进行渝北区第十九届人大换届选举选民登记。

联系人：李女士，电话：023-67450123
渝北区回兴街道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指导小组

2021年11月2日

重庆市水利电力建设有限公司遗失璧山县
三江水库工程输水管道制作及安装工程第1
标段项目经理部章；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黑山
水厂供水工程项目经理部章、资料专用章；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羊喝坪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
目经理部、资料专用章；乌江银盘水电站库区彭
水县城防护工程项目部章；南川城市拓展区白露
沟引水工程鹰岩水厂扩建工程项目经理部章；乌
江彭水水电站升船机水损恢复工程项目部章；
长寿区2015年度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
万顺镇石龙、四重、白合村、山坪塘及配套设施整
治项目工程建设项目项目部章、资料专用章；工
布江达县盛宝龙大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章、资料
专用章；昌都市经开区防洪工程项目部章、资料
专用章；璧南河灌区第三期（2011年第三批）整
治工程Ⅱ标段项目经理部章。声明作废。
重庆市水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遗失昌都市经
开区防洪工程项目部章、资料专用章，声明作废。
重庆市水利港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遗失重庆
市永川区小安溪重点河段工程资料专用章；
重庆市梁平区七涧河至回龙河与竹丰水库至
袁驿河以及城区河道河湖水系连通工程四标
段项目部资料专用章；昌都市经开区防洪工
程项目部章、资料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田永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4067932作废◆公运綦江分公司渝BJ2713（500222083855）
渝BJ9993（500222090687）渝BQ1722（500222121978）
渝BQ7628（500222083902）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杨清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JY25001030129465作废◆遗失重庆泓岸迪普商贸有限公司印章备案
回执编号50011220160523032声明作废◆遗失张芯榕之女吴歆瑶于2021年9月30日在江津
妇幼保健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V500038292作废◆遗失黄文文之女王施玥于2017年12月15日在江津
区妇幼保健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R500258602作废◆遗失奉节县朱衣镇桥沟村2社马国达奉节县农村建房
用地许可证奉府土（1997）NO：0010257号声明原件作废◆遗失重庆市璧山区落脚点皮鞋加工店
公章一枚，编号5002278023291作废◆云阳县全顺建筑材料有限公司（91500235MA612H63
9C）遗失发票专用章（编号：5002351038057），声明作废◆遗失杨书豪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311302作废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宏格威园艺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1MA617U324U）,拟将注
册资本由壹佰万元整减少为壹拾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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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宏格威园艺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01日

遗失声明：王师遗失《执业医师资格证
书》（编号：20145011051022119650
4184713）、《执业医师执业证书》（编
号110500115000658），声明作废。

◆重庆村龙农业开发专业合作社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巴南支
行接龙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105137401，声明作废◆收据NO.7030354遗失（大写金额：壹拾壹万零柒佰
贰拾伍元整），申请退还保证金，原件作废。特此声明。◆陈艳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专业名称：给排水，
资格名称：工程师）编号：011301102614，遗失作废。◆遗失杨军保险执业证00006150000000002020018341作废◆遗失2018.7.31核发的个体户：彭光琴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60172Q8A，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襄之棠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九龙坡区华民街店
《药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证号：渝CB008066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渝宏公路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8璧
山改造工程项目部公章5001001071746，声明作废◆李金茸遗失《木工职业技能人员技能证
书》证号：1222572003418237，声明作废◆重庆凯盛康保健食品有限公司遗失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
案凭证，备案号：渝08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081号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金中安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编号：500103809237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中徽商贸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001057161943）、
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057089529）各一枚，声明作废

10月28日下午5点半，渝
北区全民健身中心，操场上，
重庆足协青训中心男子2009
年龄段精英梯队的孩子们，在
葡萄牙本菲卡足球俱乐部外
教费尔南多·科斯塔的带领下
训练。

孩子们都就读重庆八中，
课后做完了作业才来训练，若
出现成绩下滑就停训。

精英梯队名校共建

下午5点半，重庆青训中心
男子2008年龄段精英梯队的
孩子们在进行训练。他们之
后，2009年龄段精英梯队的孩
子会在放学吃了晚饭后来训练。

孩子们周一到周四每天训
练1.5小时，都在放学并完成作
业后来训练。周五，回家休息，
周末两天比赛、训练，之后回到
家。“目的就是让孩子们不脱离
学习、不脱离家庭、不脱离社
会，同时进行足球培养。”重庆
青训中心负责人韩涛介绍道。

2018年 1月，重庆被评选
为新周期第一批“中国足球协
会青少年训练中心”，得到了中
国足协的大力扶持，加快了重
庆足球青训的发展步伐。

目前，青训中心与重庆八
中签订的精英梯队共建协议，
实现了资源共享和足协、学
校、学员三方共赢，是足球优
秀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的有益
探索。

在训练场上，孩子们是运
动员，回到学校，依然要完成学
习任务和指标。韩涛介绍，若
出现成绩下滑，孩子就必须要
停训。“让孩子在提高足球技能
水平的同时，重视文化教学与
综合素质的提高，使学员综合
素质更强、就业出路更广。”

共建模式已出了成绩

重庆青训中心除了男子
2008、2009年龄段精英梯队共
计38名队员已入驻就读重庆八
中外，青训中心也与重庆南岸
辅仁中学签订了男子 2003、
2004年龄段队伍共建协议，该
队伍在今年进行的第十四届全
运会男足U18组决赛中，在点
球大战中7:8惜败于东道主陕
西队获得亚军，取得重庆全运
会足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重庆青训中心还与重庆江
津中学签订了男子2005、2006
年龄段队伍共建协议，该队伍
是备战下一届全运会的集训队
伍。队伍的吃住训学均依托学
校进行，在确保文化学习和人
格健全基础上完成足球训练和
备战。

重庆青训中心于 2018 年
与葡萄牙本菲卡足球俱乐部正
式建立了足球青训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由后者为重庆青训中
心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包靖

全国“群先”单位风采

不断加大青训投入力度
特色青训体系初步形成

靠刷好评、写推广软文、
泼污水……挣零花钱

揭秘娱乐圈

兼职“水军”江湖

几个月前，姜瑞经介绍加入一个兼
职群。经过简单培训，她成了一名“水
军”。姜瑞说，主要工作内容是在微博宣
传明星动态、影视作品，由派单人发送任
务，群内的兼职“水军”抢单，随后在微博
内发送撰写好的宣传文案。“只要有社交
账号就能挣这个钱。”

据业内人士介绍，网络“水军”既有
机器账号，也有真人账号。机器账号俗
称“僵尸号”，主页通常都是批量的广告
宣传，容易造成“一眼假”。而真人账号
则因更为个性化的表达，在网络炒作中
更受青睐。

广州某营销公司工作人员秦小燕
（化名）告诉记者，一些“水军”公司披着

公关公司的“马甲”，实则是几个人的“小
作坊”，大量收集真人账号。由于雇佣专
职“水军”成本高，他们瞄准了兼职群体。

“点个赞、发条评论就能有几毛到几
元的收入。这种时间灵活、工作量不大
的‘兼职’，对想赚点零花钱的年轻人很
有吸引力。”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
授张潇潇说。

广州市民刘方方（化名）说，不少朋
友都加入了兼职“水军”群。“起初是某个
人在微博上看到招募。为了挣钱，我们
几个人都跟着她进群当了‘水军’。”

记者在QQ上输入“推广”“数据维
护”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存在大量提
供“水军”购买服务的QQ群，覆盖各种

社交平台。
此外，据一名“水军”招募者透露，拉

人头还可以提成。这种招募方式使兼职
“水军”社群病毒式膨胀。

广州市白云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
察官肖雅菁介绍，购买“水军”服务的过
程一般来说需要多层级流转，每一层级
的获利都是赚取差价。做推广的多数兼
职人员，位于这个灰色产业链的最底层。

张潇潇认为，“水军”在网络世界控
制热搜、流量，炮制虚假舆论，轻则影响
公众的判断、选择，重则损害他人权利、
影响社会公平，危害严重。大家对此要
有清醒认识，坚决拒绝以这种不正当方
式获得报酬。

此外，法律界人士提醒，兼职“水军”
还可能潜藏着法律风险。

肖雅菁表示，兼职“水军”如果发表
不当言论，侵犯他人人身、财产权利，可
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情节严重的甚
至可能触犯刑法，涉嫌的罪名包括网络
型寻衅滋事罪、诽谤罪、故意传播虚假信
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等。如果作
为组织者，组织、招揽其他人员散布虚假
信息，同样可能涉嫌上述犯罪，且在共同
犯罪中如果起到主要作用，则要被作为
主犯处理。

多年来，“水军”如同网络空间的牛
皮癣，长期存在却又难以根治。

秦小燕说，“水军”在一定程度上给
平台带来了流量。为了热度，平台在监
管方面有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
时，兼职“水军”背后代表的是真人账号，

相比机器账号而言，在监测层面具有一
定难度，出现平台“不愿管”“不好管”的
局面。

张潇潇认为，加强行业监管是斩断
“水军”产业链的关键。在技术层面上，
平台应当加强对异常转发、评论等网络
活动的识别与监管。肖雅菁建议，加大
对互联网公司的行政监管，落实互联网
用户实名制。

受访专家表示，当前“水军”产业已
经形成了完整的灰色乃至黑色产业链，
但由于各个链条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
在信息网络上将任务化整为零进行发
布，由网络兼职人员去“认领”，这种跨地
域性和分散性增加了打击难度。

肖雅菁表示，网民在网络中的身份
虚拟性和主题的不确定性，也为“水军”
提供了保护的外衣，导致发生网络“水

军”案件时，监管部门确定行为主体具有
一定的难度和不可控性。

“网络‘水军’活动的开展都是依靠
网络平台进行，因此其发布信息和资金
交易留下的都是电子证据。收集电子证
据需要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目前
侦查机关或者相关监管部门与网络企业
的信息共享机制有待健全，很难保证及
时、高效、规范进行电子取证，影响了对

‘水军’的查处。”肖雅菁说。
受访专家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提升相关部门对网络平台的监
管能力，加大对“水军”的打击力度。对
于涉嫌犯罪的网络“水军”，必须深挖产
业链，斩断利益链条。“同时，还要加大网
络权益的民法保障力度，对网络侵权行
为，要加大赔偿处罚力度。”肖雅菁说。

据新华社

网络“水军” 既有机器账号也有真人账号

晚上8点，一条影视宣传任务在微信群内发布。姜瑞（化名）很快就在群内敲下回复，随
后她登录自己的微博账号，将群内早已准备好的文案和图片发送出去，“xx的演技真的好有感染
力，情绪传达相当到位。”结尾附上作为宣传重点的话题词条。待群主审核完任务发送情况后，姜瑞
便成功获得两元的收入。这就是姜瑞兼职工作的主要内容——当一名娱乐圈“水军”。

刷好评、写推广软文、泼污水……有的一个月能挣上千元。“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游走在灰色地带
的网络“水军”主要是一些兼职人员，他们在网上接单，兼职做“水军”挣零花钱。

兼职“水军” 可能潜藏着法律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