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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遗 失 公 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中诺骨科医院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U1F562）股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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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15日

通知书
黎永静（身份证号51022519741228****）女士：

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公司有关规章制度规定，
因你在两期返岗人员培训中认定为培训不合格，请于
2018年6月1日前回单位办理解除劳动关系事宜，逾
期单位将按照有关规定依法解除与你的劳动关系。

特此公告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

2018年5月15日

通知书
罗静（身份证号51028219780917****）女士：

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公司有关规章制度规
定，因你在两期返岗人员培训中认定为培训
不合格，请于2018年6月1日前回单位办理
解除劳动关系事宜，逾期单位将按照有关规
定依法解除与你的劳动关系。

特此公告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

2018年5月15日

通知书
夏天（身份证号51122419790613****）先生：

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公司有关规章制度规
定，因你在两期返岗人员培训中认定为培训
不合格，请于2018年6月1日前回单位办理
解除劳动关系事宜，逾期单位将按照有关规
定依法解除与你的劳动关系。

特此公告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江津区供电分公司

2018年5月1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董优装饰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11000265149）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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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15日
重庆市永川区雅敏电子商务部遗失重庆三峡银行永川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30053111401账号0162014210003495声明作废
重庆市永川区雅敏电子商务部（税号915001183204650858）
遗失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17份（发票代码150001420130，起
止号码08861946-08861962）声明作废

施工公告
因万州至开州高速赵家枢纽互通道路施

工，赵家至开州段于 2018 年 06 月 1 日—
2019 年 12 月 30 日实行交通管制，限速
30km/h，禁止以下车辆通行：限高5米、限宽
3.5米、限长14米、牵引类挂车。请以上车辆
在前方天城（开州）站下高速，择道行驶。
重庆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二支队六大队

重庆高速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5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其玲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2563453265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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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沙坪坝区多特通讯店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 50010219920820082701、通用手
工 发 票 代 码 150001520531 号 码
10711901-10711925（共25份）作废

声明：重庆市南川区后淌农家乐遗失
通用手工发票（三联百元版）1本：发
票 代 码 150001620531 发 票 号 码
04354451-043544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 尚 洁 ( 身 份 证 号 码 ：

500112198409270862)遗失融创白象街票据
号0010161，房号S6-2-2-19，金额206389
元。收款事项为楼款，日期2017-8-9。

●遗失重庆市涪陵区潘德辉石材加工厂营业执
照正副本号码50010220002870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涪陵区潘德辉石材加工厂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500102588041857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荣清园美蛙养殖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6MA5U7A9E0N）成员
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
本社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寻合作伙伴
重庆长寿湖边农家乐寻

求合作开发、地理位置好、步
行到湖边六分钟、有两百米
自修公路、有意详谈。
联系电话：18182201222，陈先生。

南滨路独栋别墅租赁13983897093蔡

综 合 服 务

电
话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m2，有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渝
媒
人

婚恋服务专家成就天下姻缘
美满婚姻家庭服务中心
4001-820-520

R

征 婚 交 友

位于轻轨二号线马王场站旁100
米，总面积1295.6平米(厂房1095.6
平米，200平米配套停车场)，交通
方便，水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
话：135 0037 5936(肖老师)。

厂房
招租

遗失九龙坡区西彭镇卫院2017年12月7日开具
给慕泽秀的重庆市门诊医药费用专用收据三张，
单据号：1712003524，编号：046756555，合计金
额 34.20 元 ；单 据 号 ：1712003527，编 号 ：
046756556，合 计 金 额 34.20 元 ；单 据 号 ：
1712003521，编号：046756554，合计金额34.25
元；特此声明三张票据第一联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鑫同木材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6346055463M）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
《公司法》的规定，请相关债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18年5月15日

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峰瑞新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6MA5U7MH185）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
《公司法》的规定，请相关债权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18年5月15日
声明：遗失重庆森瑞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开给重庆市渝北区森林公园发展
中心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5000174320 发票号 06087603 金额
632603.33元，声明作废
遗失2015年9月21日核发的重庆中报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00006297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中报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国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108572118960)、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57211896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中报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8000062976）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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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1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克拉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00035565058X5）股东会决议，拟
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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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15日

遗失侯达芝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234005299声明作废。泰吉物流公司渝A201Y8营运证500110026233遗失。仁闻
物流公司渝D89306营运证500110088458遗失。互鸿公司渝BV7281营运证正副本500222030554遗失作废。森茂万
盛分公司渝BS2966营运证500110019851遗失。廷顺物流公司渝D717E8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邱兴华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500113002022 作废。伟亮物流公司渝G29711渝G2568挂营运证遗失作废。慧鸿公司渝B5A377营运证
500222057579遗失。亚州公司BS5262营运证500110054424遗失。宇晟公司渝 BZ3780渝AD508挂营运证遗失作
废。豪运公司营运证渝 BS7559 遗失作废。遗失安驰公司渝 A99838 营运证作废。元仁公司渝 AS8395 营运证
500110045024渝BA263挂营运证500110045129遗失。唯丹物流公司渝AD632挂营运证遗失。稳健公司渝BZ8308
营运证500110063990遗失。傲昆公司渝BZ6767营运证遗失。宇国公司渝DG9798营运证500115037569遗失。旺宇
公司渝F18297营运证500101009756遗失。曼迪物流公司渝BZ1322营运证500110060634遗失作废。泽晗公司渝
BR1375 营运证 500110012420 渝 BS8927 营运证 500110026115 遗失。遗失重庆汉信物流公司渝BF9737 营运证
500105013169渝B99900营运证500105013170作废。博捷物流公司渝BS8206营运证500110022834遗失。骏运公司
渝AH9662营运证500115051326遗失作废。重庆连庆物流有限公司渝BV0266营运证500110044918遗失作废。腾达
公司渝CD2268营运证500226003660遗失。万盛区文桃长寿分公司渝D11369营运证500115050309遗失作废。马顺
物流公司渝A91900营运证500110048653遗失。遗失2013年06月26日核发重庆迪庆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巴南分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13300027805声明作废。速驰公司渝A7G031渝A116X7营运证遗失作废。
法人及股权变更公告 重庆皮工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法人及股权变更协议，原法人蒋海琼变更为李茂友：原
股东蒋海琼其持有的本公司100%股权转让给现股东
李茂友：2018.5.11以前的所有债权债务由原法人蒋海
琼权权负责，2018.5.11以后的所有债权债务由现法人
权权负责。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担保关系的各单
位及个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向本公司申报。自登
报之日起30日内无申报者将于本公司无关，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铜梁区庆玲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576150175A）股东
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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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15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友翔物流有限公司2018年
5月14日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解散，按照《公
司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办理
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蔡鸿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峰昂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8MA5UN88H08）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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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15日

重庆市良诚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500226345986370遗失

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良诚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
500226008112468）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销，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请相关债权人于本公
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2018年5月1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翰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34GY03）股东决定，
拟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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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1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久富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222000032401)股东决定，本公司拟
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债务人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相
关事宜，特此公告。2018年5月15日
本人吕远由于保管不善，遗失重庆融创启洋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给本人的收据，收据内容为融创欧麓花园城
唐顿庄园1-34吊1-45至1-48号房屋履约保证金4
万元，收据编号为 ：0001787，本人现声明，上述收据
作废，该收据所产生的任何权责均与贵司无关。
本 人 张 富 强 ， 身 份 证 号
511028197611188610，遗失重庆葛洲
坝融创金裕置业有限公司M28-19-1-
4 收 据 ，收 据 号 ：0019756，金 额 ：
32113.38元，声明作废。
●锦吉物流公司渝BZ6107渝B2A707营运证遗失●全江公司渝BN3622营运证遗失，兴事达公司渝BU3518渝D38996营运证遗失●克米克物流公司大渡口分公司渝 AH5222（500104010081）渝
AH3333（500104009176）渝AH1859（500104009255）遗失作废●森勃汽车运输公司 渝A8168挂营运证遗失作废
遗失老凤祥(1002B)缴纳活动押金收据：贰仟元整，交
费日期：2015年1月7日，收款方：重庆泽胜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收据编号：4622991作废。
遗失梦金园(1-H04)缴纳出入证押金收据：壹佰伍拾
元整，交费日期：2015年10月19日，收款方：重庆泽胜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收据编号：436984作废。
遗失老凤祥（1003B\1005B)缴纳合同保证金：捌拾元
整，交费日期：2013年9月27日，收款方：重庆泽胜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收据编号：24708作废。

重庆市全兴药品连锁有限公司沙中路
分店（税号91500106681450516W）遗
失通用手工发票（三联百元版）25份
（发票代码 150001120531，起止号码
05392526-05392550）声明作废

●遗失吴浩晨《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214717声明作废●大渡口区刘仪餐馆遗失发票领购簿(税
号：51022119750921247402)声明作废●遗失武隆县鼎鑫纸制品加工厂2015年11
月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232584257247G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合川区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公
章（编号：5003824007844）一枚，声明作废●遗失周友玲营业执照副本92500224MA5YTJCH2U作废●遗失曹英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125957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川区琼刚日用品经
营部公章5003844006433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川区好友网吧卫生
许可证500119000722作废●遗失重庆乐舒网吧公章一枚，编号
5001097016756作废●遗失2015.11.11发重庆市蒙正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320446888U作废● 遗 失 重 庆 凯 厚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915001095699002817）税控盘，盘号499906221083作废●遗失2015.11.18发北碚区鲜美达冻品商行营
业执照正副本500109606683783作废●遗失永川区宝峰镇天星桥村骑龙坳社易中怀、谢应
平的房地产权证证号JT201101270声明作废●遗失2015.3.10发大渡口区大清建材经营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4600222172作废●遗失2018.3.9发沙坪坝区俪都美颜美容院营
业执照副本500106612289682作废●遗失重庆恒多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77874778728 3-1-1，核发时间2016-3-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欣乐美义齿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黔江民族医院有限公
司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5000172320号码23258572作废●遗失2005.3.23发袁代富营业执照
正副本500109600103997作废●遗失永川区永逸汽车美容部空白通用手工发票（三联百元版）代
码150001620531号码11727701-11727725（25份）作废●遗失重庆宏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公章一
枚，编号5002435000977作废●遗失重庆市毛哥食品开发有限公司泡菜
厂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长寿区路边草绳加工厂营业
执照正副本500221200010728作废●重庆桥瑞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遗失塔机备案
证，备案号：渝TL--T00226声明作废●胡春玉遗失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证渝A032014026138作废●张江波渝B M 6600许可证500115005050遗失作废●重庆渝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106747450392)，声明作废

●遗失2003年6月27日核发的个体户张雪梅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3600280240），声明作废●江津区白沙镇缘源汽车维修厂遗失税务登记证副
本：税号510225197111141253，声明作废●重庆中纳科技有限公司遗失2015年12月14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91500236MA5U41NM4H,声明作废.●重庆麦淳贸易有限公司遗失2016.02.24核发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592256623G作废●遗失王筱宇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134455声明作废●巴南区吕飞奶茶店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注册
号:500113609936147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铿燃老火锅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00110200291831声明作废●荣昌县云鑫美容美发服务部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500226305292630遗失●遗失重庆合辉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MA5UCJXK45）壹本声明作废●熊庆遗失重庆房地产经纪人协理注册证,证号CQX-
LZ20150238,注册单位：重庆嘉恒广告有限公司,声明作废●重庆市万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渝GB2303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声明：长寿区小周百货超市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
失，许可证编号：JY15001150035972声明作废●重庆厚润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通用机打三联发票三份，发票代码：
25001200105发票号码15883608-15883610声明作废●遗失杜世岗失业证，号码510211196410041815声明作废●重庆煜洋物资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发票
代码5000181130，发票号01515685），特此声明。●重庆艺煌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建筑起重机
械备案证，编号:渝JL -T 01404声明作废●陈显波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S 渝A 042013935183作废●遗失（重庆市九龙坡区晨希职业培训学校）发票专
用章壹枚（编号：5001078064604）声明作废●重庆尚亿物流有限公司渝B2A119道路运输证500110066108遗失●重庆广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A92162营运证500110048266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市万立煤焦化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壹枚（编号5001100501518）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黄元均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51138119820724807301，声明作废●遗失2016.11.21核发重庆业集兴企业策划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058428339XC声明作废●遗失2017.10.27核发重庆市永川区翔合建材加工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YMJL96Y作废●遗失重庆市联鼎电脑销售部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500110200011678，声明作废●遗失遗失云阳县刀叉牛肉馆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35MA5U46ER1L声明作废●遗失2016.3.9核发重庆市黔江区润喆家电销售中心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MA5U4XG66F作废

●遗失2017.5.15核发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禾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0MA5UAMX75M作废●重庆黔滋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中国民生银行巴南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5060901，声明作废●2018.5.5 遗失邓继东身份证，号码 510921199905245216，自
遗失日起非本人使用该身份证无效，特此声明作废●重庆桂兴霖和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印章刻制、查询、缴
销证明》编号：50010020151231003声明作废●谭银清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编号
为：50023560523084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伊莎贝莲服饰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
票联、抵扣联）代码5000181130号码02615255特此声明●冯小华不慎丢失税收完税证明（第一联），票证字轨:
（171）渝地证，票证号码:32009594,现声明作废。●永川区雪颜美容院遗失2012年10月22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383600527461）声明作废●经营者闫鸿浩遗失2015.4.17发沙坪坝区惠民副食经营
部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6605360425，声明作废●遗失叶佳欣《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003632声明作废●金聪2018.5.11遗失身份证511502198601160657作废●重庆蓥山机电制造有限公司长安SC1022DB货车车牌：渝
BQ0596主城货运通行证2018年5月11日遗失，特此声明作废。●重庆玉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4.04.21开给张永超
保证金收据遗失收据号5012223金额8000元声明作废●陈俊，不慎遗失就业创业证，证号
5001060214008695，声明作废。●谢欣雨遗失2018年3月15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5YT6KC7L声明作废。●遗失2015年12月03日发重庆马里奥波罗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91500103070329303N，声明作废。●重庆远景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丢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城口县敏讯手机零售店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500229600084285作废●重庆市闻雨绿色蔬菜种植有限公司遗失重庆黔江银座村镇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870000865001账号630054779700015作废●李亚明遗失烟草专卖执法证50011221作废●遗失冉梓墨《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174748声明作废●遗失2005.12.22发刘波营业执照正本5002263061671作废●秦勇遗失律师执业证，证号15001200810893627，声明作废。●遗失卿亚丽之女卿语熙于2014年5月2日在陈
家桥医院出生该《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遗失2016.12.7核发重庆昊麦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1
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305113874F 1-2-1作废●遗失2016.1.14核发重庆和氏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
本1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4E7B85 1-2-2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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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奶源决定品质，高山放养羊奶奶源基地地
位于世界公认的“黄金奶源带”——北纬34度
秦岭山北麓，投资2亿多元建立奶山羊自然放
养基地，获得有机认证，是高山放养有机奶源
地，放养奶山羊10万余只，产出优质羊奶。

每一盒产品包装上都有“高山放养奶山羊”
标志。工艺先进，无膻味。

营养学界认为,羊奶的脂肪颗粒体积为牛奶
的三分之一，更利于肠胃吸收，且长期饮用不
上火。另羊奶中含有多种活性物质，适合中老
年人滋补身体，健康养生。

羊奶粉市场一直鱼龙混杂，老百姓很难喝到
真正的优质奶源的高品质羊奶粉。

为了让大家品尝优质羊奶,特拿出1万盒真
正的高山放养有机奶源羊奶粉，

298元每盒400克16袋。现在只收38元，快
递到家，为此全国掀起抢购热潮。

凡参加本次活动成为会员客户，终身享受厂
家直供价，还有机会参加羊奶文化节，参观位于
秦岭山的高山放养奶源基地。

298元羊奶粉厂家直供 38元寄到家

抢购热线:400-180—9590
（数量有限，先打先得）

皮肤问题 免费送体验装

领取电话：400-1611-696

祖大夫牌“七日藓康”，经过
多次改良，质量过硬，如果你饱
受皮肤问题的困扰，请试一试祖
大夫牌“七日藓康”，不需要东奔
西跑，直接免费邮寄到家体验，
不花一分钱。

对于很多皮肤问题人群来
说，每年秋冬季节的反反复复，
加大了恢复难度。

各种皮肤问题均可来电领
取“七日藓康”。本活动有效期7
天，限前100名

每天一次松花粉 健康生活更安稳
正宗长白山松花粉限时体验 每天仅需6毛6

松花粉是松树花蕊的精细胞，担负着松
树繁衍的重任，内含 200 余种营养成份，且
搭配合理，能够全面补充、均衡人体所需的
营养。其保健作用大，调理范围广，是名副
其实的“健康卫士”。因而，不同年龄、不同
体质的服用者，都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不
同程度上收到很好的效果。

国和堂松花粉采自于长白山原始森林
生长六年以上的纯天然野生马尾松，因其特
殊地理位置，所有松树全年无污染，绿色无公
害。所有松花粉均采用独创破壁技术提取，最

大化促进了人体对营养成分的服用吸收。
为了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对于国和堂

松花粉的认可和支持，回馈广大客户的厚爱，
相关机构特推出一万盒正品国和堂松花粉在
全国开展一折体验活动，平均每天仅需 6毛 6
分钱。

温馨提示：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一万盒
购完即止。为了让更多人能享受到本次优
惠，每人最多限购两盒。

抢购热线：400-002-6988

绕开短租平台租民宿遇到不少烦心事

选择民宿应注意哪些？
外地游客请看过来 绕过APP

订房要便
宜些

房客
想要回该退的钱
却发现被房东“拉黑”

五一期间，深圳的袁女士和闺蜜来到
重庆游玩，她提前在某短租平台看到渝北
一家民宿，浏览民宿的空间图片展示后，觉
得各方面条件合适，她俩准备入住。

昨天，记者联系上袁女士，她坦言，通
过平台支付房费会被收取服务费，为了省
事，她就加了显示在民宿图片上的房东微
信，双方达成一致，绕过平台私下交易，如
果想退房，提前三天可退全款。于是，袁
女士提前支付了定金。可当袁女士到达
该民宿后，她发现，现实中的场景跟自己
预想的有点不一致。“反正同网上看到的
图片有差距。”袁女士说，想着主要目的是
游玩，而且又交了定金，她和闺蜜也只好
勉强住下。

入住后房东给袁女士她们提供了
两张公交卡，“房东说我们自己充值，离
开时，卡退给她，没用完的钱会退还给
我们。”袁女士和闺蜜都往公交卡充了
50 元，由于消费不多，两张卡还剩七八
十元钱。旅游回来，袁女士通过微信联
系房东，打算要回公交卡里剩余的钱，
但消息一发出，就被拒收。原来，她已
被房东删除。“我又向房东的手机号码
发送了相关短信，但是，她也一直没回
复。”袁女士说自己很后悔，早知如此，
还不如通过短租平台订房，“交点服务
费，至少可以找平台投诉，通过平台联
系房东，不像现在，微信一删、短信不
回，人也找不到了。”

房东
此前闹得有些不愉快
删除对方微信忘退钱

“虽然钱不多，但我觉得这是个诚信问
题，房东既然说要退就应该信守承诺，卡内
余额还没结清就拉黑，确实让人觉得郁
闷。”袁女士不满地说。

事实真相如何？随后，记者联系上房
东王女士。王女士表示，此前，双方因为居
住的一些细节问题，闹得有些不愉快，对方
离开前，她退还了押金，等对方离开后，她
就干脆删除了对方的微信，后来才想起公
交卡里的钱没有退还，但是，由于已经没有
袁女士微信，她就没在意。昨天下午，王女
士向记者索要袁女士联系方式，试图再次
联系袁女士，并打算将公交卡内余额退
还。不过，对于王女士的此番解释，袁女士
并不认同：“删了微信，我们还给她手机发
了短信，她还不是一样没回。”

平台方
私下交易不受保护有风险

记者联系上某短租平台客服，客服人
员表示，房东在平台发布房源信息前，平台
方会对房东资质进行审核，而且，平台有完
善的退款退房机制，虽然具体机制有不同，
但一般来说，入住前三天，都可以全额退
款。如果房客发现房源与描述不符，投诉
后，平台方还会跟进。

客服表示，平台收取服务费是跟进服
务的保障，房客和房东绕过平台进行私下
交易或私下商谈，不受平台保护，也没有第
三方审核，因此也多了一分风险。当然，房

客发现房东有线下交易趋向，可以发出警
告或向平台方反映。

调查
选择民宿这些事项应注意

网红重庆，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地游
客前来，住宿问题，是每位游客必须面对的
首要问题。那么，游客在选择民宿时，应该
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记者对此进行了走
访调查，平台方和一些民宿经营者给出了
他们的建议。

某短租平台的客服人员提醒，房客在
选择房源时，不要急于预订付款，应该先多
和房东沟通，多了解房源的信誉度和其他
房客的评价。

多位在解放碑附近开设民宿酒店的负
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民宿都只提供住宿服
务。一位在新华路万吉广场某栋楼内开设
民宿的老板说，公交卡、代买景区门票等服

务，一律不提供。对于线下交易，他并不赞
成，觉得这样做，他和房客都没有保障。“肯
定走平台啊，想取消就取消，省去人为退订
的麻烦。”如果有人借机收取费用，游客一
定要提高警惕。通过民宿报名一些旅行团
的时候，也要明确约定游玩线路和费用。

张先生在解放碑开设民宿一年多时
间，他提醒外地游客，不少网络上的民宿为
了揽客，会将地址模糊化，写得离景区或商
圈很近，游客一定要仔细核实地址，不然容
易走“冤枉路”。

重庆晚报记者 朱婷 李化

网红重庆，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前来，住宿，是摆在每位游客面前的首要
问题。五一期间，深圳的袁女士来重庆旅游，原本愉快的旅游时光，因为住宿而平添
一些不愉快。原来，她和房东绕过短租平台通过微信私下交易，原本该退回的公交卡
内的余额不仅没收到，还被房东“拉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