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你的银行卡一定要保护好哪些
信息？（10分）

A、持卡人姓名 B、持卡人电话
C、银行卡卡号 D、持卡人身份

证号 E、银行卡的有效期
【答案】：ABCD。
【解读】：这道题的四个答案就是

我们俗称的银行卡四大件，大家要保
管好上述四个银行卡信息，一旦银行
卡四大件信息遭泄露，你的银行卡卡
内资金会有很大的被盗刷风险。

2、你最近急需用钱，持本人信用
卡去POS机套现应急可以吗？（10
分）

A、可以 B、不可以
【答案】：B
【解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
［增加］第六十六条，违反国家规定，使
用消费终端机具、网络支付接口等方
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
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
金，经主管部门行政处罚后一年内又
实施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情
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
留。

3、你是某私营公司业务员，在采
购原材料时，按行业惯例，原材料供应
商会给出采购金额的1%作为返点，你
可以要求原材料供应商将返点6万元
直接以现金的形式交给自己，作为自
己的收入使用。这样做是合法增收手

段还是犯罪？（10分）
A、合法增收，这已是行业惯例
B、这是犯罪，我绝对不会碰
【答案】：B
【解读】：在公司间日常贸易过程

中，卖方为维持客户关系，经常会以返
点等形式返还客户一定数量的货款，
从而实现变相的折扣，但返还的货款
系买方公司的合法所得，系公司财产，
如果据为己有，涉嫌职务侵占罪。

4、你在购物过程中不慎收到假
币，应当如何处理？（10分）

A、赶紧用出去，我就没损失
B、这是假币，不能用
【答案】：B
【解读】：收到假币应上缴至当地

金融部门（银行）或公安机关，不能继
续使用。

5、你收到一张100元人民币，通
过哪几处可以识别真假？（10分）

A、水印 B、安全线 C、光变（油
墨面额）数字 D、（阴阳互补）对印图
案 E、隐型面额数字 F、凹凸感

【答案】：ABCDEF
6、根据证券法律制度的规定，下

列各项中，属于禁止的证券交易行为
有：（10分）

A、甲证券公司在证券交易活动中
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严重影响证券
交易

B、乙证券公司不在规定的时间内
向客户提供交易的书面确认文件

C、丙证券公司利用资金优势，连
续买卖某上市公司股票，操纵该股票
交易价格

D、上市公司董市长王某知悉该公
司近期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在该
信息公开前将自己所持有的股份全部
转让他人

【答案】：ABCD
7、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造成被
保险人死亡、伤残或疾病等人身保
险事故，骗取保险金，进行保险欺诈
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10分）

A、正确 B、错误
【答案】：A
8、某网上商城平台宣称：扫二

维码，进入商城买份 620 元的商品
即可成为会员，每天返现 20 元，直
到 720 元止，会员通过发展人员加
入还可享受消费提成。你怎么认
为？（10分）

A、商家正常的经营行为
B、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答案】：B
9、某网上商城宣称，消费者在商

城消费产品后，每天按一定比例将消
费者的消费金额返还给消费者，直至
全部返完为止，后期网站关闭，公司人
去楼空，投资人损失惨重。你怎么认
为？（10分）

A、非法集资行为

B、商家的正常促销行为
【答案】：A
10、你在南岸区有一家建筑公

司，某天接到电话，朋友小强告知有
一两江新区的大土石方项目。你实
地考察后，和小强在江北区签订了
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小强要求你先
打 100 万元保证金，你就在沙坪坝
区给小强转款 100 万元。经查，此
项目系小强虚构，相关批文是小强
伪造。被骗后，你要向公安机关报
案。请问，下列哪些地方对此案有
管辖权？（10分）

A、南岸区 B、两江新区
C、江北区 D、沙坪坝区
【答案】：ABCD
【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

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
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
款，“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
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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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遗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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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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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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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合 服 务

征 婚 交 友
美的缘十年68067356可成功收费

●丰都县德得厨具经营部兴龙餐饮店遗失2014年05月22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30300012414声明作废●声明：丰都县德得厨具经营部遗失2014年05月22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30200016555；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号05038645-8；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002300503864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石帮喜，安全员岗位培
训考核合格证书一本，证书编号：
渝 1613051001020。任义，二级
建造师注册印章一枚，注册编号：
渝23213134030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撮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18
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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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乙鑫

●遗失渝B8T355营运证号码500100006092作废●重庆顺祥物流有限公司渝AA796挂车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久合物流有限公司渝B3A002营运证 500110068142遗失作废●重庆富奔物流有限公司渝BV7687营运证500115034313遗失作废
●渝北区德明百货店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362523198304083215，声明作废●渝北区德莹服饰店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500112L43890739，声明作废
遗失云阳县双川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5065676757Y声明作废
遗失云阳县鲜菜篮观光农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MA5UQR9N4J声明作废
遗失云阳县伦川食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MA5U7ACD11声明作废
遗失云阳县川搏肉牛养殖场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350912377824声明作废

认尸启事
2018年4月28日10时55分，有一

男子因病倒在渝中区原南纪门劳务市
场附近，该男子年龄约40岁左右、瓜子
脸，身高1.70米左右，穿深色夹克、灰色

牛仔裤、休闲皮鞋。经重庆市急救中心抢救无效于5
月13日死亡，尸体现存放于重庆江南殡仪馆，限其家
人自登报之日起7日内认尸处置后事，延期则按无主
尸体处置。联系电话：63713803。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南纪门街道办事处
2018年5月14日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奉节
县支公司竹园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李勤
机构编码：000005500236006
机构住所：重庆市奉节县竹园镇白云路28号
发证日期：2018年4月10日
邮政编码：404699 联系电话：56559411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
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
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
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桥萄葡萄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号500384NA000515X）成员大会决
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请债权
人到本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注销公告：经重庆翔昊置业代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500232000004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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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500105304856086Y的重庆恒略房地产
经纪有限公司 ，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到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恒略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6日

葆霖公司渝C81978营运证500382016192遗失作废。遗失2008年05月05日核发重庆市云中龙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2000010232声明作废。遗失穗明公司渝BL8770营运证500222031965作废。重庆捷可达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S8906营运证500110069828遗失。尚善物流公司渝AH8689营运证500115056800遗失作废。东
能公司渝BK0536营运证500402009008遗失作废。齐源公司渝A78880营运证 500222062213 遗失作废。丰硕公司
渝BS8035 营运证 500110024837 遗失作废。坤驰公司渝BU3610 营运证遗失作废。建合公司渝A35N69 营运证
50011001224 遗失作废。重庆豪迈物流有限公司渝 B9A076 营运证 500110070583 遗失作废。龙凤呈祥公司渝
BU5237营运证500222024909遗失作废。健超公司渝BX3160营运证500106023313遗失注销。遗失重庆尊远物
流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104002475-2作废。添福物流公司渝BA082挂营运证遗失。重
庆安嗒嗒汽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车辆：长安牌发动机号 HC4AM074421 告知书已遗失，已转让给重庆欧博
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特此登报申明。陈艳霞渝C63D29营运证遗失。杨常洪渝D87M28营运证遗失。重庆海豪运
输有限公司渝BH3532车辆车主，请于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国家税费、保险和办理年审手续，逾期未完善
者，将向车管所申请灭失注销并注销营运证，后果自负。车牌照、行驶证、营运证、登记证书未收回。遗失范万渝
CF0035营运证500224008434声明作废。融亿物流公司渝A116X1营运证500110025985遗失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北劳人仲案字〔2017〕第1934号

重庆浩耐特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本委于2017年11月7日受理的胡明航诉你司工

伤保险待遇争议一案，已于2018年3月21日开庭审
理。本委以渝北劳人仲案字〔2017〕第1934号仲裁裁
决书作出如下裁决：一、申请人胡明航与被申请人重庆
浩耐特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之间劳动关系于2018年3月
18日解除并终止工伤保险关系；二、由被申请人重庆浩
耐特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胡明航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30326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22464元、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50544元、停工留薪期待遇9600
元、鉴定期间生活津贴824元、鉴定费400元、住院期间
伙食补助费144元、住院期间护理费1440元、交通费
300元。以上第二项共计116042元（大写：壹拾壹万陆
仟零肆拾贰元整），此款应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5日
内一次性支付完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
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本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
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
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遗 失 唐 凤 琼 （ 识 别 号
510227198308190021）发票领购
簿 、通 用 机 打 发 票 代 码
150001720230 号 码 01811936-
01811941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义礼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0MA5UMH8T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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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遗失铜梁区奥龙火锅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224MA5YNHD369）发票领用薄，增值税普
通发票，代码050001700107，发票号码24248749、
24248776、 24248778、 24248798、 24248804、
24248814、 24248816、 24248820、 24248858、
24248863、24248865、24248877、24248879声明作废

公 告
“港城·铜锣湾”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

“港城·铜锣湾”项目位于大足区棠香街道办事处五星大道南段3
号，由重庆锦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为了满足停车位需
求，现重庆锦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我局提出申请对该项目地下车
库进行调整。现拟将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18年5月17
日至2018年5月23日，公示地点为“港城·铜锣湾”项目售房部和大足
区规划局网（http://ghj.dazu.gov.cn/）, 请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相
互转告。

若各位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无重大异议，公示结束
后我局将依法按程序对该调整办理相关规划手续。

特此通告
联 系人：吴勇 何明洋 联系电话：43725061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局 2018年5月16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綦江区弘泰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MA5UL1AD0B）
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
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重庆市綦江区弘泰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6日
减资公告：重庆飞顺纸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4MA5U7RFQ3D)经股东决
定注册资金由伍佰万元减至壹佰万元，根据《公
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必畅物流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崔永成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案号为
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996号。因劳动报酬争议一
案，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18
年8月2日上午9时30分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
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7室，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三号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
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二○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风情玖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065680756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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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奋跃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U5KBD1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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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彭水县云秀油桐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3MA5U6XBG7Y）成员
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请债权人到本
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声明：綦江区兴平水泥制品厂遗失2017
年10月27日核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00222MA5Y2JQ13U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铜梁区兴天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4321762559T）成员研究决定
本专业合作社拟将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到本合作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潼南区博发草纸加工营
（注册号500223212774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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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品山水茶艺有限公
司 2018年5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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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群
注销公告：经重庆汉隆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XDXE9XT）股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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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探路者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5UTH2B0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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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中粮可口可乐饮料（重庆）有限
公司开具给重庆鑫源摩托车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5000174320号码09647345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泰坦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933161076XR）股东会决定，现将注
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至500万元整。根据《公司
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蒂派门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35320497490Y）股东会决定，现
将注册资本从880万元减至50万元整。根据《公
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天胜机床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2032333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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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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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巫山县江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7MA5UGHNT09）股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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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7日重庆市南岸区国家税务局办
税服务厅代开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方：重
庆准度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付款方：重庆碧桂园融
创弘进置业有限公司），发票代码：5000163160，
发票号码：01547704,金额：36000元，特此声明。

遗失江津区人民法院2016年2月26
日开给唐贤芬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收据），号码（2015）NO：003525218，
金额2900元，声明作废。
遗失个体户伍建修重庆增值税普
通发票 (卷票)3 张，发票代码;
050001700107，发 票 号 码;
39473385、39473422、3947344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苏洪遗失重庆融创玖玺
台开具的位于重庆玖玺台的购车
位（620、620-1）收据2份，票据号
码：0027699（金额：11800.6元）、
0027700（10735.6元），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市昊鑫达钢铁铸造有限公司遗失2014
年 08 月 27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500111000004861；遗失组织机构代码正本：代
码 78420132-8；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500111784201328，声明作废

遗失安诚保险销售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南坪营
业部（纳税人识别号91500108MA5UG0FP0E）
2018年4月16日开给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 公 司 重 庆 市 分 公 司（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500105668925695A）的重庆增值税专用 发票
（税务代开）第四联，代码 5000164160，号码
00185676，价税合计24722.28元，特此声明。

公 告
重庆新课堂教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

故不再开展因私出入境中介活动，并已报
重庆市公安局注销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
经营许可证（证号：渝公境准字【2013】007
号），如有问题请联系我公司工作人员陈
智，电话：13883380800，特此公告！

现遗失杨兴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6MA5UHF3812，核准日
期为2018年4月8日，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朱俊铮《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500224017声明作废●彭丹遗失荣昌区妇幼保健院开具的重
庆市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票据号：
（2016）No:002684649特此声明●遗失个体户龙尾税务登记证正副本，渝税字：
51028319790115397301声明作废●遗失吕红艺失业证，证号：04942610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立荣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号码5001117002916声明作废●遗失唐大芬之子罗迈出生医学证明A500073906作废●遗失庞子然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229029作废●遗失2013年07月01日发韩海荣营业执照
正副本500227600402899作废●公告：重庆市北碚区碚鑫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渝
AG6559号大客车（指标号91099295）线路牌灭失●遗失2016.10.08发陈飞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3608676498作废

●遗失2016.2.16发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青源花木股份合作社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0054276520F作废●遗失2017.11.17发重庆一马平川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91500112MA5UFRR6X5声明作废●遗失2014.5.20核发的重庆明安机车配件有限公司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500107606063声明作废●遗失铜梁县游霞化妆品经营部税务登记
证正本500224083082135作废●遗失2015.8.24北碚区尝鼎坊餐馆营业执
照副本500109600317667作废●遗失2018.4.13发重庆市幸幸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91500107MA5U4DUNXX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小灵通幼儿园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JY35001150014688作废●遗失谭军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
证，编号500237198812015354，声明作废●遗失宋小丽，王亚东之女王思妍于2014.11.18在沙坪坝
区人民医院出生医学证明，证号○500337863，声明作废●重庆日东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发票领购簿一本,
税号:500108091221326,声明作废●遗失黄心怡重庆工商大学就业协议编号20180004244作废●遗失彭富美之子李弈呈，于2012年8月28日在重庆市
肿瘤医院出生，该《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互诚机动车驾校渝B6608学加气证一本作废●遗失陈亮、李秋霞之子陈星谕 于2015.2.12在重庆市九龙坡
区第一人民医院出生的出生证明，编号P500044466，声明作废●遗失2016.5.31核发的重庆积目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68M75D声明作废●江苏地基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
财务专用章（5001132026406）作废●遗失何星羽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15307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九瑞餐饮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500384000012629声明作废●何兴琼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231012258遗失作废●重庆学权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牌为渝BP8705
营运证，证号500402008721声明作废●遗失孟安军、李平超之子孟贵源在重庆市梁平区碧山镇卫生
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B 500038416声明作废●重庆灿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2017.12.07核发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YNK3B67作废●遗失潼南区屈哥餐饮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720410号码42909971、42909994声明作废●遗失李小平2015年5月29日核发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500103600114746作废●遗失犹安碧会计从业资格证，证号
51022819630303532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安吉顾腾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编号5003834038100）声明作废● 重 庆 伊 未 央 文 化 传 播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06077282173J，2017.5.31核发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重庆景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国税税收完税证明第1联((173)渝国证
01003497)，地税税收完税证明第1联((174)渝地证97037437，特此声明●遗失2017.1.19核发重庆剑川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5616303446声明作废●渝中区拉瓦萨咖啡馆遗失2017.05.08核发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5UK584XW作废●重庆市恒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AQ6836货
车的营运证（0577459）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税收完税证明第三联（收据），税号：
（162）渝地证12050331。特此声明。●遗失2016年10月10日核发重庆市合川区三香书院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MA5U7Y696K作废●经营者唐燕遗失2011年06月09日核发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3600104975声明作废●重庆中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叶金铋，二级建筑工程加水利
水电工程职业印章遗失，编号:渝23511122392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卓渝商务咨询服务部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纳税人识
别号500905584267365注册号50090320000321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首科实业有限公司渝BP5852营运证500402004179作废●遗失重庆雁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
（编号50011220160505050，50011220160328039）声明作废●遗失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新版正
本副本空白有价单证一份，单证号1500081245，特此声明作废。●遗失2011年7月22日核发个体户黄伟（黔江区水立坊酒
吧）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900600172887声明作废● 遗 失 秀 山 县 毓 秀 办 公 用 品 经 销 店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500241600084683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3522196304220033作废

5月15日，是第九个全国打击防范经济
犯罪“5.15”活动宣传日。重庆市公安局在
渝北区空港广场举行集中主题宣传活动。

警方现场开展了平安课堂·经侦打假映
像活动，围绕对市民危害最大的非法集资、
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和生产、销售假冒伪
劣商品犯罪新手法、识假防骗等知识，以案
说法，帮助市民了解身边常见、多发的经济
犯罪陷阱。

活动现场，市公安局还联合市版权局、
市地税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金融办、
重庆银监局等有关单位及部门，现场接受群
众咨询。各单位工作人员在现场向市民讲

授防范非法集资、传销、假冒伪劣、银行卡犯
罪等常见多发经济犯罪常识，以进一步提高
群众识假防骗能力。

当天，全市各区县（自治县）公安机关同
步在本地开展了主题宣传日活动。

又讯 昨日，沙坪坝区警方在三峡广场
举行2018年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暨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辖区内的公安分
局、食药监分局、工商分局等相关机构，以及
几大银行都设置了问询点，向市民宣传如何
预防非法集资和经济犯罪。

重庆晚报记者 彭光瑞 赵映骥
文 警方供图

如何规避经济犯罪陷阱如何规避经济犯罪陷阱
十道普法题请你来做做十道普法题请你来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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