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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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涪陵分中心3）于2018
年 3 月 12 日开具非税收一般缴款书一张（单号：
001484802）。付款方：金碧物业有限公司重庆分公
司，金额：18700元。收款方：重庆市财政局。在付款
过程中于重庆北站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金碧物业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开
具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一张（支票号：07660290）。
收款方：重庆市大方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金额：6894.77
元。在重庆北站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北分公司开具的
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代码5000181130
发票号码04514967金额3992元声明遗失。●遗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分公司开具的
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代码5000181130发
票号码03655665金额2365.60元声明遗失。●遗失重庆市赛点企业形象策划中心开具的重
庆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代码5000164160
号码00198185金额4668元声明遗失。●遗失重庆渝烟卷烟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重
庆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代码5000182130
号码02083171金额17646.10元声明遗失。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遗失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第5联
（编 号 003634502、003634503、
003634520）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蓝调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MA5U6JHW8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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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含 遗 失 低 压 电 工 作 业 证 书 编 号
T500230199303101895、维修电工四级职业资格
证书编号1431001065400009、机修钳工三级职
业资格证书编号1431001600301545、机修钳工
职业资格证书 1231001600410732，声明作废。
重庆油鲜农副产品有限公司遗失：2018年1
月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105MA5YQ7EL9E）、公章壹
枚、财务专用章壹枚、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编号JY1500105008581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
由原来的500万元减至200万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重庆明安新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9日
●遗失原重庆市荣昌县麻雀岩商贸旅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61800163，
成立时间2000年03月03日，声明作废●遗失原重庆市荣昌县麻雀岩商贸旅游有限
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原重庆市荣昌县麻雀岩商贸旅
游有限公司（注册号：5002261800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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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公告：2018年6月20日《重庆晚报》第A05版所刊“重庆市
大足区雍溪镇卫生院（编码301117）遗失重庆市门诊医药费专
用收据(无碳复写纸)128份，票据编码4011101，批次号：2016，
票号：025926047、……056024786。”现更正为“重庆市大足区
雍溪镇卫生院（编码301117）遗失重庆市门诊医药费专用收
据(无碳复写纸)128份，票据编码4011101，批次号：2016，票号：
025926047、……056024786。声明作废”特此更正。

6.姓名：夏依然 女
约6岁
被捡拾情况:2012
年 5 月 20 日一村
民在红旗河沟地下
通道发现一名女

婴，身上有一写着2012年5月15
日出生的牌子，后收留至今。

如有知情者请联系渝北区救
助管理站 电话：023-67824051

重庆市渝北区救助管理站寻亲

2. 姓名：晏云绮 女
约5岁
被捡拾情况:洛碛镇
一村民于2013年11
月9日担菜到蔬菜基
地，在离基地不远的
三叉路口，鱼塘边发

现一名用厚浴巾包裹的女婴。
后收留至今。

1.姓名：肖虹羽 男
约4岁
被捡拾情况:2014
年 10月 28日一好
心人在璧山区青杠
街道高速公路涵洞

口捡到一名男婴，男婴身裹浴巾，
装在纸箱里，箱里有一包贝婴美
奶粉。后收留至今。

3. 姓名：唐诗晨 女
约4岁
被捡拾情况:2014
年12月3日一好心
人在洛碛镇政府旁
铁路桥下发现一名
女婴。后收留至今。

4. 姓名：朱丽 女 约
50岁
被 捡 拾 情 况:2001
年洛碛镇一村民在
渝北区龙兴镇发现
一名有精神问题，讲
不清楚自己身份来

历的成年女子，后收留至今。

5. 姓名：姜玉航 女
约4岁
被 捡 拾 情 况:2014
年 3月 14日龙兴镇
一居民在合家园三
期工地上抱养了一

小孩，收留至今。

遗失彭水县顺通门窗厂（账号
4401010120010010023）重庆农
村商业银行彭水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875000571501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罗佑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7F9E4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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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6发渝北区承蜀百
货 经 营 部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500112600134799、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500112L22373396作废

遗失重庆永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 司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5002247065639. 财务专用章一
枚，编号5002240054443作废

遗失原铜梁县红韵天香商行通用机打平推式
发票24份.发票代码150001320130发票号
码 08625068- 08625087. 08625063-
0862506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桃绿果树种植股份合作社（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3500109592257247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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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2010年12月22日核发重庆巧娘食品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2000018079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500382565643337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565643337声明作废
遗失荣昌区昌州街道憨哥老火锅店通用机打
卷式发票，发票代码：150001620410 发票
号 码 ：38737893- 38737896、38737899、
38767077、 38774602、 38774654-
38774700、38774623-3877464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盟然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106075659969T）股东会研究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

重庆跟斗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9日

●高凤山遗失重庆大学研究生学生证：证号20153102007，作废●赵传靓遗失重庆大学研究生学生证：证号20141701017，作废●游尚昊遗失重庆大学研究生学生证：证号20151613178，作废●陈思宇遗失重庆大学研究生学生证：证号20150202069，作废●董迪遗失重庆大学研究生学生证：证号20151602002，作废●冯力遗失重庆大学研究生学生证：证号20150901038，作废●陈霞遗失重庆大学研究生学生证：证号20151413033t，作废●吴波波遗失重庆大学研究生学生证：证号20150902045，作废●马梦楠遗失重庆大学研究生学生证：证号20151113026t，作废●遗失重庆大学谭程宁学生证：20151802112,声明作废

公 告
重庆竖喜通风设备有限公司:

唐荣明向本局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本局已依法
受理。因本局通过特快传递送达的渝北人社伤险认字
（2018）94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退回，现场送达发现你
单位已搬迁。本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渝北人社伤
险认字[2018]949号），认定唐荣明( 2017年7月8日24
时左右，唐荣明在重庆竖喜通风设备有限公司承接的
喷漆室风管安装项目工地脚手架上打玻璃胶时从脚手
架上摔下受伤)头部、脑部、肩部受伤属于工伤。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该《工伤认定决定书》（渝北人社伤
险认字[2018]949号），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可在
公告送达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
府或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06月29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50010575008627X2的重庆市
海翔物资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
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市海翔物资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9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蓉博果蔬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
“本专业合作社”）2018年6月28日全体成员决定，本专业合作
社决定解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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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合
作社申报债权，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徐中红
注销公告：重庆木禾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4345926853B经股东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
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杨永德渝GD6318营运证营运证500230006218作废。魏昌明遗失道路经营许可证500115005078声明
作废。遗失郑涛渝D7E518商业险发票38893990声明作废。耀航物流公司渝BV0863营运证500110047330
遗失。创汇公司渝 A98360 营运证 500110050767 遗失。重庆恒跃物流有限公司渝 BX0908 营运证
500110074075渝B9661挂营运证500110041214渝A7990挂营运证500110049461遗失作废。美联国际仓
储公司渝BP9318营运证500402003578渝BP9366营运证500402003577遗失作废。锦福公司渝B38C28营
运证500110028971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航冠运输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沙坪坝区天陈路支行
储蓄点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9293703声明作废。曼迪公司渝A8538挂营运证500110049899遗失作
废。驰豪公司渝BG9961营运证注销。遗失重庆万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金府公司渝
AH9005营运证作废，昶阅供应链管理集团公司渝G26510渝G26628营运证作废，展立公司渝G26686渝
G1577挂营运证作废，驰洋物流公司渝G18338营运证作废，乔盛玻璃公司渝G7R898营运证作废，嘉峰公司渝
G28907渝G3377挂营运证作废，奔放公司渝G19081渝G11908 营运证作废，神骏物流公司渝G13815营运证
作废，重庆紫泰物流有限公司渝AH7978渝AH8996渝AH8636渝AH7106渝G18529渝G18319渝AH0680
渝 AH0520 渝 AH8038 渝 AH0399 渝 A8W88 挂渝 A66H9 挂渝 AW800 挂渝 AH199 挂渝 A77H1 挂渝
A6W88挂渝AW581挂渝A5W99挂渝AH855挂渝AH158挂营运证作废，嘉峰公司渝G13836营运证作废，
通畅物流公司渝G93A26渝G65B57营运证作废，重庆佳昌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102005923
作废，张军渝G0Q902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作废。周近新营运证渝BDX233遗失作废。重庆市华廷建玲物流
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以下车辆渝BM5187渝B5525挂渝BF6131渝BF7718渝BF5758渝BD8591请于登报之
日起3日内到公司办理车辆年审、保险、技术等级评定、提交二级维护凭证，驾驶员参加公司安全培训学习以及
完清相关费用，逾期未完善相关手续公司将向相关部门申请牌证作废，并追究违约责任。行驶证、道路运输证
正副本及车辆前后号牌未收回。特此公告。金元公司渝BU5827营运证500110026139遗失作废。东能长寿
分公司渝AH5820营运证500115047376遗失作废。耀发公司渝BH0126营运证遗失注销。威达潼南分公司
渝 CE1726 营运证 500223005751 遗失。威达公司渝 C77265 营运证 500383008841 遗失。恒泰公司渝
C70852营运证500383001051遗失。慧鸿公司渝B6A633营运证500222057575遗失。久合物流公司渝
D14510营运证500110074008遗失。虹合物流公司渝B1282挂营运证500115042387遗失注销。

迁坟公告
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新桥村皮匠沟、

窝凼村民小组全部集体土地已经重庆市
人民政府渝府地〔2016〕1917、渝府地
〔2016〕1919、渝府地〔2016〕2000、渝府
地〔2016〕2033号文批准征收。因城市
规划建设需要，需将征地范围内的坟墓
全部迁移。在征地范围内的坟主请于
2018年7月26日前到坟墓所在村民小组
登记迁移并领取迁坟费用。逾期未迁移
者，视为无主坟处理。特此公告

沙坪坝区征地办公室

注销公告：经重庆斯巴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35563898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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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三峡云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遗
失于2017年12月12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35756219408J，声明作废

原大足县伦健机械配件厂遗失平
安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开户许可
证 核 准 号 ：J6530021633402 账
号：110103962215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在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识别号
91500109MA5UCT0X8K）发票领购簿、通
用机打平推式发票代码150001620230号码
00814101-00814120、公章一枚作废
注销公告：经云阳县梧桐养猪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500235NA000200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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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璧山区万客隆鞋业有限
公司（注册号5002270000077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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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歌缔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90079957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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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知文汇益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U459E0G经
股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迅客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70000585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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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遗失重庆一定达商贸有限公司（税
号915001035590216460）增值税
专用发票（第二，第三联）发票代码
5000181130发票号码02557652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铜梁区双江鱼府报税
盘（编号：662505148302），遗失
2016版增值税普通发票（一联卷
式）发票代码05000170010，发票
号：1127346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旭兴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9MA5U9NN60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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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梁平区盛泰食用菌种植股份合
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830494562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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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珍真竹笋种植股份合作社（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8304945548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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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优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563496142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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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欢动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3050480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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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心爱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305047993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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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汇森木材经营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554057228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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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遗失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垫江县分局

核发的重庆市昌野药房垫江县新民连锁店的药品
经营许可证（编号：渝CB0290001）副本，有效期
为：2019年12月30日，特此声明作废

个体遗失公告
经营者韩贵勇遗失于 2017 年

7月 19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2500108MA5UQ27F8T，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京渝激光技术有限公
司，遗失Nd：YAG激光治疗机医疗
器械注册证原件（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4第 3241634号）及医疗器械产
品生产制造认可表原件，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启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纳税人识
别号 91500000MA5YR8XA8P）于 2018 年 6 月
14日开给刘泳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报税联、发
票联），代码150001822060，号码00161441，价
税合计119800元，声明作废。

●遗失李珈仪《出生医学证明》编号：I500148927声明作废●遗失邓启贤之子李佳鑫《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L500294384声明作废●遗失鲁俊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
证，证号：15001200310563273，执业机
构：重庆中耀律师事务所，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涂料涂装行业协会《社会团体法
人登记证书》副本(证号：368号)，声明作废●遗失渝D300M6道路运输证（证号：渝交运
管渝字500105013785号），声明作废。●遗失杨泽兰营业执照正本92500106MA5XT4LT60作废●遗失2016.4.12发李佐娟营业执照副本500106607525365作废●刘少群遗失发票25份，代码150001120531
号码21035801-21035825作废●遗失2017.6.27发云阳县景程运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35562244XK作废●遗失2016.11.18发重庆遍野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90682665429作废●遗失重庆市大足区邦宇服饰有限公司通用手
开发票，号码03203826-03203850作废●遗失2016.3.16发重庆腾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腾祥大药房初二
中店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3223932572作废●遗失贾小燕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60904205作废●遗失戴元强营业执照副本500227604115322作废●遗失刘家烈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47002109573作废●遗失葛信龙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37212684861作废●遗失原潼南县梓潼镇九号音乐茶座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500223327782665作废●遗失2017年02月20日发合川区渝川汽车信息咨
询服务部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2609483555作废●遗失陈晓英营业执照副本92500106MA5UP6A34B作废●遗失王燕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30606032304作废●遗失永川区豪饰建材经营部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
（代开）代码5000162350号码07779883作废

●遗失重庆市开州区鑫华燃气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段绍华私章一枚作废●遗失重庆华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发票专
用章一枚，编号5003817000748作废●遗失2015.4.3发大足区龙水镇令狐车行营业
执照正副本500225600122087作废●北部新区写意之家家具行遗失重庆名染物资有限公司开
具的仓库保证金收据，金额10000元（壹万元整），特此声明●重庆公信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N1622营运证500108015925遗失●宋杰遗失出租车客运轮训证和CNG证，身份
证号500383199407222534声明作废●本人王懿，因故遗失重庆市驰程百旺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贰仟元保证金收据一张，现声明作废。●注销公 告 ：经 秀 山 县 禾 康 农 产 品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500241NA009084X)杨正军，拟将注销本合作社，特此公告。●遗失代瑾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500222168声明作废●重庆恩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印章
刻制，查询，缴销证明遗失●张微微建筑工程师证011101102553遗失作废●聂建军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 渝A0420 14028244作废●遗失胡春美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0115870作废●重庆市南川区潮飞药房印章刻制、查询、缴销
证明(5003847021506），声明作废●丰都县竹楼山庄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51232419761102004501，声明作废●巴南区顺诚机电设备维修遗失邮政银行龙州湾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9146802作废。●苏公会税务登记证正本510229196408023443遗失●遗失重庆市崇航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公章、财务章、发票
章刻制证明（编号5002212017051802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铜梁区老街坊酒楼报税盘（编
号：662505148290）声明作废●重庆交通大学张沛遗失三方就业协议书20180595声明作废●遗失李青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5138440作废●重庆建玛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涪陵分公司收
据编号为：2040445遗失，声明作废。●遗失2016.1.19核发重庆市綦江区阳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MA5U4G6C5K作废●遗失2016.1.29核发重庆渝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4KW97K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纳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副本，税号50090369926317X，声明作废●遗失蒋觉全、刘中秀之女蒋晓渝2006.8.28在永川区妇幼保
健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G50038582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桥标建材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00110593677307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593677307声明作废●重庆咖盟沃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工行重庆黄泥塝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66880702账号3100086809200004426作废●遗失喻成倩（母亲）之女李依静于2012年11月11日在秀山县妇
幼保健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013070，作废●遗失陈榆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7981911作废●遗失重庆姚守红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壹
枚（编号5003834025995）声明作废●遗失2015.10.29核发重庆米欧米眼镜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3BQD18作废●重庆市姣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1MA5YPP351R 1-1-1，声明作废●遗失2017.11.9核发重庆爱雅明启眼镜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YN1UA8B作废

●遗失渝A27T09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遗失高继锦渝A7101B（500115057403)道路运输证作废.●重庆森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8A901营运证遗失作废●黄东平遗失工商营业执照：500107600397795作废●重庆海外旅业（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江北农场国奥村门市部遗失2016.11.22
发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MA5U5LBM8E 作废

买房带孙

今年2月，杜有玉和丈夫回到重
庆。他们回国的目的很明确：在女
儿居住的南岸区茶园物色一套房，
以方便照顾外孙。

杜女士在一楼盘看房时，遇到
君安民居中介人员小胡，小胡推荐
了一些房源，杜女士看中了一套性
价比不错的套内面积47.47平方米、
售价57万元的顶楼户型。随后，小
胡就安排与房主面谈。

三方约定3月 12日见面。当
天，一中年妇女带着房屋买卖合同
到来，杜女士查看合同发现房主为
李长远，而非该女子吴孝碧。吴孝
碧称，自己是房主母亲。于是杜女

士便要求李长远本人前来商议。
次日，杜女士与李长远见面。一

番沟通后，杜女士和女儿在附近ATM
机上取现20000元，作为诚意金。

由于李长远系按揭购房，要交
付房产证，需提前还清贷款完成解
押，这需要一个过程。

一波三折

那就等吧。可没等到约定的4
月17日办理解押的时间，杜女士却
先等来了一个坏消息。

杜女士回忆，“在我们提出要看
买卖合同时，中介的王经理回话，3
月12日双方碰面后，吴孝碧回家时
坐车遗失了合同。我就在想，这么
重要的资料，怎么会随随便便就掉
了？”杜女士不解，“但我们想，只要
对方能提供有效证明也行。”

果然，4月17日，杜女士收到了
李长远在南岸区房屋产权交易中心
打印的相关证明。“我们检查合同，
看到骑缝章显示调阅资料的时间是
4月10日，感觉没什么大问题，于是
就签了合同并去银行办手续。”

当天，杜女士向李长远的银行户
头转入26万元整并让对方打了收
据，还给中介公司支付了一半的中介
费用。十来天后，中介打电话说5月

8日可去银行办理手续拿房产证。
可5月8日中介打来电话，说房

主遭遇车祸，无法去银行办理手
续。这下，杜女士才有点慌了。

法院查封

当天下午，中介的又一个电话，
不止让杜女士感觉心慌，更是晴天
霹雳了：因为中介告诉她，房产证拿
到了，但房子已被南岸区法院依法
进行诉前财产保全。

原来，该房于2018年3月5日
已被房主卖给一吴姓女子，该女子
其实就是此前自称房主母亲的吴孝
碧。之后，双方发生房屋买卖纠纷，
于是吴孝碧起诉房主李长远，从而
导致目前房屋被冻结。杜女士怀
疑说：“我是不是遇到了‘一房二
卖’？”之后，她几次找房主和中介沟
通，对方都没有正面回应。

李长远与吴孝碧到底发生了何
种纠纷？双方避而不谈，不过据此前
李长远提供的一份南岸区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显示：申请执行人吴孝碧
与被执行人李长远诉前保全一案，申
请执行人吴孝碧于2018年4月17日
向本院递交保全申请，要求依法保全
被执行人李长远名下银行存款49万
元或其他相应价值的财产。

我是不是
遇到了

一房二卖？
按杜有

玉最初的计
划，现在她
应该已和丈
夫 回 到 美
国，国内的
这套房子也
该交给整装
公司进场装
修 一 个 月
了。可是，
一切都在5
月8日那天
中介的一句
“这套房子
已经被法院
查封”的话
而改变。一
个多月过去
了，两口子
还在重庆，
房 子 没 买
成，还要租
房住。

符合“一房二卖”
行为特征

目前，杜女士的代理律师已向南
岸区人民法院提起网上诉讼，现正等
待确认受理。

虽然觉得自己胜诉机会大，但在
金钱和时间上，杜女士却损失不小：接
不了房，装修公司无法施工。装修公
司称，如果无法按合同执行，她将承担
损失；此外，按相关规定，持有美国“绿
卡”的她半年内需重新入境美国，不过
现在她却无法离开。

重庆晚报记者咨询了重庆晚报新
闻律师团成员、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徐兴泽律师，他表示：房主李
长远就一处房屋签订两份买卖合同的
行为，符合“一房二卖”的行为特征。徐
律师表示，杜女士可请求解除合同、要
求卖方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并可要
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
的损失。另一种方式同样是请求解除
合同、要求卖方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
息，并主张赔偿预期可得，即合同签署
之日至起诉时房屋的市场评估差价。

如杜女士因无法履行与装修公司
签订的合同而承担了损失，也可主张
李长远对其进行赔偿。
重庆晚报记者 李卓然 摄影报道

买房带孙
之前因买卖纠纷房屋已被冻结房款交了一半却迟迟拿不到房产证
法院查封

“

” ◀杜女士看中了其中
一套的房子

▶三方签订
的购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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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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