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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
重大项目落地见效

进 行 时
扫黑除恶

电
话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水公
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11.7米
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地，
23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遗 失 公 告

综 合 服 务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通 知
秦川（户籍地渝中区电视塔村28号）：经核查，你于
2017年6—10月期间，违规领取廉租住房租赁补贴1700
元。请于2018年10月15日前到我中心领取行政处罚告
知书（渝中房罚告【2018】5号），退还违规领取的款项。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60331266

重庆市渝中区住房保障中心 2018年9月28日

尚进，遗失重庆市保险中介从业
人 员 执 业 证 书 ，证 件 编 号 ：
02000150000080002015282117。
声明作废

更正启事
我单位产品“熊胆粉”于 2017年在晚报作了一则广告，其中使用了

绝对化语言以及夸大功效。我单位生产的熊胆粉（国药准字Z19991017）
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功能主治为：“清热、平肝、明目、用
于惊风抽搐，外治目赤痛，咽喉肿痛”，超出这个内容的均为夸大和虚假的
内容。经过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教育，我们深刻意识到该广告对本产品的
适用症（功能主治）范围进行了夸大宣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严重违反了药品广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欺骗和错误引导了广大
消费者，受到了监督部门暂停销售措施的处理。我们立即进行了整改，停
止了广告宣传。在此，我们对广大消费者深表歉意！并保证今后不再发布
违法的广告，我们将严格按照批文批件进行宣传，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企业。

瑞丽彩云南集团药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8日
重庆市涪陵区道路运输管理处关于补义秀等17人从业资格证注销作废的公告

补义秀等17人存在从业资格证超过有效期180天或年龄超过55岁（女）、60岁（男）的情况。根据《道路运输从
业人员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决定注销作废补义秀等17人的从业资格证。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区道路运输管理处 2018年9月28日
补 义 秀 身 份 证 号 512301196307191764 吴 小 明 身 份 证 号 512301197110102339 刘 强 身 份 证 号

512301197101187852 熊培福身份证号 512301196305110510 傅强身份证号 512301197301141736 何林
512301197603237215田应荣身份证号512301195605057091陈文敖身份证号512301195807027093张祥兴身
份证号512301195809037092田洪德身份证号512301530902709田贵良身份证号512301195806277090郑先平
身份证号512301195703107099盛波身份证号512301197308166792陈明身份证号512301197110121134张显权
身份证号512301197111085999胡章红身份证号512301197306021215周祥清身份证号512225196809088391

遗失唐琳东渝 FL0082 营运证 500234009520 声明作废。张波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500382013866遗失。君睿达公司渝D92922营运证500110080735遗失。金元公司渝BY6573
营运证500110056374渝AA863挂营运证500110057159遗失作废。顺遂物流公司渝D49829
营运证500110074322遗失作废。久旺公司渝CL2696营运证500382026043遗失。鸿山公司
渝DR1599营运证500103025980遗失作废。弘金公司渝BR9519营运证500110017070遗
失。东能长寿分公司渝BD5371营运证500115008505渝AS7980营运证500115047331渝
A0H180营运证500115040276遗失作废。鑫马物流公司渝A8150挂渝BX3102营运证遗失。
同迅公司渝BF0081营运证500113004796遗失作废 。重庆万泽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BL8093
营运证500110039270渝BQ2687营运证500110051540遗失作废。名流公司渝BU2091营运
证500110025058遗失作废。广顺公司渝B291U9营运证遗失。嘉熙长寿分公司渝A5S105营
运证500115025414注销。重庆科盛物流有限公司渝D63115营运证500222066302遗失作
废。展平公司渝BR9773营运证500110017081遗失作废。久发长寿分公司渝BT7255营运证
500115023362遗失作废。满顺公司渝A52L90营运证500103028599遗失。

告知函
重庆乐马科技有限公司各位股东：

兹有重庆乐马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苏小
兰，因时事原因，计划转让所持剩余原始股份
11%，转让金额0元；拟在公司股东内、外进
行股份转让。望公司现有股东愿意受让该股
份；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若公司现
有股东无人愿意受让该股份，则视为同意本人
对外进行股份转让。本人将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函告
重庆乐马科技有限公司股东 苏小兰

2018年9月28日
公告：重庆尚善物流有限公司渝AH7636重庆东能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AS6523渝AH1895以
上车辆与公司失去联系，经多方寻找无结果，请车主见
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税费、保险、审车，否则公
司将向车管部门申请灭失注销，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市人才大市场开具给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
码：5000174130，发票号码：03004940，金额：480元；重庆
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5000172320，发票号码：
29252815，金额：8791.85元，特此声明此发票遗失作废。

遗失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
年8月30日开具给陕西汇航工贸有限公司的
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共一份）的抵扣联和发票
联，发票代码 ：5000182130，发票号码 ：
02882908，金额：292688.05元，特此声明遗失。

重庆市涪陵区道路运输管理处
关于吊销杨彬从业资格证的告知公告

杨彬在2018年3月13日发生的重
大交通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根据《重
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八十六条之
规定。拟吊销从业资格证，5年内不得从
事道路运输。

在接到本通知三日内有权向本机关
进行书面陈述、申辩。有权在三日内书
面提出听证要求。逾期不陈述、申辩或
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特此公告
涪陵区道路运输管理处 2018年9月28日

序号
1

姓名
杨彬

身份证号
500102198512139050

送达方式
公告送达

告知函
重庆乐马科技有限公司各位股东：

兹有重庆乐马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苏小兰，因
时事原因，计划转让本人受让于陈世东所转让的
8%的股份，转让标价12万元；拟在公司股东内、外
进行股份转让。望公司现有股东愿意受让该股
份；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若公司现有股东
无人愿意受让该股份；则视为同意本人对外进行股
份转让。其转让标价及转让方式，将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函告
重庆乐马科技有限公司股东 苏小兰

2018年9月28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江天泓月商贸有限公司(原重庆市
涪陵工业公司)2018年9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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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后果自负。联系人:王向芳，电话:13896618707
注销公告:经重庆五岗金银花股份合作
社(注册号500240NA000385X)成员大
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合作社。请债权债
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社办理
相关手续。2018年9月28日

通 知
张小芳，你(张小芳身份证号码:51302319791223802X)和
杨春林于2017年2月17曰签订了《合伙协议》并开始合伙
经营，现双方合作已有1年零7个月之久，可不知何故，你的
合伙人杨春林很长一段时间均无法联系上你，请你自通知
之曰起20日内必须联系杨春林，并和杨春林清算合伙期间
产生的相关债权债务。否则，所有后果将由你个人承担。特此
通知。杨春林联系电话:13635340488 2018年9月25日

收据原件丢失证明
致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公司于2017年1月16日收到贵公司开具的
质保金收据14000元(大写：壹万肆仟元整)，收据编
号：05170000013038，由于我公司管理不慎，将原件
失，现凭贵公司的收据复印件予以支取。

我公司声明收据原件作废，我公司不再以任何形式
向贵公司索取保证金，由此产生一些列后果由我公司承担。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8日

●刘雪梅遗失重庆江北红十字人民医院门诊发票:票号
17125300655金额131.28元、票号17125300656金额183
元、票号17125300657金额140元、票号17125300658金
额10元、票号17125300659金额162元，声明作废● 刘 雪 梅 遗 失 重 庆 西 南 医 院 住 院 发 票: 票 号
51233122金额18771.14元；遗失西南医院门诊发票:
票号Z021000656金额129.43元、票号Z021000656
金额39.13元、票号Z177001445金额4元，声明作废

●遗失梁智超保险执业证02000650000080020160705606作废●遗失梁丽保险执业证02000650000080002013021908作废●遗失万承福保险执业证02000650000080002014038714作废●戴晓明遗失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71211008作废

●声明：重庆聚雄汽车经纪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车牌渝
D56T39道路运输证50010901514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邦达出租车汽车有限公司社保收据：收据号
0015871，公司车牌（渝B07T92）姓名李贵川，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一介书生教育咨询中心在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渝中支行巴蜀分理处的基本存款账
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0152702，
（账号：010102012001000338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四村313号，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渝规建证（2003）江字第
0139号，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编号渝规建
验（2004）江字第0220号特此声明，若有异议，
自登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规划部门反映。

声明：渝北区圆沁百货经营部遗失
2018.05.25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00112MA5YXFNE9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川工天虎工具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53EH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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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合润德能源有限公司2018年9
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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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飞
减资公告：经重庆应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24MA5UNJQKX2）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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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九龙坡区支公司遗失以下人员保险执业证，声明作废 ：吴冬琼02000150000080002014146237
谭孝会02000050010780002015000329李 伟02000050010780020160700052李佳媚02000050010780020161200081
李 曦02000050010780020170500038李俊杰02000050010780020170400035王 宇02000050010780020170900996
李钰浩02000050010780020160600376刘 亚02000050010780020180300029姚国平02000050010780020180100060
黄其俊02000050010780020160700438靳和于02000050010780020170700618刘 佳02000050010780020171201281

注销公告：经重庆泽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6552016844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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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光禾旭企业管理事务所
交通银行重庆西郊路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71218301，
账号：50011305901800006966，
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销售分公司温泉加油站中国工商银行重
庆市原万盛区支行万盛分理处开户许可
证 ，核 准 号 ：J6530007680501，账 号 ：
3100080409324905155，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销
售分公司营盘加油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綦江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21723901， 账 号 ：
310008310902250456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原璧山县永荣超市（普通合伙）
（注册号500227200003972）合伙人研究决
定，本企业拟将注销，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
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企
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台创温泉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109005181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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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渝北区龙山街道渝旭建材经
营部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两江分
行松桥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2165050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铭科精技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会（账号3100090009264107687）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永川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30045633401作废
遗失重庆铭科精技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账号
310009000902257909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永川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32902701；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G1050011803290270E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诺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YPC5D4Y）经公司股东
会决议拟将原注册资本129万元减至10万元，根据（公
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
来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18年9月28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面对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钟发明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案号
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8〕第2458、2459号。因工伤保险待
遇、工伤医疗费争议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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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上午9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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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28日

重庆市宏德机械化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遗失重庆葛
洲坝融创深达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融创国博诚8号-
7-8-2房款收据，收据号0019870，金额1192221元；
8 号-7- 33- 1 房款收据，收据号 0019871，金额
817540元；8号-7-6-6房款收据，收据号0019872，
金额 1006817 元；8 号-7-7-6 房款收据，收据号
0019873，金额1006817元；8号-7-8-6房款收据，收
据号0019874，金额1006817元；8号-7-6-8房款收
据，收据号0019875，金额1011119元；8号-7-14-6
房款收据，收据号0019876，金额958669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冷炜 男 中级机械工程师
证书（证书编号：10020114849，授
予时间：2015 年 12 月 17 日）于
2018年6月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冷炜 男 一级建造师执业
资 格 证 书 （ 证 书 管 理 号 ：
2017 0345 5034 2013 5580 2801 79
66）于2018年6月遗失，声明作废。

张小波遗失重庆市江津区职称改
革办公室2007年 9月10日核发
中 级 职 称 证 ( 工 程 师)，编 号
011401100837，声明作废。

熊安玲（512323196711110020）遗失重
庆融创启洋置业有限公司欧麓花园城项
目二期 S1- 34-吊 1- 63 号，收据：
0033991，金额：310000元，声明作废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公告
唐永兰:本院受理甘飞宣告唐永兰死亡一案，经查，唐永
兰，女，汉族，1959年10月15曰出生，住重庆市北碚区
白羊背 267 号，身份证号码 51021519591015194X。
于2008年9月20日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间为一年，希望唐永兰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利害关系人自即曰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满，本院
将依法判决。2018年9月2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义隆建材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5000117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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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盛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68620297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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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注销公告:重庆你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6814917806，
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
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
关手续。2018年9月28日
注销公告:重庆年度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5520009812，经
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务
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
手续。2018年9月28日
重 庆 市 梁 平 区 康 体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91500228MA5XEKHL7F）遗失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7份
（发票代码5000164130，起止号码01683318-01683324）、
增值税普通发票7份（发票代码5000174320，起止号码
08492558–0849256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邦好利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
司2018年9月26日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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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在群
注销公告：经重庆龙江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24200001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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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迪择商贸有限公司2018年9
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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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会君

注销公告
重庆致青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91500227MA5YX-
WA320)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
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我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09月28日

●重庆运翔运输有限公司渝BT8669营运证500105007148遗失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500101600609117作废
●遗失重庆市金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A1309V车
辆的加气证，登记编号：C18A442076声明作废
●曾万洪遗失丰都县中山医院开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
码5000174320发票号13743898金额1672.30元，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刁羽护士执业证书，编
号：20095004610，声明作废。
●遗失黄亮客货从业资格证510282198101103116作废
●遗失重庆润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公章一枚编号5001035015509作废
●遗失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渝
D5348挂道路运输证500103032605声明作废
●遗失渝中区天天鲜农产品经营部税务登记证
副本税号50011219860819663401作废
●遗失原铜梁县香五养鱼场500224101699公章一枚作废

●重庆凯诚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农行重庆花溪支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31100201040006184核准号J6530022237001作废
●重庆格材商贸有限公司遗失2016.9.13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U7MPK4C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荣仁汽配有限公司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
●遗失刘楚远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0214990作废
●重庆甫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渝
BY5828 渝BY0518营运证遗失作废
●曹家成从业资格证500107198501267710遗失作废
●遗失万小芳（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工号：
1182618067）原保险代理合同书No.0916377933，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荣昌区向毛子火锅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发票号码：36708955-36708959声明作废
●荣昌区板桥工业园区谢也金等8户自建房遗失原荣昌县农
民建设用地批准书编号荣地(园)合字(2006)第08号声明作废
●邹发友渝CE0958营运证500223004131遗失作废
●重庆莹漾机械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单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永川区艳辉饮食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号码48613403、48613467声明作废
●张波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2609331139遗失作废
●重庆市宝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二级建造师陈伟，注册
证01438091，印章渝240161858035（00）遗失作废。
●重庆市思普软件技术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5001062101546；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胡巍（身份证号500235198403040011）遗失重庆市建
设工程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编号2000844，声明作废
●遗失吴睿泽《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005854声明作废
●袁宇遗失渝B7T170道路运输证，证号：渝
交运管渝字500100019992号，声明作废
●经营者胡彦立遗失2016年08月03日核发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4608281549声明作废
●崔太国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渝B042013021359作废
●遗失重庆尚优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增值税专用
发票，代码5000181130号码02015859特此声明
● 王 杰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02000150000080020170705816，声明作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穆仁元食品经营部，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15001070045202 声明作废
●声明：罗九七遗失护士执业证，编
号：201650005211，声明作废
●经营者李东遗失2016年03月17日核发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607334628，声明作废
● 秦 攀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02000150000080002015324757，声明作废
●遗失韩凤伟身份证，号码370786198305251811作废
●遗失胡江华税务登记证正本51122419770725613601作废

征 婚 交 友
www.023yuan.com 美的缘11年68067355

●蒋春艳遗失重庆恒大绿洲二期15号楼501房款收据，
收据编码：LZC0008563，金额：32743.59元作废
●遗失原永川市金龙乡十一村二社黄跃
文农村房屋产权证，证号不详声明作废
●遗失唐雄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6600117745作废
●重庆市璧山区道路运输管理所遗
失银行印件章声明作废
●遗失綦江区石角镇蒲河水厂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510223198207179127作废
●遗失潼南区鼎泰酒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
代码150001620410号码42842933作废

重庆晚报讯 （都市传媒记者 何
浩）渝北区昨天举行了西南国际汽贸城
招商项目集中签约活动，现场成功签约
雷克萨斯、宝马、哈雷、路虎等12个高端
汽车和摩托车品牌4S店落户。

记者了解到，总投资逾12亿元，西南
地区首个全能型、全产业链汽车城——
西南国际汽贸城将于2020年前全面

建成，打造“一站式”购车购物场景。
“西南国际汽贸城旨在构建一站

式购车购物场景，服务市民高品质生
活。”渝北区政协副主席、创新经济走
廊建成区建设管理指挥部指挥长周
恒丰介绍，西南国际汽贸城位于石盘
河片区，总占地面积1700亩（含汽车
公园680亩），毗邻重庆创意公园和
圣名世贸城，周边已形成中高端消费
群体集中区域，已具备发展中高端汽
车消费市场条件。

据介绍，西南国际汽贸城可提
供汽车销售、驾考、检测、上户等

一站式服务。规划了平行进口车广
场、汽车贸易街、二手车市场、汽模玩
具城、汽车体验公园、高端摩托车销售
MALL及汽车养护中心等板块，涵盖
了汽车销售、汽车展示、汽车后市场、
汽车商务、汽车金融、汽车博览、二手
车交易等二十九项产品功能。

西南国际汽贸城建成后，将集聚上
千家商户，可实现年营业额达500亿元，
年均税收15亿元，新增就业达5000人，
成为西南片区首个集交易展示、配套服
务、汽修养护、文化体验等业态为一体的
全产业链汽车商贸生态圈。

记者了解到，本次签约落户的项
目共有12个，涵盖品牌汽车、新能源
汽车、重型机车等品类，占地面积140
亩，计划投资总额12亿元，5年内年营
收额将超过40亿元。在品牌汽车方
面，有以雷克萨斯、三菱、雷诺为代表
的品牌4S店，满足各类汽车消费需
求。在新能源汽车方面，首批引入蔚
来交付中心，以及长安、奇瑞、吉利新
能源汽车品牌4S店。在摩托机车方
面，集聚哈雷、宝马、维斯帕3个高端
品牌摩托销售MALL，填补重庆地区

高端摩托市场缺口。

重庆晚报讯 （都市传媒记者 唐中
明）重庆晚报记者昨天从2018中国·重庆
潼南国际柠檬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次
柠檬节以“柠檬之都六养潼南”为主题，定
于10月11日至11月11日在潼南区举行。

据介绍，本次国际柠檬节八大活动精
彩不断：潼南区柠檬采购暨乡村振兴招商

引资推介会；潼南区首届“中国农民丰收
节”文艺演出活动；柠檬节开幕会暨潼南
绿产业云智慧市场启动仪式；柠檬大健康
论坛；无人机应用产业峰会；在重庆西部

奥特莱斯举办“HELLO 潼南柠檬”推介
会；“庆丰收·摘柠檬”体验活动；2018“柠
檬之都·美丽田园”汇达柠檬杯潼南国际
半程马拉松赛事活动。届时，八大系列活

动将逐项开展、精彩纷呈，一定会让你大
饱眼福。

本次国际柠檬节开幕会上还将启动
“潼南绿”产业云智慧市场，节会期间将邀
请国内知名专家召开无人机应用产业峰
会，并在现场进行无人机作业表演，推动大
数据智能化为现代农业赋能。

庆丰年 潼南国际柠檬节活动精彩纷呈

中央扫黑除恶第9督导组进驻重庆
期间（8月29日至9月28日），受理涉黑
涉恶问题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举报电
话：023-83090110（8：00-20：00），
邮政信箱：A6013号专用信箱。

聚众斗殴、欺压乡邻、扰乱生产秩序、
故意毁坏财物……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龚滩镇大理村，一个横行乡里数年之久
的宗族恶势力团伙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被打掉后，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如今，
当地矛盾纠纷和警情同比、环比均大幅下
降，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不久前，该团伙9
名成员被依法提起公诉。

经济纠纷升级为聚众斗殴
龚滩镇地处酉阳县西部，距县城79公

里，是当地发展旅游业的重点乡镇，也是烤
烟产业的重要产区。去年12月10日，一场
聚众斗殴事件，打破了这个偏远古镇的宁
静。酉阳警方接到当地群众报警称，龚滩
镇大理村有数十人持械斗殴，数人受伤，多
辆汽车被砸。

警方很快查明，这是因为当地村民齐
某和冉某与一家石材厂的老板廖某发生经
济纠纷，最后齐某和冉某组织宗族成员与
工人斗殴，致1人轻伤、2人轻微伤。因为
这起事件，这个农村宗族恶势力犯罪团伙
也渐渐浮出水面。

酉阳警方介绍，龚滩镇大理村属典型
的偏远农村山区，经济落后，交通不便。齐

姓和冉姓是当地主要姓氏，该恶势力团伙
的9名成员互为宗亲关系。专案组在侦办
过程中走村入户，进一步核查发现齐某、冉
某等人还涉嫌寻衅滋事、故意毁财、强迫交
易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该恶势力团伙在
当地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组织严密，成员
固定，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成员之间经济
往来频繁，是典型的涉嫌宗族恶势力犯罪
团伙。

无理要求被拒殴打村支书
2010年，冉某为扩大影响，巩固其在当

地的势力，参与竞选龚滩镇大理村村主任
一职。为了顺利当选，冉某邀约宗亲人员
齐某等人，采取贿选、抢选票、抢票箱等手
段竞选。在其竞选失败后，冉某对当地基
层组织心怀怨恨，与宗族人员勾结，在当地
与基层政权组织对抗，挑战基层政权组织
权威，干扰基层政权组织职能发挥。

2015年6月，冉某想将集体所有的烤
烟房据为己有，于是写了一份该烤烟房系
其私人财产的证明，找村支书加盖村委会
公章。被拒绝后，冉某当众殴打村支书，谩
骂村委会。2017年6月30日，齐某得知村
委会在开会，与冉某谋划后纠集一群人窜

至会场，采取无理哄闹、辱骂、纠缠等方式
扰乱会场秩序，造成会议中断3个小时。

2012年，冉某与当地40余农户口头约
定3年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种植烤烟，但书
面合同却写成30年；农户发现后提出撤销
合同，冉某于是纠集多人采取威胁、恐吓、
殴打、破坏生产等方式拒不归还土地，大部
分农户被逼迫就范。2015年3月，冉某纠
集多人对要求归还土地的农户进行殴打，
铲除土地作物，致使农户颗粒无收。

2017年12月，冉某为灌溉自己的烤烟
地，伙同宗族成员挖断当地几个村民小组
的饮用水渠，造成数百人户生产生活用水
中断。

恶势力团伙覆灭治安好转
这个宗族恶势力犯罪团伙在当地劣迹

斑斑，可以说是横行乡里，“称王称霸”，群
众稍有不同意见，该团伙就凭借宗族势力
恐吓、威胁、殴打。但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
里，没有人向相关部门举报呢？警方在调
查取证的过程中发现，当地群众长期受齐
某、冉某等人欺压，对其恶行敢怒不敢言。
当地村民、企业权益被该团伙侵犯后，因担
心被打击报复，一般不找党委、政府解决，

而是妥协，从而导致基层政权组织管理职
能弱化。

去年12月12日，酉阳警方出动40余名
精干警力将涉案的18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
获归案。为了突破该案，专案组一方面通过
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宣传发动和涉黑涉恶线
索摸排，发动群众积极检举该团伙涉黑涉恶
违法犯罪事实；另一方面加大审讯力度，分
化瓦解，逐渐掌握了以齐某、冉某为首的宗
族恶势力无视基层政权组织权威、干扰基层
政权组织职能发挥，煽动宗族人员滋事、多
次组织械斗，强迫交易敛财、横行乡里欺压
无辜的违法犯罪事实及大量犯罪证据。

该恶势力团伙覆灭后，当地矛盾纠纷
和警情同比、环比均大幅下降，社会治安明
显好转。今年7月19日，该团伙9名成员
被依法提起公诉。

针对案件反映出的农村宗族势力黑恶
犯罪、基层组织弱化等问题，酉阳县组织、
民政等部门表示，将加强基层组织政权建
设工作调研，研究加强基层政权组织特别
是农村偏远地区基层组织建设的具体措
施，不断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工作。

据重庆日报

在偏远乡村里“称王称霸”
酉阳一农村宗族恶势力犯罪团伙覆灭

西南国际汽贸城2020年前建成
宝马哈雷等12大品牌4S店签约入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