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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平安人寿离职业务员执业证一批，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陶天伦02000150011880020180305101韩霜02000150011880020180602987张小钢02000150011880020180802173
陈天方02000150011880020180902553刘轲02000150011880020180604208王贞平02000150011880020180300534
孔德良02000150011880020180301203陈蛟洁02000150011880020180302259孔维琼02000150011880020180601568
刘乾02000150011880020180902596李明志02000150011880020180302103吴英02000150011880020180500888
文春梅02000150011880020180603377杨承龙02000150011880020180402848李德芬02000150011880020180901325
魏进芳02000150011880020180903706宋华02000150011880020180502357陈丹苹02000150011880020180601111
盘如意02000150011880020180801113李晓燕02000150011880020180902703刘恩丽02000150011880020180903819
易贤双02000150011880020180800688王昭琦02000150011880020180700152陈玉02000150011880020180604587
王成虎02000150011880020180800637唐小龙02000150011880020180904539樊成林02000150011880020180900283
李武鹏02000150011880020180901243梅武林02000150011880020180602770邱峰02000150011880020180302533
黄良均02000150011880020180602026周丽芳02000150011880020180902133李刚02000150011880020180801076
胡永红02000150011880020180802876刘金燕02000150011880020180801582罗谞02000150011880020180900736
段正江02000150000080002015419086朱兴龙02000150000080002015419094曾祥勇02000150011880020181204102
唐治超02000150000080002013154517

●重庆金柏鸿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备案通知书：
（渝两江）登记内备字【2015】第016889号，声明作废●重庆渝飞鸿企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遗失备案通知书：
（渝两江）登记内备字【2015】第016871号，声明作废

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南川有限责任公司渝A7G065营运证500384007016遗失作废。重庆广顺有限
公司渝D47644营运证遗失。久旺物流公司渝C63J17营运证500382023752遗失。金载公司营运证
渝BQ7359遗失作废。添福公司渝D96399营运证遗失。万事如意渝A91236营运证500222067526
遗失。重庆九辉物流有限公司渝BT0289营运证500115059597渝BY5588营运证500115059597脱
保未年审驾驶员失联灭失注销。莲欣达公司渝B2573G营运证500108011708灭失注销。重庆恒途
运输有限公司渝 BT0378 营运证 500115052939 遗失作废。奥园公司渝 BG9828 营运证
500110079006遗失作废。重庆金轮运输有限公司渝BD5318营运证500115031030渝BM6052营
运证500115039788渝BP0263营运证500115050877渝BP0192营运证500115041584渝BD9231
营运证 500115052676 渝 BF1326 营运证 500115052225 渝 BP6791 营运证 500115033352 渝
BM6693营运证500115049518渝BP6852营运证500115032050渝BP6795营运证500115048536
渝 BD5363 营 运 证 500115031656 渝 BF1163 营 运 证 500115052611 渝 BF1358 营 运 证
500115025317渝BD9276营运证500115023775渝BF3662营运证500115024492渝BF6687营运
证500115052677渝BF6739营运证500115025702渝BD5210营运证500115042866渝BF6758营
运证500115042913渝BF6817营运证500115025997渝BP0262营运证500115043077渝BP0938
营运证500115043080遗失作废。五尊公司渝BU9022营运证遗失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美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胡围与你单位经济补偿、计时计件工资争议
一案，案号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176号。因无法直
接或邮寄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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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
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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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1日
上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仲裁一庭203室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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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3日

注销公告：经原璧山县世纪办公设备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2270000248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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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骁伟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
91500106MA600GBJ7K）股东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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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彭水县启航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3MA5U7CH10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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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服乐吧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MA5U7LF985）股东决定，拟
将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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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1月23日
遗失大渡口区天蓝电器经营部重
庆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手工发票（百
元版），发票代码：150001220531，
发票号码：02619451-02619475，
特此声明作废

分立（减资）公告
重庆优诺斯机电有限公司拟以存续分立

方式分立。存续公司为重庆优诺斯机电有限
公司，分立前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分立后注
册资本减少为70万元。新设公司为重庆平孟
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1万元、重庆寅旺科
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5万元、重庆昀瀚科技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3万元、重庆予含科技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31万元、重庆市遵昌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3万元、重庆玖通志恒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7万元。存续
公司减资前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
等，均由存续公司和新设公司按分立协议中
商定的比例共同承继，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
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事
宜。特此公告。
重庆优诺斯机电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6日

遗失声明：王桂林身份证（证号：510212197512281669）有效
期限（2006.07.11-2026.07.11）于2019年1月19日在重庆遗
失，现登报声明作废。且自丢失之日起，凡持本人身份证引
发的一切不当后果和以此身份证号办理的一切事务均与
本人无关，本人不承担任何后果。特此声明！

声 明
张元芳，女，（身份证号510211195509094242），于2003年
11月下落不明至今查无音讯。重庆前江仪表器件厂（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203005821J）已关闭清算，现终止与该员工的社会保
险关系。特此声明。重庆前江仪表器件厂 2019年1月22日

减资公告：经云阳县奇淋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353050203523）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减少2000
万元，即由2050万元减少到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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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人：高立 电话：13996677724 特此公告 2019年1月2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张作池清洗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MA5U3JEN9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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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3日

刘金云遗失由重庆永川万达广场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履约保
证金：票据号：YCSG2191，金额：
10,0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房屋招租公告
我单位有位于九龙坡区石桥铺石新路29

号附1号负一层；沙坪坝区汉渝路10号原办
公楼第一层、第二层；九龙坡区石桥铺石新路
29号附1号1-4层的房屋拟公开招租,可用作
商业、办公、仓储等商业用途，有意者请登录重
庆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网站，http://
www.966599.com进入公告公示栏，查阅重
庆市烟草公司沙坪坝分公司近期发布的房屋招
租公告，或请致电本公司咨询。

本公告有效期限为：2019年 1 月 23日
至2019年 1 月31 日16：00时止。

联系人：麻先生 联系电话：65313721
朱卫华 联系电话：68607774

重庆市烟草公司沙坪坝分公司2019年1月22日

声明：重庆康然环保餐具有限
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合川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47640201声明作废。
江勇遗失恒大地产集团重庆有限
公司2014年12月28日开具的恒
大名都1号车库负1层-783车位
款收据，收据编号：MDF0034477，
金额：51300元，声明作废

关于催促刘义同志报到上班的公告
刘义同志（身份证号：510283197907253799）：

我院已于2019年1月15日通过邮政快递
向你寄发了催促你报到上班的通知函，因上
门无人、电话不通的原因，通知函被退回我
院。截至2019年1月14日，你已连续累计旷
工达到57个工作日。请从公告之日起7日内
（按自然天数计算）到我院报到上班，逾期不回，
我院将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652号）解除聘用合同并对你予以开除。

重庆市合川区燕窝中心卫生院
2019年1月22日

寻人启事
郑基惠，女，身高1米55左
右，因小事和丈夫发生争
吵，于2019年1月16日北
碚区月华村家中离家出走，
出走时带走户口簿、身份证

及其他重要证件，现家人万分焦急，希望
本人或知情下落者与唐定兰联系。
联系电话：13996139885、15736241478
注销公告：经重庆半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5U6U1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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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苏训于2019年1月19日遗
失 二 代 身 份 证 ( 证 件 号
510215197603216626) 证 件 有 效 期
(2005年～2025年)声明作废，自遗失之
日起不承担任何他人冒用后果！
声明：重庆海之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由于
公司名称更变，中国银行重庆渝北支行该行
预留印鉴中公章（编号5001122017033）财
务专用章（编号5001122017034）公安局已
缴销，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亮彩保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2014
年 10 月 16 日核发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500226005854083；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00226320365930；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证副本:代码号32036593-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云准信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MA5U7BYM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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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运贤通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120001757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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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3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500105MA5UPQ6P3W的重庆星哥和
他的朋友们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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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星哥和他的朋友们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致略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8339653668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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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3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驰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2019年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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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涛
注销公告：经重庆玉珀保温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6577987794Q）股东大会研究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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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玉珀保温建材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3日
重庆市茂雅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076992700385）遗失已开重庆增值
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2份（发票代码
5000183130，号码 02380053）（发票代码
5000183130，号码02380054）特此声明
蔡明蓉遗失重庆朝天门国际商贸
城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的重庆朝天
门国际商贸城A2栋3层184号房
屋销售专用收据，编号：1010009，
金额：20000 元，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刘玉梅（税号92500105MA5UKNJ9XJ）遗失空
白增值税普通发票9份（发票代码5000174320，起止号码
15663319-15663327）及税控盘（编号929911378550）声
明作废；遗失已开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账联11份（发票代码
5000174320，起止号码15663308-15663318）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聚友力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MA5UA6BH3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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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3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星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833153930XU）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减至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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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展翎轩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7G4U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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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3日
遗 失 机 动 车 合 格 证 上 所 载 信 息
如 下 ：车 辆 型 号：CA7201A 车架号：
LFPH4BCPXJ2L08021 发 动 机 号 ：
018789 生产日期：2018年12月05日 合格
证编号：WAA03E04J00785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锦瑟熙婚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6MA5YRYEJ10）股东大会研究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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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锦瑟熙婚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染悦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6MA5YT1H14Y）股东大会研究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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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染悦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巨刃精密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98UC3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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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3日
注销公告：重庆博硕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YXUP407）经
股东会研究决定拟将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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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驰骋冰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重 庆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代 码
050001800105，号码 06124628，代码
5000172350， 号 码 02289142，
02289143，0228914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九蟒食品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233000005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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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富本仁果树种植股份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2097125781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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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投成商贸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1000108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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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青木电线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6203095185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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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市北碚区郑小敏服装店
（账号 31090201040004447）中
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北碚支行中山
路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41596301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鑫闳鸟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BT0J8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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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王顺金：大渡口区双城路4号3幢31-5号房
产需你按照约定立即办理过户至夏素华名
下，你拒接电话、躲避不见，已经违约，为此，
夏素华将起诉变更登记并由你承担123000
元的违约金，因此造成夏素华的其他损失均
由你承担，特此通知。2019.01.23

注销公告：重庆普仑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渝北区分公司
（915001123459321531）自2019年1月23日起停止营业，清理
债权债务，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
依法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重庆普仑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渝北区分公司 联系人：黄老师 电话：18623160000

●遗失个体工商户王辉兰税务登记证正本，渝
税字：51222519650519882301号声明作废
●遗失渝北区元英饭店税务登记证副本，渝税
字：51010819771011331601号声明作废
●个体户黄祯碧遗失开户许可证，开户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巴南支行界石分理处，核准号:J6530048849202声明作废
●重庆市迅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吴兵 )注册证书编号：
01033650注册印章编号：渝227141548863遗失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邢昕中级工程师职称证
书，编号：01190110373，声明作废。
●刘彦佼(女)遗失二级建造师(公路)注册证，注册单位:重
庆渝云建设有限公司,注册编号0083402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申帅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编号5001078050819）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10月23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韩盼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22360014635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来去源商贸有限公司印章
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德迅物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副本，税号50011259797208X，声明作废
●重庆益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注册号500106000144234，
2013年12月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豪圣医疗设备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重庆春晖路支行开户
许可证，账号111635613971核准号J6530043433601声明作废
●重庆洁鑫保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00241059877456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059877456声明作废
●重庆隆量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已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2
份代码5000182130号码03551759、03551760特此声明作废
●重庆兄立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重庆三峡银行高新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0113014210011382核准号J6530070759702声明作废
●遗失潼南区鹳雀楼饭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号码48448844-48448850作废
●遗失中国人寿财险重庆分公司渝A2150L增值税普
通发票一份代码5000174328号码00579950作废
●荣昌区昌元街道恒正玩具经营部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号码：51023119791113466501遗失
●遗失重庆佳利畜牧技术推广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市畜牧科学
院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5000162320号码24039837作废
●遗失梁国勇营业执照副本92500107MA5UAWAT62作废
●庆通公司渝BH2189，吉奥公司渝BL0520渝BL1069营运证注销
●森勃汽车运输公司渝BQ7688营运证遗失作废。
●遗失渝B3029学标识卡0140808作废
●遗失贺文彬营业执照副本500224601454004作废
●遗失罗林添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117178作废
●遗失马诗涵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085283作废
●遗失廖宏才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09MA5ULL013N作废
●遗失毛彩红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80431285作废
●遗失原潼南县石锅黄牛肉餐馆通用机打卷式发票
代码150001620410号码11630064、11630152作废
●遗失陈君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00112198412241122作废
●付茂遗失护士职业资格证201450002195作废
●遗失渝北区喜朴家具维修服务部税务
登记证副本500112L46104385作废
●遗失2016.3.16发北碚区歇马镇罗华国酱菜
坊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9607322965作废
●遗失原铜梁县永胜润滑油经营部营业
执照正本500224600247914作废
●遗失詹琪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
50010860083297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喜利莱婚庆服务部税务
登记证副本510103196611294303作废
●铜梁区建材经营部开户许可证J6530056014801遗失作废
●渝D59578的营运证(500108037260)遗失

●江北区亦帆建材经营部于2019年1月22日遗失税
控盘，税号51162219840723401902.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颜泽华遗失二级注册建
造师证书，注册号：渝219060808505，声明作废。
●重庆公信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L1296
营运证500108016233遗失，声明作废

金毛犬“被捕”后“骗吃骗喝”

派出所食堂大厨吐槽：
“养不起了！”

昨天上午，巴南区公安分局莲石
派出所的唐警官，向记者介绍了他遇到
的一件“棘手”案件：1月14日他们接到

群众报警，在一栋楼抓获了一只在楼道吓人的狗
——这是只身长近1米的金毛犬，因为当时没找到
狗主人，金毛犬被带回了派出所。搞笑的是，一周
来，这条金毛在莲石派出所“骗吃骗喝”，顿顿吃肉的
它让派出所食堂的大厨直呼：“养不起了！”正当大家

愁眉不展的时候，狗主人通过让爱狗人士转发的
寻狗启示，在1月21日找到了莲
石派出所，将爱犬带回了家。

金毛犬楼道吓人引发报警

昨天上午，记者采访了莲石派出所的唐警官，说
起和这只狗的故事，他也有点忍俊不禁：“它是我们
处理一起报警案件带回来的，1月14日上午11点，
万泉街社区群众打电话说在一栋单体楼的楼道出
现了一只大狗很吓人，好多居民都不敢出门了，因
为这个楼没有保安，所以报警的居民希望我们把

狗带走。”
来到现场之后，唐警官也吓了一跳：“这只大金

毛的身长有将近1米，看到我们之后就汪汪大叫，
嗓门很大，确实有点吓人，不过这只金毛犬的攻
击性不强，从现场了解的情况来看，没有人被
咬伤或者抓伤。”为了控制住这只金毛犬，唐警
官采取了食物诱引的方式，终于把它带出了
这栋楼。唐警官从狗身上很干净，看起来很

健康等细节判断，这只金毛犬肯定不是流
浪狗，不过当时在现场没有找到狗主

人，为避免伤人，唐警官和同事
把它带回了派出所。

住在派出所悠然自得

一般犯罪嫌疑人被带回
派出所，都会浑身不自在，想早点

离开派出所，可是这只金毛犬进了派
出所之后却没有任何紧张感，有种既来之
则安之的淡定。据唐警官透露：“这只金毛
犬一到派出所，就对着食堂汪汪叫，显然是
饿坏了，于是我们就让食堂的大厨，把肉筋弄
给它吃，没想到它吃了还不够，于是又把同事们
吃饭剩下的肉全给它吃了。”

通过相处，唐警官更加确定了这只金毛犬是宠物
狗：“它吃饭有点挑食，基本上只吃肉，不怎么吃饭。而且新
鲜肉它是不吃的，非要厨师洗干净，或者弄熟了没什么腥味了才
吃。后来我们还发现它受过训练，会坐着跟人握手，我们扔了
东西，它也会跑过去咬了捡回来。”

最近天气比较冷，因为狗主人一直没有露面，金毛犬又很
乖，平时最多只是对着陌生人叫几声，从来不咬人，于是莲石
派出所也本着“优待俘虏”原则照顾它的生活：在杂物间里用棉
絮搭了一个临时狗窝，让它有了一个临时住所；每天上午，几个
民警还轮流带它放风。

食量太大被大厨吐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
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情节轻微只处于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
款。可是这个“嫌犯”在派出所住了5天之后，狗主人依旧没有露面，难道
只能在拘留期满后立刻释放？显然不能，这么大的金毛犬在外面跑，始终
是个安全隐患，于是莲石派出所的民警们只得让它继续蹭吃蹭喝。

没想到的是，金毛犬的食量，让食堂大厨也惊呼“养不起了”，据唐警官
透露：“我们所也算是一个大所了，基本每天有70多人在所里用餐，可是剩下
的肉都不够它吃，还要厨师给它专门弄一点才够，所以才有了‘养不起’的吐
槽。其实后来它和大家混熟了，我们发现它很乖，而且也通人性，有同事开玩笑
说如果主人不出现，就让它当我们派出所的警犬。”

1月21日，狗主人花花（化名）终于出现了， 她在出示了相关证明后，
介绍了这只狗的真实身份——原来它只有2岁，名字叫“仔仔”，因为刚

搬到巴南区，不熟悉环境所以走丢了。唐警官对花花女士没有给狗
系牵引绳导致狗走失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在成功认领了仔仔
之后，花花对派出所民警们的照顾表示了感激，同时给仔仔系上
了牵引绳，确保不会再走丢了。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警方供图

▲金毛犬其实很乖

▲女主人领走了爱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