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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通桥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渝GB1677、
渝GB1577、渝GB2196、渝GB0962、
渝GB1203、渝GB0146、申请灭失注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市江北支公司保税港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何品琼
机构编码：000002500105002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港安二路48
号1幢负1-1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北区建北八支路
34号附18号、重庆市江北区鹞子丘路62
号1幢7-1、7-2
成立日期：2012年07月11日
邮政编码：400020
联系电话：023-88356757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其他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
件所列为准。
发证日期：2021年07月15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两江监管分局

重庆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
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各位公众：本次环境评价的评价范围是重庆市，评
价内容主要包括区域环境质量现状、环境影响预测
与评价、规划方案综合论证与优化调整建议等。目
前，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已组织编制完成
了《重庆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规划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报告”）。现按
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征求公众意
见及建议。《报告》网络公示网址：http://zfcxjw.
cq.gov.cn/zwxx_166/gsgg/202107/t20210715_
9480255.html。《报告》纸质版查阅地址：中煤科
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公众可于
公示期间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进行
意见反馈。（联系方式详见网络公示网址）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1年7月

债权转让告知函：何静、何光明、黄有珠、姜红名、蒋全、李鹏、黄静、李文武、李文元、李海波、刘敦全、
刘小青、贺立志、刘昌余、毛容娇、彭付德、吕忠强、张发洪、秦科、彭伟、田兴尧、王忠伍、张娅、王军建、
王昌梅、王永福、汪福龙、文志、吴帆、黄建平、李大定、王春、张立祥、徐元财、藏健美、徐孝洪、冯燕、徐
成、杨孝容、罗建全、杨福川、邬文凤、杨三云、杨霞、袁艳、陈鹏宇、严凤绪、蒋祖美、张业珍、张光福、赵
仕松、张元勇、周叶霞、周作伟、周帮彩、于银春、陈月、徐洪、张集梅、徐国明、徐元谋、黄定华、邱全华、
李学容、覃宇、王燕、湛巧龙、周余、张传保：根据2015江法民初字第07148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
08031号2016渝0105民初3252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0747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8033号2016
渝0105民初3111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8008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8006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
07126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5858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8015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0756号
2015江法民初字第05862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5866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0755号2015江法民
初字第05847号2016渝0105民初3125号2016渝0105民初3144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8027号
2015江法民初字第07014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7132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7134号2015江法民
初字第05867号2017渝0105民初2080号2014江法民初字第00534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0754
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8010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7117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7135号2015江法
民初字第07143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5855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7091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
07156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8021号2016渝0105民初3139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7142号2015
江法民初字第07112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7163号2016渝0105民初3107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
07123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8022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839号2015江法民初字第09852号
2015江法民初字第07110号2016渝0105民初7598号2016渝0105民初3129号2016渝0105民
初3126号2016渝0105民初3105号2016渝0105民初3122号2016渝0105民初3123号贵方未履
行或未完全履行对重庆市良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还款义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良驹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与周毛女（身份证号：34282719570305634X）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2021年7月5日周毛女
（身份证号：34282719570305634X）与达福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周毛女
已将上述生效文书项下所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依据上述法律文书计算），罚息，复利，违约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以及因贵方违约而造成的其他费用损失。）转让予达福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烦请债务人、担保人向达福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履行债务、担保义务和其他义务。特此函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三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8345881130R）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少到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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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2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俊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6MA5U42PA16）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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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22日

免责声明
本公司于2020年5月25日将持有的在

重庆润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
鹏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深圳市前海丑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丑牛公
司”），协议签订后我司已移交润鹏公司的公
章、营业执照等资料并多次敦促前海丑牛公司
及润鹏公司办理股权变更事宜，但因前海丑牛
公司不予配合，导致股权仍在我司名下。现我
司郑重声明：我司再次提交股权转让手续，该
股权转让正在重庆市江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办理登记中，请前海丑牛公司及润鹏公司尽快
履行相关转让义务，如逾期不履行，因此发生
的法律纠纷与我司无关。特此声明！

重庆晟汇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0日

免责声明
本公司于2020年5月25日将持有的在

重庆润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
鹏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深圳市前海丑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丑牛公
司”），协议签订后我司已移交润鹏公司的公
章、营业执照等资料并多次敦促前海丑牛公司
及润鹏公司办理股权变更事宜，但因前海丑牛
公司不予配合，导致股权仍在我司名下。现我
司郑重声明：我司再次提交股权转让手续，该
股权转让正在重庆市江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办理登记中，请前海丑牛公司及润鹏公司尽快
履行相关转让义务，如逾期不履行，因此发生
的法律纠纷与我司无关。特此声明！

重庆旺科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0日

公 告
重庆市合川区南城网吧：本委已受理王欣、唐嘉
欣与你单位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争议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合川劳人仲案字【2021】第
736-737号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
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1年10月9日上午9时
00分，在合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合
川区南津街江城大道236号）二楼219室（仲裁二
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领取本案
裁决书的期限为开庭后的10日内。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7月22日

重庆市合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行政裁决中止通知书
重庆市鹏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承文、王承康、
王承琼：2021年6月24日，我委收到重庆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1）渝01行终113号
判决，要求我委撤销《行政裁决书》（合房拆裁字
〔2019〕1号）并责令我委在30日内重新处理，因重
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与我委多次联系重庆市鹏运
房无果，拆迁人重庆市鹏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
未提供拆迁安置方案，根据《重庆市城市房屋拆迁行
政裁决工作规程》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本委决定：
中止重庆市鹏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王承文、王
承康、王承琼房屋拆迁纠纷一案的裁决。特此通知。
重庆市合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2021年7月22日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商贸城管理有限公司
开具的：龙文伟生活A馆1013房租赁保
证 金 ，单 据 号 SK0000014302 金 额
10000元整作废；罗雨德生活A馆1014
房租赁保证金，单据号SK0000013637
金额10000元整作废；谢胜祥生活A馆
1019 房 租 赁 保 证 金 ，单 据 号
SK0000013471金额10000元整作废；
王霞生活A馆4002、1012租赁保证金，
单 据 号 SK000063677、单 据 号
SK0000115858金额15000元整作废。

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年产1.3万吨吡啶氯化
产业链延伸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重庆华歌生物
化学有限公司年产1.3万吨吡啶氯化产业链延伸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予以第二次公示。（一）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年
产1.3万吨吡啶氯化产业链延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www.gvg-
redsun.com/skip/bloc/toNewsDetails/5349。查阅
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限公
司办公室（重庆市万州区龙都街道办事处九龙五组
（盐化园内））。（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重庆华歌
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年产1.3万吨吡啶氯化产业链延伸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等。（三）公众意见表和第一次公示公告的网络链接：
http://www.gvg-redsun.com/skip/bloc/toNews
Details/5349。（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
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等方式，
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反
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
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
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联系人：杨经理
023-61000306，Email：364602102@qq.com。（五）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年7月19日~2021年7月
23日。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2日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天诺双君药店药品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渝CB0170884作废

重庆绿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遮阳网生产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要求，重庆绿腾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遮阳网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网络连接：http://www.hcsq.cc/forum.php?
mod=viewthread&tid=5&extra=。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到建设单位办公场（重庆市
合川区合阳城街道马岭岩路430号3号）所查阅环评
报告。联系人：左乾伟，电话：13271898889，项目地
址：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城街道马岭岩路430号3号。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http:
//www.hcsq.cc/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5&extra=。（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电子邮
件：1373810766@qq.com传真：023-88520456。公众
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四）公众提出
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年7月20日~2021年8月2日。

公告：重庆富森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货运分公司渝BU7819、
渝BJ0867、渝BU0832、渝BL3373、渝BV1801、渝BV2021、
渝BN5091、渝BN3538、渝BV0219、渝BV0099、渝BS2121、
渝BS2015、渝BN3259、渝BS5689、渝BR9528、渝BR9289、
渝BR9210、渝BR8669、渝BQ2892、渝BJ6865、渝BR6852、
渝BN0295、渝BN0063、渝BL8105、渝BR3553、渝BQ3271、
渝BL7082、渝BL3786、渝BJ0877、渝BS2501、渝BR0150、
渝BL3116、渝BH9637、渝BV0623、渝BQ7062、渝BV1506、
渝BS5896、渝BQ8058、渝BU0912、渝BR9776、渝A25317
车辆因逾期未审，已被依法强制注销车辆相关手续，
若实际车主及驾驶员驾驶前述有安全隐患的车辆违
法上路，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由实际车
主及驾驶员自行承担，与公司无关，特此公示！
公告：重庆金塔运输有限公司物资配送分公司渝
BV0221、渝A99121、渝BV9355、渝BV8105、渝BJ1129、
渝BH8720车辆因逾期未审，已被依法强制注销车辆
相关手续，若实际车主及驾驶员驾驶前述有安全隐患
的车辆违法上路，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由
实际车主及驾驶员自行承担，与公司无关，特此公示！
公告：重庆泰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L5391、渝BL3810、
渝BL3667、渝BN6136、渝BL0760、渝BL7932、渝BL7955、
渝BJ1931、渝BL3982、渝BJ1091、渝BH9273、渝BL2993、
渝BH9352、渝BN5610、渝BL1802、渝BN0961、渝BJ6853
车辆因逾期未审，已被依法强制注销车辆相关手续，
若实际车主及驾驶员驾驶前述有安全隐患的车辆违
法上路，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由实际车
主及驾驶员自行承担，与公司无关，特此公示！

鑫益城公司渝BW2058营运证500115030017遗失作废。
速瑞公司渝D37118营运证 500110072174 遗失作废。
满载公司渝AN7758营运证500110048471，渝BL7956
营运证500110049529遗失作废。赐鑫公司渝DR8091
营运证500222121139遗失作废。曼迪公司渝BR5836
营运证500110118451，渝B8801挂营运证500110025952
遗失作废。道鸿公司渝BR6209营运证500110089558
注销。国凯公司渝A8576挂营运证500110050294遗
失作废。携手公司渝BX2383营运证遗失作废。

重庆旺融物流有限公司渝D09008营运证500110090278遗
失，重庆长新物流有限公司渝D3A93挂营运证500110127388
遗失，重庆贵荣运输公司渝GB5569营运证遗失作废，重
庆畅抵物流有限公司渝D3338挂营运证500110080866
遗失作废，尊运公司渝BU1003营运证500110064128遗
失作废,遗失重庆宝箴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
A8812挂营运证500115038037声明作废.

刊登
热线

13018333716 15023163856
023-65909440 微信

同号

●谢宗容遗失恒大云湖上郡房款收据，
号码为3007501和3007772，声明作废。

●重庆尊崇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5001132016632，声明作废●遗失杨喻扉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376228作废

公 告
我司承建的北碚区柳荫镇西山环线永大路

路面油化工程，于2019年12月30日竣工并交付
使用，现已与建设单位重庆市北碚区柳荫镇人民
政府结算完毕，请所涉及本工程的劳务班组和各
位工友、原材料供应商等以及相关本工程债权
人，请在本公告之日2021年7月22日起30天内
到我司工程部进行对账结算，领取各种应付款
项。逾期后果自负并视为自动放弃，请相互转告！
联系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兴华东路43号（原老车
站6楼） 联系人：黄如红 工程部：徐敏
联系电话：13709417321 023-72261988
四川仁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21年7月22日

以做任务、发红包或送游戏皮
肤为诱饵，骗取7200余个实名注册

的微信账号，转手卖给他人用于电信
网络诈骗等犯罪行为，并因此获利120
余万元。近日，这个犯罪团伙中的陈某
等6名犯罪嫌疑人被浙江省杭州市西湖
区检察院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
起公诉。

2020年9月，杭州市民邹小姐想找兼
职，经过网络查询，进入一个微信群，在群
中观察几天后，她联系群主，找到一个刷
单的兼职。她试着刷了1.9元，返现4.9
元。看到真的有返现后，邹小姐放松了
警惕，听取群主的建议下载了一款购物
App。先小额刷单返现，后来金额越
来越大，返现却没有了，邹小姐想退
出，要求对方退款，结果被对方以
验证账户安全等各种理由骗取7

万余元。醒悟后，邹小姐报
警。警方立案侦查发现，联

系邹小姐的微信号可能
是非法购买的微信

号，其背后隐藏
着一个专

门

骗号出售的犯罪团伙。经过深挖细查，
2020年10月22日，警方将以陈某为首、
专门骗取微信号并售卖的近30名犯罪嫌
疑人抓获。

2020年7月，小王在家中刷视频时看到
了一条“做任务发1888元红包”的消息，小
王加了对方的QQ，对方告诉他，只要用小王
的微信号帮助对方公司进行微信投票后，就
能获得1888元的红包，小王信以为真。对
方提出，不是专业人员操作怕被查出刷票，
要求小王将自己实名注册的微信账号、登录
密码、支付密码发给对方，由对方来操作刷
票。微信中的钱被转走怎么办？小王担心
地问，没想到对方却说，为了避免纠纷，小王
应在将这些密码告诉对方之前，把微信中的
钱转出，之后再自行更改密码。

小王心想，微信里面没钱，密码给他们
也不会有损失，便提供给对方。对方又说
为了安全，需要更改小王微信号绑定的手
机号码，于是小王就将自己的微信绑定了
对方提供的手机号码。

一切完成后，对方告诉他，三天之后，小
王可以再登录微信，那时1888元的红包也
会到账。可是，过了三天，小王发现自己的
微信号已经登不上去，当然1888元红包也
没有收到。联系对方，发现对方早已将

他拉黑。这时，小王才意识到被骗，
随即报警。

其实小王就是遇到了以陈某为首
的专门骗取实名注册微信号的犯罪团
伙。陈某等人通过招募业务员，在各大网
络平台以“做任务送红包”或“做任务送游
戏皮肤”的信息，利用固定话术，一步步将
实名注册的微信账号和密码骗到手。之
后，将微信号进行鉴定，根据注册时间长
短、账号活跃度进行分类，按不同的价格，
出售给他人。这些被出售的微信号往往被
他人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

经查，自2020年5月起，陈某等人以
虚假信息为诱饵骗取他人实名注册的
微信账号 7200 余个，非法获利 120
余万元。截至目前共有280余名被
害人被以兼职刷单、投资理财、恋
爱交友等名义诈骗，损失金额
达3000万余元。杭州市西湖
区检察院经审理后依法对
陈某等6人提起公诉，
其余人员也将继续
处理。

保管好你的微信账号

小心引祸上身

据检察日报

买卖租借银行卡

这是一条邪路
住在南岸区铜

元局某小区的何某
是一名普通公司的

职员，他在2019年经人介绍，发
现了一条“发财之路”——“租借”

银行卡、手机卡给他人，并先后谋利
近2万元……可这条“发财之路”实际

上是条不归路，7月15日何某因涉嫌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南岸警方逮
捕。今天（21日），南岸区公安分局通报了
这起极具警示意义的案例。

“逃过一劫”又屡教不改

南岸区公安分局铜元局派出所的钟警官昨天接
受采访时表示，何某走上犯罪这条路完全是他咎由自
取：“何某并非无业游民，而是一家公司的职员。可是
他觉得收入低，就想着捞点外快。2019年‘断卡行
动’中，我们在打击专门倒卖银行卡、手机卡的犯罪团
伙时，就发现了何某以每张卡600元的价格，将2张
自己的银行卡，‘租借’给了犯罪嫌疑人刘某。因为
当时这两张卡涉案金额不高，我们只是警告了何
某，希望他不要再将卡‘租借’。”

2019年“逃过一劫”的何某并没有收敛，反而
在2020年变本加厉：他不仅到各大银行开了10
多张卡，以每张600元的价格进行“出租”，很快
赚了 6000 元；还提前收取了不法人员的
13000元用于办理手机卡——他花1000多
元购买了4部二手手机，并为每部手机都办
理了电话卡，还开通了国际漫游，这次又
赚了将近12000元。结果这些手机卡
和银行卡，全部被不法分子提供

给了网络电信诈骗团伙，
其中10张银行卡多

次作为诈骗洗
钱 的 账

户，

涉及的诈骗金额高达50多万元。于是今年7月15
日，铜元局派出所依法对何某刑事拘留，案件目前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结算20万以上触犯《刑法》

在钟警官对何某的审讯中，何某曾提到他认为自
己只是提供了银行卡，没有直接参与犯罪活动和实际
转账操作，就不涉嫌违法。“何某的这种认识是完全错
误的！”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聂炜昌律师研读了
何某的犯罪过程后认为，“何某的行为已经涉嫌触犯了
2015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
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
之二，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有明确的解释：“明
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
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
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为什么何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聂
炜昌进行了解释：“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何某明知他人

‘租借’他的银行卡从事的是违法犯罪活动，警方此前
已经对他进行过警告，可他依旧一意孤行。他提供给
犯罪嫌疑人的银行卡，用于支付结算金额高达50多
万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
释，‘支付结算金额20万元以上的’就构成了‘情节严
重’，所以何某案涉金额达到警方立案标准，并已经涉
嫌犯罪。”

南岸警方希望
通过此案提
醒 广

大市民，一定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等，不要
借给他人使用，更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以“出租”、
买卖银行卡获利，一旦成为诈骗等不法分子的帮

凶，同样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 者 赵 映 骥

警方供图

▲犯罪嫌疑人指认银行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