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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身边

●注销公告：重庆市朝典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78P299）经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持有
效证件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
手续,完毕后将向工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特此公告●经营者徐精益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JY2500103101749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科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BTB9R34D）股东决定，本
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50万元减少为3万元。根据

《公司法》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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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全家福大酒店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南岸区汉弗伦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YREUC1W）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及办学许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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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3日

●成都满记甜品有限公司重庆南岸区江南大道分公司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25001080198831声明作废●江北区十号食品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发
证日期 2019 年 03 月 20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5MA5YN6PY6Q，遗失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许可证号500105121058，声明作废●两江新区曾先森餐饮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和副本，编号:JY25000001068504声明作废。

●重庆香缇卡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5001178001113）财务专用章（500100781114）法人
章（吴雪梅）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庆友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公章壹枚，
编号5002341028572，声明作废●重庆洁凡达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重庆格雷夫斯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管理人遗失中国
光 大 银 行 九 龙 坡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 ：39420180800133329，核准号：L6530002263601，声明作废。

●父亲傅豪与母亲杨林飞遗失儿子傅哲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P500040680，声明作废。●减资公告：经重庆稼裕兽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2MA5UGHAG1H）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
资本由500万元减少至1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
办理有关手续。特此公告。2022年9月23日●遗失黔江区森瑞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
号 JY25001140057953声明作废。●重庆珲兴德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 5002278062955)、财务专用章(编号5002278062956)、发票专
用章 (编号 5002278062957)、陈涛法人名章 (编号5002278062958)的印章备案回执遗失，声明作废。●遗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江平烤烟种植家庭农场
公章壹枚，编号500240301002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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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重庆迪茂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东风牌汽车
车辆合格证四份，车型:EQ7000FL2F1BEV，白色，车架号:LDP42A969N9019071，发动机号:DPSU730309，出厂日
期：2022年9月3日，合格证序号：WAC05ZFM1012232；车
型:EQ7000FL2F1BEV，黑 色 ，车 架 号 ：LDP42A96XN9019418，发动机号：DPSU730650，出厂发证日期：2022年9 月 6 日 ，合 格 证 序 号 ：WAC08ZFM1012743；车 型:EQ7000FL2F1BEV，黑 色 ，车 架 号 ：LDP42A960N9019265，发动机号：DPSU730423，出厂发证日期：2022年9
月 4 日 ，合 格 证 序 号 ：WAC06ZFM1012360；车 型:EQ7000FL2F1BEV，黑色，车架号：LDP42A96XN9019502
发动机号：DPSU729940，出厂发证日期：2022年9月6日，
合格证序号：WAC06ZFM1012749，声明作废。

重庆易再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易再生年产1万吨工业级混
合油加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1、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 全 文 和 公 众 意 见 表 下 载 https://pan.baidu.com/s/1fPdTIkaPz qCDtJv1IvjwZA?pwd=q1it2、征求意见的公众
范围：能受到本项目实施影响的所有公众及对本项目实施或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3、公众提出
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连接下载公众意见表并按要
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也可通过
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
价单位索取纸质报告和实名反馈相关意见。4、公众提出意
见的起止时间：见报日10个工作日内。5、联系方式：建设单
位：重庆易再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钟总 电话：18628248836环评单位：重庆润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
李工电话：023-62192016电子信箱：857271635@qq.com

重庆市沙坪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沙劳人仲案字﹝2022﹞第1158-1162号

重庆汀麦浪艺术培训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李雪娇等5
人诉你单位计时、计件工资争议、二倍工资差额赔偿金争议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举证
通知书、终局裁决须知及开庭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
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10月25日10时00分在本委仲
裁庭二庭开庭审理，请按时出庭，逾期将依法裁决。
重庆市沙坪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2.9.23

负责人变更公告
重庆仁爱德中医（综合）石板场连锁诊所负责人由曾德飞
先生（公民身份号码：513029197408152591）变更为王朝
元先生（公民身份号码：51303019671004201X），相关变更
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提交变更申请手续日前公司对外
所负债务由原负责人曾德飞先生、承担，新负责人王朝元
先生、不承担责任，提交变更申请手续日后公司对外所负
债务由新负责人王朝元先生、承担。上述承诺是原负责人
曾德飞先生/女生及新负责人王朝元先生、真实意思表示，
合法有效，一经公告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曾德飞先生、（原）日期：2022年9月21日

负责人变更公告
重庆仁爱德中医（综合）石板场连锁诊所负责人由曾德飞
先生（公民身份号码：513029197408152591）变更为王朝
元先生（公民身份号码：51303019671004201X），相关变更
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提交变更申请手续日前公司对外
所负债务由原负责人曾德飞先生承担，新负责人王朝元先
生不承担责任，提交变更申请手续日后公司对外所负债务
由新负责人王朝元先生承担。上述承诺是原负责人曾德
飞先生及新负责人王朝元先生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一经公告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重庆仁爱德中医（综合）石板场连锁诊所 日期：2022年9月21日

重庆恒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关于催促
徐开兵立即到岗工作的通知函

致：徐开兵先生（身份证号码：522423199107082917）于2021年12月4日上午10点左右在重庆恒庐钢结构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工作时因工受伤，我公司已按国
家社保工伤规定办理了你因工受伤期间的全部相关事宜，
重庆市北碚区社保局于2022年4月26日作出了【认定工伤
决定书】，2022年8月23日重庆市北碚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对你的伤情作出未达等级，无生活自理障碍的鉴定结
论。你在伤愈后，亦从未向我公司出具医院的休假证明，你
除了于2022年2月18日至3月8日到公司工作了14天6小
时的工作记录外，从2022年3月11日至今，你在没有任何正
当理由和休假证明的情况下，再没有到岗工作。我公司多
次催促你向公司出具休假证明或到岗工作，对此你仍一直
置之不理，至今你已无故旷工数月。为体现公司人文关怀，
以教育为主，经我公司研究决定，现正式通知你如下：在你收
到本函之日起三日内，立即到岗始恢复正常工作并向我公
司补交医院出具的休假证明，自愿接受我公司的相关处理，
你在前述旷工期间所造成的一切影响和损失公司将不予追
究。本月公司将对你进行薪酬调整后以新岗位工资标准执
行。从2022年3月11日至今，您已经连续旷工199日，累计
旷工199日未到公司上班，且并未办理过请假手续或辞职手
续，你的此行为属于旷工行为。根据你与公司签订的《劳动
合同》的相关约定，你已经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现公司正
式以此函通知您于2022年9月24日前返回公司向公司行政
办公室报备并到原岗位工作，过期未到，视为严重违反公司
规章制度的规定，公司将依据相应规章制度和《劳动合同》之
相关约定，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关系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请您予以重视。本函将以邮政 EMS快递方式邮寄于
您，请您持此函及快递单凭证在有效时间内向公司行
政办公室报到。特此通知！

重庆恒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2022年9月23日

重庆市沙坪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渝沙劳人仲案字﹝2022﹞第936号

重庆金点园林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余海靖诉你单位奖金
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
举证通知书、终局裁决须知及开庭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2年10月25日14时30分在本
委仲裁庭三庭开庭审理，请按时出庭，逾期将依法裁决。
重庆市沙坪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2.9.23

九合永众（重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2022年06月10日遗失公
章（编号：5001141161594）、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141161595）、发票专用章、姚波法人名章各壹枚，声明作废。

负责人变更公告
重庆仁爱德中医（综合）石板场连锁诊所负责人由曾德飞
先生（公民身份号码：513029197408152591）变更为王朝
元先生（公民身份号码：51303019671004201X），相关变
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提交变更申请手续日前公司对
外所负债务由原负责人曾德飞先生承担，新负责人王朝
元先生不承担责任，提交变更申请手续日后公司对外所
负债务由新负责人王朝元先生承担。上述承诺是原负责
人曾德飞先生及新负责人王朝元先生/女生真实意思表
示，合法有效，一经公告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王朝元先生（新）2022年9月21日

遗失作废声明
张秀林不慎将 2016 年 11 月 18 日汇入重庆双
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的 21a-3-037 号
摊 位 保 证 金 票 据 遗 失 ，收 款 收 据 票 号 为
1159411，票据金额为 2546 元。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2016.07.13日核发给重庆紫水晶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6W8JXF)营业执照
正、副本，公章壹枚(编号:5001001141111)，声明作废。

长寿经开区低碳循环经济区基础设施工程（长寿经开区长输
天然气管线迁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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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pajHPXCRtLIhKtzgt61DA，提 取 码 ：e1d6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等，请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提出宝贵意见，我们也将认真参考。（三）公众意见表的
网络连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和途径：公众可通过来函、来电、传真、发送电子邮件等方式提
出意见。建设单位：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联系人：陈总；联系电话：13883518831。邮箱：694218767@qq.com。环评单位：中材地质工程勘查研究院
有限公司；联系人：黄工联系电话：18983999370。（五）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债权转让暨催款公告
宋林章、朱建英：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你享有的(2021)渝 0103 民初 27948号判决书项下的所有债权及权
利已经依法转让给了上海富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你作为
债务人，请你自即日起立即向上海富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履行全部债务。本通知同时作为我司催款通知。

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2022年9月23日

债权转让暨催款公告
宋林章、朱建英：上海富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你享有的(2021)渝 0103 民初 27948号判决书项下的所有债权及权
利已经依法转让给了张伟华（身份证号码：310102196903260013），你作为债务人，请你自即日起立即向张伟
华履行全部债务。本通知同时作为我方催款通知。

上海富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22年9月23日

重庆恒创家具有限公司家具制造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重庆恒创家具有限公司家具制造项目位于重庆市开州区临江
家居产业园（二期）25#标准厂房。项目租赁临江家居产业园25号楼标准厂房用于生产，建筑面积10200m2，建设家具生
产线，年产套装门3万套、木质家具1000m2。现该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将该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一、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www.hengchuangjj.com/page143?article_id=18二、建
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重庆恒创家具有限公司，
联系人：廖总，联系电话：18996597788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评单位：重庆开物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联系人：李工，联系电话：15723254628四、征求意见的
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影响的所有公众，及对本项目建设
或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五、公众提
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并按
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或电话
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公众提出
意见的起止时间：2022年9月17日~20 22年9月30日。重庆
恒创家具制造项目2022年9月22日

遗失2016.04.20日核发给重庆黄水晶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MA5U5KLD5Q )营业执照
正、副本，公章壹枚(编号:5001057048012 )，声明作废。

公 告
重庆兴建顺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依法受理张俊瑶、胡春
花、张梅诉你单位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二倍工资差额劳
动争议一案（渝两江劳仲案字〔2022〕第2776号、2780号、2781号）,因你单位迁移新址不明，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出庭
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请你单
位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本委应诉。本委定于2022
年11月15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裁庭（重庆渝北加工区一路7号金泰.彩时代2号楼16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
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22年9月23日

公 告
重庆金宝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两江新区分公司：本委已依
法受理易小莉、王渝、刘莉萍、江德艺、高凌、张静、方婧、覃
城诉你单位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劳动争议一案（渝两江
劳仲案字〔2022〕第2636号至2643号）,因你单位迁移新址
不明，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仲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出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请你单位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
日内到本委应诉。本委定于2022年11月15日下午14时
在本委仲裁庭（重庆渝北加工区一路7号金泰.彩时代2号
楼16楼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22年9月2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巴南区鱼洞春晖幼儿园（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500113709443087A）研究决定，本幼儿园拟将注
销。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有关规
定，须登报予以公告，请相关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幼儿园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市奉节县汇易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发票章5002369825780，重庆市穗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
票章 5002379825569，重庆振勤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发票章 5002435027668，秀山县灵机农副产品销售
有限公司发票章 5002411054055 声明作废。

重庆云海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G8669营运证 500222126978遗失，贺中明车牌渝D87910营运证遗失作废，遗
失重庆云河汽车物流有限公章壹枚，编号500222204782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忠源物流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
号5002222010267及张元芬法人章声明作废，安盈物流公司渝DD7762营运证500222136843遗失补办，重庆天
旺 运 输 有 限 公 司 渝 BZ2979 营 运 证 500222048213 渝 BZ1035 营 运 证 500222049253 渝 BZ7328 营 运 证500222094628渝BZ5685营运证500222051315渝BZ5556营运证500222073314渝BZ7065营运证500222051871
渝B0A955营运证500222053617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领行悦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渝ADA6276网络车证遗失，
杨德见车牌渝AD53528营运证500228013000遗失，重庆光富物流有限公司渝BV6321渝BV6211营运证遗失，
重庆稳当物流有限公司渝BU6521营运证500110116021遗失，加正公司渝DN5035营运证500106061072遗失，
重庆鑫马物流有限公司渝D86708营运证遗失，重庆超富物流有限公司渝D63459渝 BZ1017渝A9671挂渝D3479挂渝D45586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耀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L0890渝BU2922渝BU5183渝BN3173渝D18511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富帅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N6600渝BN7066渝BN9676渝B7033挂渝BR8263渝BR8638渝BR5056渝BR6218渝BR6208渝BR8068渝BR8011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统帅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A818挂营运证 500110048165渝A8271挂营运证 500110067541渝BV3206营运证 500110065650渝A91965营
运证 500110113824渝BV9868营运证 500110041252遗失作废，上佳物流公司渝D74678营运证 500110106065
遗失，添锐物流公司渝BX3275营运证500110075337遗失，冀融物流公司渝B9A812营运证500110096526遗失
作废，重庆兆驰物流有限公司渝B8A782营运证500110069842车辆驾驶人员拒不参加安全培训学习、安全检查
和年审。拒绝按规定强制保险，处于脱保状态，限车主在登报五日之内到公司完善一切手续，预期将向车管所
申请灭失注销，及营运证注销；后果自负，并追究其法律责任，车牌照、行驶证、营运证、未收回

公 告
刘素华（女，1927年6月24日出生，生前住址：重庆市渝中

区渝建村98号4-2，生前公民身份号码：510202192706246225）
于2009年7月11日死亡。刘素华生前于2002年9月27日立有
公证遗嘱一份。现该遗嘱继承人向我处申办继承权公证。如
你认为有下列情况，请于十五日内向本处提出，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及身份证明材料：
一、上述公证遗嘱不真实、不合法。
二、刘素华生前有订立有其它有效遗嘱，或与他人签订有

遗赠抚养协议。
三、你属于刘素华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法定

继承人。
四、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刘素华的遗嘱继承人有丧

失继承权的情形。
五、你认为有可能影响本继承权的其它情形。
单位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121号
联系人：何航 电话：63661735
邮编：400014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渝中公证处
2022年9月23日

遗失启事
遗失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编码000688359，2016批次，声明作废。
江北区艾菲特灯饰商行营业执照遗失，编号

92500105MA5XH4JX01声明作废。
2022年9月23日

2017年8月，胡某来到某小区业主委员会
（以下简称业委会）处工作，负责日常管理工
作，并与该业委会签订了《聘用服务人员协议
书》。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胡某每天工作8
个小时，每月工资5000元；依法享有法定休假
的权利，如业委会安排加班，需另行支付加班
工资；胡某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费用
由业委会承担等等。2020年11月，因业委会单
方降低胡某的工资待遇，胡某遂自动辞职。之
后，胡某将该业委会诉至法院，要求业委会支
付其夜班工资、双休日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
工资等共计16万余元，并要求该业委会支付其
离职补贴10000元和社保费用5000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本案是否属于劳
动纠纷，双方存在争议。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业委会由业主选举
产生，是本建筑物或建筑区划内所有建筑物的
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履
行管理职责。随着越来越多的小区成立业委
会，业委会为了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常常会
从社会上雇佣专职工作人员，协助业委会处理
小区的日常管理工作，报酬则由业委会从物业
管理费中支取并代为发放。由此，也带来了业
委会与其雇员之间因履职而产生的工资支付、
离职补偿等纠纷。在这种情形下，受雇人员与
业委会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

法院经审理认为，业委会并不具备《劳动
合同法》所规定的用工主体资格，其与雇员之
间仅成立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虽然在民
事法律关系中，业委会可以根据业主大会的授
权对外代表全体业主进行民事活动，并在与他
人发生民事争议时，具备独立参加民事诉讼的
主体资格。但是，这种民事上的主体资格并不
意味着业委会具备《劳动合同法》上的用人单
位资格。

一方面，《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

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依据该条规定，具
备用人单位资格的主体只有三类，即企业、个
体经济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委会显然
不属于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范畴。而根据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
的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主要指在民政部门进
行登记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
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
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如民办
学校、民办医院等。而业委会依法仅需自选举
产生之日起30日内，向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
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备案，并不需要在民政部门进行登
记。因此，业委会也不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
其不是《劳动合同法》中所规定的“用人单位”，
无法与其雇员成立劳动关系。

另一方面，判决书应当具备可执行性，不

能成为“一纸空文”。由于业委会只需经过政
府部门的备案，并未在民政部门进行正式登
记，因而没有组织机构代码证。当前社保部门
不受理业委会为其雇员办理社会保险的申请，
使得业委会无法为其雇佣人员办理相应社会
保险。在此情况下，如果强行认定业委会与其
雇员之间成立劳动关系，将导致后续一连串实
际上无法执行的难题，损害司法公信力。

综上，在当前情形下，认定业委会与其雇
员之间的关系为劳务关系是比较妥当的。但
是，从各国的法律发展趋势来看，劳动用工主
体资格是逐步扩大的。从长远而言，认定业委
会与雇员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既有利于业委会
更好地发挥职能，也有利于保护其雇员的合法
权益。因此，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法律法
规，推动业委会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使其具
备为其雇员缴纳社会保险的资格，为业委会与
其雇员之间成立劳动关系扫清障碍。

田也异

九龙坡区：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参加有奖答题抽红包

本报讯 答题学知识，答对题还能得小
礼品。9月22日，九龙坡区第二期打击整治
养老诈骗有奖答题活动启动。

据了解，第二期打击整治养老诈骗有
奖答题活动从 9 月 22 日 9 时开始，持续 9
天，采用情景式、案例式的题目，内容虽然
简单，却都是由不少老年人上当受骗的真
实案例改编，扫描海报二维码或者关注“九
龙坡政法”官方微信即可参加答题，答对5
题即有机会抽取红包奖励。老年朋友请
注意，生活中一定要规避“错误答案”，产生
防骗“抗体”，共同守住“养老钱”。

据了解，九龙坡区扎实开展“打击整治养
老诈骗专项行动宣传十一个一”活动，其中，
答题活动与主题海报有奖征集活动均为其中
的重要内容，旨在动员全社会广泛宣传涉老
反诈知识，当好政策宣传员和“护老合伙人”。

九龙坡区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
示，让涉老诈骗人人能
识破，人人喊打，只有老
人自身防骗能力提升
了，让不法分子不能骗、
不敢骗、骗不成，才能守
护养老钱，幸福度晚年。

记者 李 亚

近日，一辆货车由于转弯半径过大，车身
及运载货物发生倾斜导致车辆无法移动。由
于未及时合理处置，引起该路段大面积堵塞。
令货车驾驶员没想到的是，由于事故发生后自
己未及时在来车方向摆放警示标志，受到了驾
驶证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当日7时许，沙坪坝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
队接到报警求助，在沙坪坝区凤西路附近有一
辆货车横在路上，由于驾驶员未及时在来车方
向摆放警示标志，导致社会车辆在临近被困点
时无序汇车，引发该路段交通拥堵。接警后，
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重型半挂牵引
车由于货物倾斜后车身无法移动，导致车道被

占。由于此刻正值早高峰，车流量逐渐增大，
民警立即组织周边警力摆放安全设施、疏导交
通，并联系指挥中心调度临时找来一辆挖掘
机。在民警的指挥下，挖掘机助力货车驶离被
困点，货车驾驶员成功开动车辆。20 多分钟
后，在民警和相关人员的共同协作下，该路段
的交通恢复正常。

经 了 解 ，驾 驶 员 任 某 驾 驶 一 辆 装 有
33.460KG下水道钢管的重型半挂牵引车（核定
载货 34KG），经凤天路向石新路方向行驶。
当车辆行驶至石新路附近转弯时，驾驶员任
某因判断不足，车辆转弯幅度过大导致车身
前部发生倾斜，无法移动，对道路通行形成
阻碍，且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从而引发

交通堵塞。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机动车驾

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
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
罚款。据此，交巡警依法给予任某驾驶证记3
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警方提醒：驾驶挂式牵引货车的驾驶员在
转弯时应仔细观察，控制好车辆转弯半径，以
免发生交通事故。如遇车辆故障或发生交通
事故车辆无法移动时，请按规定设置警告标
志，提醒来车注意安全、有序避让，并及时联系
警方、救助人员及时转移车辆，确保交通安全
畅通。

记者 唐孝忠

快 讯

提个醒

业委会与雇员不能形成劳动关系
法官建议完善法律法规，赋予业委会为雇员缴纳社保的资格

阻碍交通未提醒来车 货车司机被记分罚款

9月22日-30日
扫描二维码
参与答题

普法课堂

行纪合同中
受托人的权利义务

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
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
同。在行纪合同中，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贸
易活动的人是行纪人。

《民法典》第九百五十五条规定，行纪
人低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卖出或者高于委
托人指定的价格买入的，应当经委托人同
意；未经委托人同意，行纪人补偿其差额
的，该买卖对委托人发生效力。

行纪人高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卖出或
者低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买入的，可以按
照约定增加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
确定的，该利益属于委托人。

委托人对价格有特别指示的，行纪人
不得违背该指示卖出或者买入。

《该法》第九百五十六条规定，行纪人
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除委
托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外，行纪人自己可
以作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

行纪人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仍然可以
请求委托人支付报酬。

该法第九百五十七条规定，行纪人按
照约定买入委托物，委托人应当及时受
领。经行纪人催告，委托人无正当理由拒
绝受领的，行纪人依法可以提存委托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