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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渝AE0388奔驰车（S350）遗失多年（含机
动车登录证书、行驶证），特此声明。 车主：
刘志皋（身份证号510213196501174413)

公告
我单位在执法过程中，依法扣留了机动车372辆。现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凡在我单位辖区内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以及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被扣留机动车的驾驶人、所有人等法定相关人三个月
内持相关手续到重庆市公安局大渡口区分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接受处理。

二、逾期未接受处理的，我单位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之
规定依法处理被扣留车辆。特此公告。

重庆市公安局大渡口区分局 二O二二年五月十二日
附件：扣留车辆明细

1、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LATZCKZY7J5112448；2、渝BW7050,绿黑二轮
摩托车,无车架号；3、渝ADD923,红色二轮摩托车,LBPPCJLR7A0188656；4、
无 牌, 红 色 货 三 轮 摩 托 车, 无 车 架 号 ；5、渝 A6CE59, 灰 色 面 包 车,
LS4AAB3D3BA024500；6、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CKMHCY16100266；7、
渝A8SD63,白色面包车,LSYBCAAA26K026321；8、无牌,红色三轮摩托车,
无车架号；9、无牌,红色三轮摩托车,CKMHCY15M2016060670；10、无牌,红
色客三轮摩托车,LDFUHU406GA006108；11、渝B08T13,黄色出租车,无车架
号；12、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3、无牌,红色三轮摩托车,LWM
HCKZHX91022736；14、无牌,红色电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5、无牌,黑白高
架摩托车,BSEN3001170805490；16、无牌,红色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7、无
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8、渝 D46662, 白色二轮摩托车,
L2BL16124HBA24408；19、渝CM3239,灰色面包车,LS4AAB3D68A123997；
20、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1CJP05G4400347；21、无牌 ,黑色小型汽车,无车架
号；22、无牌,蓝白色二轮摩托车,LLPVGB504E1J28112；23、无牌,蓝色高架摩
托车,LWMYCKLA4D1000641；24、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25、无
牌,白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26、渝 AAD588,红色二轮摩托车,LAZX
CHL469B300123；27、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28、无牌,黑色二轮摩
托车,LS2TCAJFXF2GA2956；29、无牌,红色客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30、无
牌,红色客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31、川AD873P,红色小型汽车,LKHBG
2AJ38AW27286；32、渝 FTZ310,黄色二轮摩托车,LLCLPJ6F4CE600790；
33、无牌,红色客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34、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LP7HGK
（VIN）000160；35、无牌,红色客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36、渝CWK067,红色
二 轮 摩 托 车,LC6PCKD3790051428；37、渝 G31A57, 灰 色 小 型 汽 车,
LDC733K2870529014；38、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39、无牌,黑色高
架摩托车,CHYP10551000346；40、湘FY5797,红色客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
41、渝B75M66,灰色小型汽车,L6T7814Z3EN149214；42、无牌,红色货三轮
摩托车,CKMHGY170110150；43、无牌,白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44、无牌,
白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45、无牌,白色高架摩托车,无车架号；46、无牌,红
色货三轮摩托车,HLD60V1000WA15072257；47、无牌,红色客三轮摩托车,
无车架号；48、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49、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
车,无车架号；50、渝BR7123,蓝色中型货车,LJ11KCBC9A1041693；51、无牌,
红色货三轮摩托车,YM2019060140；52、渝AR237Y,灰色面包车,LZWAC
AGA1E1164369；53、无牌,灰色小型汽车,KL1FC6EG4AB113618；54、渝
BWW360,灰色小型汽车,LS4ASB3E9FA732617；55、无牌,黄色客三轮摩托
车,无车架号；56、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57、无牌,蓝色二轮摩托
车,300081630；58、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59、无牌,红色货三轮
摩托车,无车架号；60、无牌,白色客三轮摩托车,LDFUHU205EA003233；61、
渝DG6753,红色货三轮摩托车,LAZHDNZ29JB900175；62、无牌,红色三轮摩
托车,无车架号；63、渝A615B6,灰色面包车摩托车,LS4AAB3D69A023058；

64、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65、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
号；66、渝GW2120,灰色面包车,LS4AAB3R39A097341；67、无牌,红色客三
轮摩托车,无车架号；68、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69、无牌,白色货
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70、无牌,红色客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71、无牌,红色
货三轮摩托车,LC4HCKZ05H0D00158；72、无牌,灰色面包车,LSYAFA
AM1BG402078；73、琼AG8363,灰色小型汽车,LVVDB14B47D221204；74、
渝A628SZ,白色小型汽车,LGXC16DF8D0034014；75、无牌,红色客三轮摩托
车,无车架号；76、川CN7591,红色客三轮摩托车,LDFUHU107C1003426；77、
无牌,红色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78、无牌,红色客三轮摩托车,LDFUHU
104DA005507；79、渝CTP110,红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80、渝DS8229,黑
色二轮摩托车,LXDPCKL03H2C27411；81、无牌,白色二轮摩托车,L2B
B19E19GB928927；82、渝C293E9,黑色二轮摩托车,LD6TCJ1A4HF202347；
83、渝D622J0,白色小型汽车,LB37844Z2HH131778；84、无牌,红色货三轮摩
托车,LC4HCKZ03G0D00285；85、渝 B0S322,灰色面包车,LS4AAB3D39A
267802；86、渝A6656E,黑色小型汽车,LSVA10336CN557054；87、渝AB0273,
红色二轮摩托车,LAPPCJ13X70003309；88、渝D7K927,红色小型汽车,无车
架号；89、渝AN510G,灰色面包车,无车架号；90、无牌,棕色客三轮摩托车,
LDFUHU207EA002908；91、无牌,灰色客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92、渝
B27Z31,灰色面包车,LS4BAB3DX7G018864；93、津KKM328,白色小型汽
车,LS5A3BBR1AA505573；94、渝 B9Z536, 黑 色 小 型 汽 车,LFVBA24B
543020240；95、渝AZ2U01,灰色小型汽车,LS5A2ABE46B097534；96、无牌,
红色货三轮摩托车,G0CY201604204；97、渝A6AW11,黑色小型汽车,LVV
DC11BX7D069785；98、无牌,蓝色货三轮摩托车,CKMHCY1703/3551；99、
渝B60L06,红色小型汽车,LS5W3ADR26B072313；100、渝ACJ0766,黄色客
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01、渝AE68N5,灰色面包车,LS4AAB3R4AA522490；
102、无牌,灰色面包车,LGK022K62A9225310；103、渝A56F23,灰色面包车,
LS4AAB3D49A205373；104、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05、无牌,
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06、渝A9P761,银色小型汽车,LBEPCCD
K24X024507；107、渝 BLU601,黑色二轮摩托车,LS2PEAMFXF22A4490；
108、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LLCLPJU011A400014；109、渝D53587,黄色二轮
摩 托 车,LW0TCJP30H0001718；110、川 A61JU8, 灰 色 面 包 车,LCKG42
G95B9J91733；111、无牌,蓝色客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12、无牌,灰色小型汽
车,LDC733K297067619；113、渝 A331RE,灰色面包车,无车架号；114、川
XJ899D,灰色面包车,LGK022K62A926842；115、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无车
架号；116、无牌,白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17、无牌,红色客三轮摩托车,
LDFUHU208GA000524；118、无牌,蓝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19、无牌,
红色四轮代步车,无车架号；120、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21、川
U82225,红色客三轮摩托车,LDFUFL11XDA004614；122、无牌,黑色二轮摩
托 车,LFFYJV8C3J1F00250；123、无 牌, 红 色 货 三 轮 摩 托 车,LTLHW3
T0LH0991228；124、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25、无牌,黑色二轮
摩 托 车,LS2PEAMD5L2001442；126、渝 AFQ221, 红 色 二 轮 摩 托 车,
LZ4S05853F1069067；127、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LDUEEY2F2A060589；
128、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LAPRCJ109J0020091；129、渝A8U266,黑色小型
汽车,LH17CHCF0DH000107；130、渝AAN861,红色二轮摩托车,LBBPEK
5C2AB431289；131、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32、无牌,绿色二轮
摩托车,无车架号；133、渝DBN783,白色小型汽车,LS5A3BBD4BA571007；
134、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J0CY201511752；135、无牌,棕色客三轮摩托
车,无车架号；136、无牌,灰色面包车,LS4BDB3D76A07440；137、渝B1Y591,
灰色面包车,LS4BCB1D26A049847；138、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HHCG
Z10FB142243；139、无牌,红色客三轮摩托车,LKBBHCCC0CY003845；140、
无牌,棕色客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41、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

142、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BD170F190100022；143、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
车,CKNHCY15M201603548；144、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45、
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46、渝 A180X7,红色货车摩托车,
LVAV2JBB40E029102；147、无 牌, 红 色 货 三 轮 摩 托 车,CKMHCYD2D
2015050098；148、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2019-F0511；149、渝BQ3700,黑
色小型汽车,无车架号；150、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51、无牌,红色
货三轮摩托车,CKMHCY160903557；152、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
号；153、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54、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
车架号；155、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56、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
车,无车架号；157、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LUHTCJN09F0S00196；158、无牌,红
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59、无牌 ,白色二轮摩托车,L28TCJDK2J1812518；
160、渝CYE309,绿色二轮摩托车,LBBPEKKA1AB821836；161、贵BD5977,
红色客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62、渝B11B35,灰色小型汽车,LSYAFAA
M2FG261039；163、渝 A0270L,白色小型汽车,LBEXDAVA7EX224985；
164、w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65、渝BPV368,黑红二轮摩托车,
LLMTCJ040KL35343T；166、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LCS2BJTE9G109103；
167、无牌,白色面包车,LS6CJE36LG171244；168、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
无车架号；169、无牌,红色客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70、无牌,红色客三轮摩托
车,无车架号；171、无牌,红色客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72、无牌,红色货三轮
摩托车,无车架号；173、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SLD20171101-S56010；
174、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75、D6678,红色客三轮摩托车,无车
架号；176、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77、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
LTLHBNZ23L0207171；178、无牌,红色客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79、无牌,红
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80、无牌,红色客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81、无
牌,红色客三轮摩托车,LDFUHU105C1002868；182、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
无车架号；183、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84、渝ABH603,橙色客三
轮摩托车,LDFUPL10XB2004840；185、无牌,红色客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
186、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LC4HDNZ86G800842；187、渝D536T5,白色面
包车,LS4BDC1R76A027857；188、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89、渝
BE6000,红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90、无牌,红色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
191、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LBBPEJ3EXHBH06340；192、无牌,红色货三轮
摩 托 车,LW8HJDZ00GF002351；193、渝 CUB663, 红 色 二 轮 摩 托 车,
LC6PCK6L6B0047555；194、无牌,白色二轮摩托车,LBJTCJ3A6JA103819；
195、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196、1002292,红色客三轮摩托车,无车
架号；197、无牌,橙色客三轮摩托车,LDFUFL126FA001298；198、无牌,红色货
三轮摩托车,CKMHCY15M201E060790；199、无牌,白色二轮摩托车,LXD
TCJP0XL5233052；200、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201、无牌,红色客
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202、无牌,蓝色二轮摩托车,LD6TCJ12E8KL005580；
203、无牌,黄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204、无牌,蓝色二轮摩托车,
LD6TCJ2F4GF200825；205、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206、无牌,红
色货三轮摩托车,LC4HCKZ076H0D00334；207、无牌,黄色客三轮摩托车,
LE31001551410100；208、无牌,蓝色二轮摩托车,Y139QMAA0326065；209、
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LTLHBK206K0201165；210、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
车,201709157370；211、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2016100408；212、无牌,红
色货三轮摩托车,S15060000002；213、川 EBX930,银灰色小型汽车,LGK
G42G9599990521；214、渝A3C352,灰色面包车,LS1D1111998232670；215、
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LP7HDEZ0XE0001058；216、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
车,无车架号；217、湘H7393P,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218、无牌,棕色客
三轮摩托车,LKBBHCCC3BY021898；219、渝DH8967,黑色小型汽车,LGB
F5AE04GR017215；220、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221、无牌,红色货
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222、川FL0173,红色轻型货车,LJVH84D94JYX21964；

223、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LP7HDEZ06E0002417；224、无牌,蓝色货三轮
摩托车,无车架号；225、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226、无牌,红色货
三轮摩托车,LAAAHUNW6K500045；227、无牌,红色客三轮摩托车,无车架
号；228、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LCS2BJT49F1090272；229、无牌,黑白二轮摩
托车,LS2TCAKN2J2001377；230、无牌,蓝色二轮摩托车,62F1FJ-3AD9
0522；231、无牌,蓝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232、无牌,红色客三轮摩托车,
无车架号；233、渝C759L5,黑色二轮摩托车,LBBPEKDC9HBF00963；234、无
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LW8NJDZ09GW000384；235、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
车,无车架号；236、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HLD1605-00602；237、无牌,蓝色
二 轮 摩 托 车,LX8PCJ4043F004073；238、无 牌, 白 色 电 三 轮 摩 托 车,
HW18043673；239、渝AT281Y,灰色面包车,LS4ASB2R7FF036T34；240、悬
挂：渝ALM912,白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241、无牌,白色二轮摩托车,
BJTN2J1000086；242、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LFFYGV6EXK1C00015；243、
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LYFTCJPC3K8B02694；244、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
LWM1CJPH3H1028110；245、渝 B7M785, 黑 色 小 型 汽 车,LSGGF53W9
BH224774；246、无牌,白色二轮摩托车,LUHTCK002H0005038；247、鲁
YVJ066,灰色面包车,LNBMCVAA8DR310981；248、渝BD356学,白色小型
汽车,LS5A2ABE1EA126797；249、无牌,白色二轮摩托车,LS2TCAJFTH
2CA0116；250、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LS2TCAJH8J2006174；251、无牌,蓝
色二轮摩托车,LS2TCAJEXH2R0092B；252、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LYE
TCJPC7J8F08251；253、无牌,白色二轮摩托车,L2BL05B2LKM407081；254、
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LCS2BJP35E1000213；255、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
LBJTCJ3A2JA105356；256、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257、渝
BAX638,黄色二轮摩托车,LAAAAKJS2B0005549；258、渝D658E2,白色小
型汽车,LSYBCAAA2AK050756；259、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LS2TCAJEX
H2RJ0270；260、渝C27V89,红黑二轮摩托车,LT4TBK501GZ065039；261、
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LZ8TCJDK7L1129720；262、渝AC68L3,黄色面包车,
LSYBCAAA0AK132842；263、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HL7TCAJ21L1S20384；
264、渝BTB602,黑色二轮摩托车,LZSPCKLR4F1202627；265、无牌,红色货
三轮摩托车,LWMHDMZ2XG1020194；266、渝AQ841H,白色小型汽车,LS
VG746RXK2023331；267、悬挂：渝CAQ830,红色二轮摩托车,LS2TCAJS2H
2ET4783；268、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LLPTGJLA6J2010967；269、无牌,白色
二 轮 摩 托 车,LAFFEZC89HHD81472；270、无 牌, 红 色 货 三 轮 摩 托 车,
LW8HDLZ36EW000784；271、悬挂：渝CFR231,白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
272、无牌,白色二轮摩托车,L1UGCNL73LA014354；273、无牌,白色二轮摩托
车,LT4TBJP90LZ062004；274、DZ1896, 白色二轮摩托车,LAAAAKKW
9E0000404；275、渝A601UZ,黑色小型汽车,JN1CAUA33Z0164846；276、无
牌,黑色二轮摩托车,LXDT0JP01L5231058；277、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
LS2TCAJF1G2GA1017；278、渝 C2S086,红色货三轮摩托车,LXYHCLZ
07C0008744；279、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 ；280、无牌,黑色二轮摩托
车,无车架号；281、悬挂：渝AP5085,白色二轮摩托车,LPPTCJPH1K1H01025；
282、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LJYTCJF20D3J00197；283、无牌,黑色二轮摩托
车,LTZTCJP6H2452；284、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LW0TCJP56E0L01869；
285、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286、渝DV4653,红色二轮摩托车,
LAEFUPC88K8Y12623；287、无牌,白红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288、无牌,灰
色二轮摩托车,LTZTCJP6H1314；289、无牌,白色二轮摩托车,LCMLCND
J8FF134365；290、无牌,紫色二轮摩托车,LMHTCJPZ3H0E00296；291、无
牌,黑色二轮摩托车,LYNTGKKC0JA090269；292、无牌,蓝色二轮摩托车,
LFFYGV6E0H1K00014；293、无牌,白色二轮摩托车,磨损；294、无牌,白色二
轮摩托车,LB7TJC1B1JC044220；295、无牌,蓝色二轮摩托车,LBMTEJP
39F1011562；296、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LBMTCJP39F1011562；297、无牌,

黑色二轮摩托车,LCS1BJTC1K1061751；298、无牌,白色二轮摩托车,
LCS1BJTK0J1000042；299、无牌,灰色二轮摩托车,LBBTEJ5M49B241624；
300、悬挂：川M976D3,黑红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301、无牌,黑色二轮摩托
车,LS2TCAJE0H2SA1021；302、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车架号不好识别；
303、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304、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LYXTCKP
D0L0311754；305、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306、无牌,红色二轮摩托
车,无车架号；307、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LJ51EBMA5L1100042；308、无牌,
红色货三轮摩托车,LD2016Z200201609045；309、悬挂：渝KDG606,黑色二轮
摩托车,车架号不好识别；310、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LYDTCJJ302
D1100318；311、无牌,棕色二轮摩托车,LM0SJV8C9H1H01168；312、无牌,
红色二轮摩托车,车架号不好识别；313、无牌,蓝色二轮摩托车,LB7TJCK
03HP248033；314、无牌,白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315、渝HGM318,黑色二
轮摩托车,无车架号；316、渝AK5975,黑色小型汽车,LGBF1DE098R119916；
317、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LPPPDKLAXL120106H；318、悬挂：渝CKP052,
红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319、悬挂：浙 JL2343,绿色二轮摩托车,
201208100466；320、渝 AXQ696,白色小型汽车,车架号已磨损；321、川
U88776,红色三轮摩托车,LDFUFL111DAU08633；322、无牌,黑白二轮摩托
车,YFTCJPC9C8T36973；323、川U89959,红色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324、无
牌,蓝色二轮摩托车,LKKTCJ3B3JA201419；325、C5825,红色二轮摩托车,无
车架号；326、无牌,灰色三轮摩托车,DM2F7D1008955；327、渝ADW303,灰
色面包车,LS4ASB3E0EG246354；328、无牌,白黑二轮摩托车,LCS2BJTP
9J1092350；329、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LZXXCAL1095600252；330、无牌,黄
色二轮摩托车,LAEF6PC89G8H00899；331、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LS2TCA
JS3J2WT1156；332、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LS2TCAJF0G20P223；333、渝
D46489,红色二轮摩托车,LLCLPJX09HA400657；334、无牌,黑色二轮摩托
车,LX6TJ33B5J5500742；335、无牌,灰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336、渝
D84552,红黑二轮摩托车,LSNTBJ2A6H0003562；337、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
LAEFWCCJ1H8YP2256；338、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LB7TJC1A0EC014235；
339、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340、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
341、无牌,白色二轮摩托车,LS2TCAKE6J2005786；342、无牌,白色二轮摩托车,
LJ7T0K3B9HB704003；343、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LXDT0KB09E4300204；
344、无牌,白色二轮摩托车,LFETGJAM7G1801912；345、无牌,黑色二轮摩托
车,LS2TCAJEXJ2RJ0064；346、无 牌, 白 色 二 轮 摩 托 车,LZ4X05A07H1
055079；347、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无车架号；348、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
LAEFW0C8XG8S28045；349、渝 AAE009, 红 色 二 轮 摩 托 车,LZXPCKL
22A0606540；350、川SSK519,黑色小型汽车,无车架号；351、渝AU2057,红色
二轮摩托车,LBBPEJ0F7AB418825；352、渝AYM557,棕色小型汽车,无车架
号；353、无牌,灰色二轮摩托车,LZ8TCJDK0H17155T1；354、无牌,黑色二轮
摩托车,LAEFFZC85JHD80824；355、渝 AEP830,白色二轮摩托车,LLC
LPJX07EA400412；356、无牌,红色货三轮摩托车,无车架号；357、无牌,银色
二轮摩托车,LOS1BJTK8F1002421；358、无牌,白色二轮摩托车,L2YTCJPJ
1J0Y87405；359、无牌,白色二轮摩托车,L5DTCJD2XFAL04021；360、无牌,
黑色二轮摩托车,LAEFWDCJ6H8HA0230；361、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
LYFTCJPC9G8X02706；362、渝A3P846,黑色二轮摩托车,LAPXCHLU14A
000321；363、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LXD10JB02L5234861；364、渝DV4060,
黑色二轮摩托车,LN4TCAJA5K1F06953；365、渝A387FA,白色小型汽车,
LGWEF5A5XJH575857；366、无牌,白色高架摩托车,LCMLCNDJ2CF030171；
367、无牌,黑色二轮摩托车,LD6TCJ1AKF201860；368、无牌,黑色二轮摩托
车,L2BK05B27JB228050；369、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LJ5TE2YA3G1053412；
370、无牌,红色二轮摩托车,LLMTCJ096FL088054；371、无牌,红色二轮摩托
车,车架号磨损；372、无牌,蓝色二轮摩托车,LV7AH5404HA018850。

遗失2020年09月27日核发的重庆乾运邦
实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MA5U33LU7E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乾运邦实业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500112
7212962)、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127212963)，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确认函
根据重庆锦联东信实业有限公司（下称：转让

方）与沈玲（下称：受让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转让方已将对中安安产科技发展有限集团公司（下
称：债务人）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了受让方，该债权及
相应的从权利均由受让方享有及行使。债务人应自
本公告之日/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之日（二日期较先
者）立即直接向受让方履行付款义务，否则受让方有
权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特此确认！
附表：

重庆锦联东信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2日

序号

1

项目名称
中安安产科
技发展有限
集团公司

本金余额

7500万元

利息
及相应利息（含
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

案件号
（2019）渝05
民初5214号

减资公告：经重庆优颂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1MAAC0TA099)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97万
元，即将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减少到3万元。按《公司法》规定，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联系
人:宋小会 电话:18983500768 重庆优颂商贸有限公司 2022.5.12

减资公告：奉节县夔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236MA6154FE7C）经股东会决议，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万人民币减至10万人民币。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特此公告，联系人：秦燕，联系电
话15002350586，地址：重庆市奉节县永乐镇铁甲村7社4号1幢。

近日，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印发《重庆市
金融服务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建立重点地区和
受困人群的金融服务应急机制。满足条件的
人群，可申请个人住房等贷款延期还款。

《方案》主要包括加大货币信贷政策支
持力度、加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支持
力度、提升金融服务供给水平、保障基础金
融服务通畅、优化外汇和跨境人民币服务以
及加强组织保障、政策宣传和监测通报等六
大方面，共26条具体措施。

在“加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支持
力度”，专门提出了，建立重点地区和受困人
群的金融服务应急机制。

具体而言，各金融机构要建立受困人
群的金融服务应急机制，通过内部资金转
移定价、实施差异化的绩效考核办法等措
施，提升受疫情影响居民、市场主体的金
融供给水平。

对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
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以及受疫情
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金融机构要
及时优化信贷政策，区分还款能力和还款意
愿，区分受疫情影响的短期还款能力和中长
期还款能力，对其存续个人住房等贷款，灵
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延长贷款期限、
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予以支持。

对出租车司机、网店店主、货车司机等
灵活就业主体，金融机构可比照个体工商户
和小微企业主，加大对其经营性贷款支持力
度。对于因疫情影响偿还贷款暂时困难的
运输物流企业和货车司机，支持金融机构合
理给予贷款展期和续贷安排。

此外，针对受疫情影响不能按时还房贷
的情况，《方案》进一步提出，优化住房领域
金融服务。各金融机构要坚持“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围绕“稳地价、稳
房价、稳预期”目标，落实好差别化住房信贷
政策，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4月CPI重回“2时代”。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4月份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显示，CPI同比上涨
2.1%，环比上涨0.4%。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
解读表示，4月份CPI温和上涨，主要是受
国内疫情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等
因素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做好保
供稳价，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稳
中有降，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回落
0.2个百分点。

就环比看，4月份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1.2%转为上涨0.9%，影响CPI上涨约0.17
个百分点。食品中，因疫情期间物流成本上
升，加之囤货需求增加，薯类、鸡蛋和鲜果价
格分别上涨8.8%、7.1%和5.2%；随着生猪
产能逐步调整、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工作有
序开展，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9.3%转为上
涨1.5%；鲜菜上市量增加，价格由上月上涨
0.4%转为下降3.5%。

非食品价格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
0.1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2个百分点。
非食品中，受国际油价变动影响，汽油和柴油
价格分别上涨2.8%和3%；受小长假因素影
响，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费和长途汽车价格
分别上涨14.9%、6.8%和1.5%。

就同比看，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1.5%转
为上涨1.9%，影响CPI上涨约0.35个百分
点。食品中，鲜菜、鲜果、鸡蛋和薯类价格分
别上涨24%、14.1%、13.3%和11.8%，涨幅比
上月均有扩大；猪肉价格下降33.3%，降幅比
上月收窄8.1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
2.2%，涨幅与上月相同，影响CPI上涨约
1.78个百分点。非食品中，汽油、柴油和液化
石油气价格分别上涨29%、31.7%和26.9%；

住房保养维修及管理、教育服务价格分别上
涨3.1%和2.6%。

据测算，在4月份2.1%的同比涨幅中，
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0.7个百分
点，新涨价影响约为1.4个百分点。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郑后成分析表示，
4月份CPI涨幅扩大既有食品方面的因素，
也有非食品方面的推动作用。就食品看，近
期新冠疫情有所反弹，一些地方采取的防控
措施导致地区物流明显受阻，水果、鸡蛋等
价格延续上涨趋势；同时，猪肉价格同比降
幅收窄，对CPI的拖累效应减弱。就非食品
看，国际油价仍高位运行，对国内的传导也
在继续。

“二季度猪肉平均批发价大幅上行概率
较低，但猪周期在二季度末或三季度初将开
启，届时猪肉价格会迎来一轮上涨行情，对
CPI起到推升作用。”郑后成认为，后续CPI
或继续保持温和上涨。

【中国银行】 针对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
来源的客户，目前有包括延长贷款期限、延迟还本付息、设置还款宽限期在内的个人
住房贷款保障政策。客户可直接与贷款经办行进行咨询、登记，经办行核实情况后，
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合理延后还款时间等。

【中国农业银行】 对于因疫情原因提出延后还款时间等诉求的客户，符合相关
条件的均可享受个人住房贷款客户关怀政策。客户可直接与贷款经办行联系，或者
致电农行客服中心。经办行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合理延后还款时间等。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重庆分行】 对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疫情
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以及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等符合条件的客
户，提供最长6个月的延期还款服务。同时，对于客户关心的征信问题，严格落实征
信权益保护政策，明确对因疫情影响还款不变的符合条件的房贷客户，可协助开展疫
情相关的征信逾期记录调整。

【兴业银行重庆分行】 对于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人员或隔离人员、参加疫
情防控的工作人员以及疫情之下现金流受到影响的存量房贷客户，提供手机银行在
线办理“随薪供”还款，最长可3年只还利息，暂缓归还贷款本金，纾解还款压力。

房贷可延期最长6个月

重回“2时代”
4月CPI同比上涨2.1%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琼英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份，尽管国
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但各地区各部
门坚决贯彻落实保供稳价决策部署，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有所回落。

环比看，PPI上涨0.6%，涨幅比上月回
落0.5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0.8%，涨幅回落0.6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
格上涨0.2%，涨幅与上月相同。国际原
油、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国
内相关行业价格涨幅回落。

同比看，PPI上涨8%，涨幅比上月回
落0.3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10.3%，涨幅回落0.4个百分点；生活资料
价格上涨1%，涨幅扩大0.1个百分点。保
供稳价政策效果继续显现，调查的40个工
业行业大类中，价格涨幅回落的有22个，
比上月增加1个。

据测算，在4月份8%的PPI同比涨幅
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5.9个百
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2.1个百分点。

相关

4月份PPI涨幅回落

4

月
份C

P
I

温
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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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9%
猪肉价格下降33.3%

鲜菜价格上涨24%

鲜果价格上涨14.1%

鸡蛋价格上涨13.3%

薯类价格上涨11.8%

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2%
汽油价格上涨29%

柴油价格上涨31.7%

液化石油气价格上涨26.9%

住房保养维修及管理上涨3.1%

教育服务价格上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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