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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四川中鑫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钟亮法人章 （编号：5101
006021244）遗失作废。
●成华区冯冯雪商贸中心营业
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510108MA6CHD9C2G） 正 副
本、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洋浦乾鸿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四
川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5972624407）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兹有黄淼持有成都市华兴住
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凯华丽
景5-2-2084收据3293291号金
额60000元、契税收据3293237
号总金额3320元不慎遗失，特
此声明原件作废。
●刘毅珊刘毅冰 （购房人）商
品房买卖合同 （合同编号：SQ
JCD-HT-XD-2018-003备案时
间 ：2018年8月9日）收据一张（
金额 ：160000元 ， 编号 ：1001
836），遗失作废。
●四川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06009
144）、合同专用章（编号：51010
08306961）遗失作废。

● 遗失声明
本人赵丙伍 （身份证号码:5115
2619941203151X） 于2018年10
月28日购买位于佳年华广场，
房号为2栋308号房屋的购房款
收据一张 （收据号：0005746，
金额:235000.00元） 及此套房
屋的购房合同一份同时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黄萍 （身份证：5139021990
08227302） 金都华府5栋1单元
2504号， 购房收据 （编码：00
11717），遗失作废。
●武侯区锦绣查理布朗咖啡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0
107600695072)、 公章财务章
法人章均遗失作废。
●成都鑫丰益酒业有限责任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
104790036189N）经法人(股东
决定予以注销，特此公告。

● 遗失声明
成都锦江区邦信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原法人陈伟法人章 （编
号：5101045036737）遗失作废
●四川万众合食品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6MA644M2P0
H ）、 公章 （编号：5101060318
659）、 财务专用章 （编号 ：5
101060318660）、 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060318661）、 邢光
宇法人章（编号：510106031866
2）均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广鲸科技有限公司财务
章编号5101060097193遗失作废
●成都杰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
05321562442X）经公司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公司。 请公司的
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相关
债权债务， 逾期按相关规定处
理。特此公告。
●成都百百巴鞋业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0924961
0）、谢伟原法人章（编号：51010
09249611）均遗失作废。
●成都幻想体育服务有限公司
陶小彬法人章(编号:510104009
3951)印章销毁证明遗失作废。

●成都市海
雍伟业商贸
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
045031570）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
45031571） 原
法人阳沁霓
法人章 （编
号：51010086
63300） 均遗
失作废。
●谭剑韦兰
兰位于成都
市金牛区蜀
光路十六号
金港湾花园二期9栋一单元四
楼十五号房产证 （监证号 ：
4033753）遗失。
●成都信腾密封工业技术有限
公司原法人章（编号：51010080
83752，5101008071324 姓 名 ：
唐卫平）、合同专用章（编号：51
01008118624）遗失作废。
●四川盛唐生态园林工程设计
有限责任公司发票专用章 (编
号:5101008753673)遗失作废。
●成都万科鑫农投资有限公司
不慎将唐昌斌私章 （编号：51
01008827545）遗失作废。

●通知： 我公司原职工张梅君
自2015年1月1日起未到公司上
班， 至今已连续无故旷工30天
以上， 已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请你见报后3日内到公司办理
劳动合同相关手续， 逾期将按
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四川阳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2日

●成都今日达金山货运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7350656990X） 正
副本、公章（编号：51010751053
85）遗失，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 成都腾远易信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2
0日在成都商报刊登的注销公
告错将“股东决定”错登为“ 股
东会决议”，现予以更正。
●成都航远科技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7000540984）、 组 织 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 （代码：7559
9762-X）、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1010775599762X）、公
章（编号：5101070004872）、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7000487
3）遗失作废。

●四川盛融汇汽车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22
MA6CHU4T6C),公章 (编号 :510
1225138342), 财务专用章 (编
号:5101225138343), 发票专用
章 (编 号 :5101225138344),张
霁诚法人章 (编号 :510122513
8345)全部遗失作废。
●青羊区鑫汇出租汽车信息咨
询服务部，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5101053063009)遗失作废。
●成都市武侯区奇异玻钢游乐
设备制造厂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 册 号 ：510107600555857）、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均遗失作废

●上海新世纪新宇运输有限公
司大客车沪BG6383、沪DL1087
成都东站汽车客运站成都-上
海加班线路牌 （线路号 ：179
112、179201）2019年3月遗失，特
此声明。
●成华区宽窄茶府， 彭著强法
人章 （编号 ：5101085127091）
遗失作废。
●四川老乡客土特产品有限责
任公司、李江法人章（编号5101
069974287）遗失作废。
●李科身份证51010319700628
2835于2019年5月13日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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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老人家都很关心种植牙究
竟痛不痛？为了寻找答案，我们近日来
走进智能牙科现场采访了数名患者。

70岁的张叔坐在休息区，跟笔者拉
起了家常，“你看我这牙齿，下面的都没
剩几颗好的了，我老伴之前来这里做过
种植牙，说痛感比打针还轻，我就来了。”

65岁的李姨是小区广场舞的领
舞，这次是来复诊的，看见笔者立马
开心地展示了自己整齐健康的牙齿，

“从打麻药到种牙结束，只花了30分
钟不到，而且医生技术好，我几乎感

受不到疼痛。现在牙齿整齐好看，朋
友都觉得我比以前好看年轻了！”

像张叔和李姨类似的案例还有
很多。据了解，相比传统的种植牙，智
能牙科“即刻用”种植牙技术具有不
翻瓣、不拆线，无切口的优势，在3D
导板导航作用下，仅需在牙龈上切出
一个3毫米的微小孔洞即可将植体植
入，而且种植位置精准、速度快，最大
限度地控制了伤口和出血量，从而降
低了患者的疼痛感，3~5分钟就能在
合适的位置上种一颗种植体，一口好

牙半小时就种好了，尤其适合身体承
受能力差的中老年人。

为了帮助更多人拥有一口好牙，
智能牙科举办“健康口腔幸福晚年”
2019中老年口腔健康中国行，缺牙市
民 可 拨 打 四 川 名 医 健 康 热 线
028-69982575预约登记，每日限前15
名获得单颗立减、指定种植体“种一送
一”等优惠，优惠日期截至8月31日。

在中国南方之滨，一个备受瞩目
的世界知名海岸度假胜地崭露头角
——鼎龙湾国际海洋度假区，一座总
投资数百亿，占地约25000亩，拥16公
里海岸线的世界滨海欢乐王国。

鼎龙湾喊你回家度假啦！

为了回馈全国各地业主的信赖，
2019年7月1日起至2019年10月10日，
只要您是鼎龙湾已签约业主，回来就
可免费享受鼎龙湾国际海洋度假区
为您准备的专享福利：

1、免费住宿9间无敌海景房（需
提前7天报名预约，可住3晚，每晚3间
房）；2、8人鼎龙湾·德萨斯水世界门
票（领取人须为已签约业主本人，并
需携带购房合同、楼款发票或楼款发
票复印件，到销售中心现场领取）。

鼎龙湾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匠心
雕琢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占
地500亩的德萨斯水世界主题公园，

自开业高峰期每日迎来上万游客，未
来还规划有约3000亩的海洋王国主
题公园、近万亩的野生动物王国主题
公园、15家国际知名品牌的星级酒店
王国和数万平方米海洋温泉，真正让
业主足不出户饱览世界。

迄今为止，鼎龙湾已成为全国数
万业主的选择，成为来自全国近200
座城市人们的“第二故乡”，同时还
创新性地在全国数十个一、二线城市
开放海洋生活体验馆，引领全国海洋
文旅亲海模式体验。

这个夏日，带上家人和朋友，一
起回家吧！ （广告）

鼎龙湾喊你回家度假啦！

种植牙到底痛不痛？数名亲身经历的患者这样回答

山西男子杀人焚尸
逃亡23年后落网
被抓时因思念家人痛哭

8月11日下午20时许，两辆警车徐
徐驶入德阳市公安局罗江区分局大
院，一名戴着手铐脚镣的男子在民警
的看押下走出警车。被抓男子冀某军，
44岁，山西大同人，1996年曾在山西大
同涉嫌杀人，随后改名潜逃至广州、成
都、德阳等地，逍遥法外长达23年。近
日，德阳市公安局罗江区分局在德阳
市公安局相关部门的协助下，成功将
要犯冀某军擒获。

杀人焚尸犯下大案

1996年3月，冀某军在山西大同新
荣区李花庄村，因为情感纠纷持菜刀
将同村人员郭某娥砍死并放火焚烧了
尸体。案发后，冀某军驾驶自有摩托车
连夜逃往几十公里之外的大同市火车
站，在低价卖掉摩托车后，于次日上午
坐火车经太原中转至广州，后在广州
市一处废品收购站打小工谋生，并在
该废品收购站一躲就是10年。

2006年左右，因废品收购站拆迁，
冀某军又潜逃至成都市龙泉驿区，并在
该地多处建筑工地打工，期间认识了大
自己十几岁的周某英（女，德阳广汉
人），两人在2013年左右确立了男女朋
友关系。2015年左右，周某英回到德阳
广汉老家，冀某军也在靠近广汉的青白
江区某工厂打工。

亡命天涯23年

逃亡期间，冀某军一直过着隐姓
埋名的日子，其自称费尽周折弄到一
张与自己眼睛特征高度相像、名叫“刁
某龙”的身份证，多年一直对外（包括
女友周某英）称自己是孤儿，并一直冒
用“刁某龙”的身份。因时刻担心被抓，
在亡命天涯的23年期间，冀某军不敢
参与社会交际，除女友周某英及其家
人外，生活圈极度单一。

今年7月，罗江区公安分局对在逃
人员库进行梳理分析，发现进入德阳
辖区一名叫“刁某龙”的男子与1996年
山西杀人嫌疑人冀某军特征有些相
似。后经反复论证，最终确定“刁某龙”
就是冀某军本人。“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刁某龙”话
音刚落，守候已久的便衣民警迅速上
前将他控制。8月11日下午7时许，顶着
30多度高温“桑拿”天气，浑身汗湿的
蹲守民警们终于完成抓捕任务。23年
逃亡生涯的结束，让冀某军受尽煎熬
的内心终于解脱。在被抓获时，他对着
民警含泪痛哭：“即使判处我极刑，我
也能接受，因为我终于可以回家了，终
于可以看看年迈的父母，终于可以看
看自己23岁的女儿长什么样子了。”

郑全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去年12月，邓先生接到了成都一家IT公司招聘
制作人的面试邀请，面试他的人正是郭剑。面试过程
中，邓先生被告知此次招聘的并非是普通员工，而是
合伙人。在邓先生面前，郭剑自称是国内某大型互联
网公司高级vp、北京小孩子科技公司合伙人（腾讯
投）、长路体育市场vp……开始大肆吹嘘自己的能
力，不仅有丰富的从业经验，还有丰富的人脉推广资
源。“他还说自己是某大型电商平台隐形股东，能在
该平台拿到三折货品，并且许诺高薪分红等利益。”
听到这些，邓先生有些动心，不过仅凭对方一面之
词，邓先生不敢妄下决定。

接着，郭剑又向他介绍了自己另一位合伙人杨
某，杨某在行业内小有知名度，其公司确实为国内大
型互联网公司合作企业，“三方合作开发软件，他通
过杨某来证明自己有这方面的资源。”接下来一周
内，郭剑带着邓先生出入各种高档餐厅吃饭，接送都
是用玛莎拉蒂、奔驰等高档车，并约见“业界大佬”，
以展示其雄厚资金和丰富的人脉资源。邓先生说，
在游戏、软件行业能把软件做出来很容易，但是要得
到有效推广，把利润做出来是很难的，需要市场资源
去推广，而郭剑提供的市场资源都是非常优质的。

入伙没多久，郭剑称与现公司合伙人杨某有
矛盾，准备自立门户出来单干，希望邓先生及员工
们跟着他一起来做项目。于是在春节前，成都敏峰
科技公司成立了。“后来发现，成立新公司不是为了
软件开发，而是一场骗局的开始。”邓先生说，郭剑
常常称自己临时有急用，身上没有现金，需要借三
四百块，不过一般早上借了下午就归还。春节过后，
他开始以各种多借少还的方式大量借钱，先后借了
800元，1500元，1200元，但最后只还了1800元。到后
来开始拖欠员工工资，“入职半年，只给我发了1个
月工资。”邓先生说。

另一名员工小宋告诉记者，自己也有相同的经
历。郭剑以工作上直系上司的关系多次借钱并久借
不还，团年、聚餐等费用也是找自己借的，而自己则
有三个月工资未发。

今年4月，郭剑自称回北京筹钱，将北京小孩子
科技公司的股份卖掉用于新公司运营。数日之后，郭
剑返回成都，还带回了小孩子公司的一些产品，但钱
却没有筹到。5月中旬，郭剑又告诉大家要去上海拉
投资，没想到一去不返。6月20日左右，郭剑在员工群
里发了一条留言：“解散吧，工资三个月内处理。”

8月8日，记者来到位于天府五街的成都敏峰科
技公司，该公司办公室已经被清空，无人办公。“借给
他的钱，加上投资、拖欠的工资，总损失大概有20万
左右。”邓先生说。

除了合伙人、员工，投资人朱
女士不仅投了钱还投了感情。朱
女士说，2019年1月在一个约饭软
件上认识了郭剑，后来两人时常
一起见面吃饭，聊天，郭剑提出借
钱，朱女士不好意思就借了。认识
一段时间后，两人确认了恋爱关
系，郭某便找到她投资。如邓先生
遇到的情况一样，郭剑多次提到
自己是北京小孩子公司的合伙
人，在很多知名公司有股份，还把
现在成立的成都公司另外两个合
伙人的简历发给朱女士。“查过资
料，成都公司的合伙人是真实存
在的。”朱女士说，自己也是做IT

的，知道人才储备很重要，因此很
信任，投了15万。

大概4月份的时候，朱女士
发现郭剑有些不对劲，不仅连
续十几次借钱，作为一个正常
创业者，生活作息习惯也不对。

“中午12点出门，下午5点下班，
晚上喝酒唱歌，烂醉。”察觉越
来越不靠谱后，朱女士再也没
有借钱给他。到了5月份，两人关
系彻底恶化，郭剑百般拖延，一
直不还钱。到现在，公司被强制
关闭，郭剑也联系不上了。“他
欠投资人、合伙人、员工的钱大
概45万左右。”朱女士说。

8月7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联系到相关公司进行了
求证。其中，据国内某大型互联
网公司工作人员透露，在公司
员工内部通讯录中并未查询到
有郭剑这个人。同时，北京小孩
子科技公司也回应记者，“经核
实，公司无论以前还是现在，都
查无此人。”而该公司知情人曾
透露，郭剑并非公司合伙人，只
是曾经到公司来谈销售而已，
其简历是假的，并称其冒充小
孩子合伙人，严重影响到了公
司的形象，呼吁成都的合伙人、
投资人等进行报警。

另外，成都敏峰科技公司
的投资人、员工还向记者提供
了一张郭剑与长路体育公司法
定代表人张先生的聚餐合影，

“郭剑跟我们介绍张先生是目
前成都公司的首席财务官。”随
后，记者从“天眼查”查询到了
长路体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确
实为张先生，其合影照片上的
人也与新闻公开报道人物一
致。记者根据工商登记上留下
的电话，拨通后工作人员告知
记者，长路体育公司已经没有
做了，他们是一家新公司，刚刚

申请到这个电话号码。
记者试图联系郭剑进行求

证，但其手机一直无人接听，记
者同时发送短信向其说明情
况，也无回应。

高调
创业

出入高档餐馆，接送都是奔驰、玛莎拉蒂，许诺高薪分红等利益……

向员工借款数十万 90后老板设下

直到老板郭剑（化名）去“寻找投资”再无
音讯后，员工们有些慌了，借给老板的钱，还
能要得回吗？老板郭剑是一位来自广东的90
后，打着知名公司合伙人的旗帜，来到成都招
人入股创业。带着合伙人出入高档餐馆，奔
驰、玛莎拉蒂接送，频繁约见“业界大佬”，以
展示自己雄厚的资金及丰富的人脉资源。

然而，据员工称，这些高档消费，很多都是
借员工的钱支付的，而工资，也只付了一个月
的。三个月后，郭剑以寻找投资为名离开了成
都，直到6月中旬，员工们没等来投资，只得到了
一句，项目开发失败，公司解散。这时，当所有人
聚在一起沟通信息后，怀疑自己陷入了一场以
入股分红、借钱不还、假恋爱为名的“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图片据受访者

迷迷人人
骗骗局局

自称知名公司合伙人
拉人入伙搞创业

借款
不还

老板常向员工借钱
半年仅发了1个月工资

假
恋爱

找同行耍朋友拉投资
女方投了15万

调查

他的身份是否属实？
相关公司：查无此人

郭剑（左）向员工展示的与长路体育法人代表
张先生的合影

北京小孩子公司否认郭剑
为合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