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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公岩立交安装隔音屏 降噪20%以上

事业单位公招669人
部分岗位即日起报名

万利高速近期将正式通车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夏祥洲）

据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二
支队消息：昨日上午，市交通行政执
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二支队七大队在
万州区五桥收费站旁正式挂牌成立。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二支七大队
成立后，将承担原二支队五大队管理
的万忠高速万州五桥至石柱西坨段，
以及即将开通的万利高速万州马鞍
石互通至龙驹渝鄂省界段，共104余
公里的高速公路交通综合执法管理
职责。设五桥、新田2个勤务中队和
五桥、新田、龙驹3个执法窗口。

从昨日起，二支队七大队将正式
对外行使对以上管辖路段的交通安

全、运政、路政等交通综合执法管理职
责，其大队主要办公场所在五桥收费
站旁，车主或相关单位如需处理在以
上路段的相关事宜，可直接在七大队
及相关执法站点，万忠高速相关事宜
不用再到二支队五大队（办公场所在
万州天城）办理。另外，原二支二大队
管辖的G42沪蓉高速万州孙家至双河
口段划入二支五大队管辖，原二大队
双河口中队成建制划入五大队。

据了解，重庆万州至湖北利川高
速公路是鄂渝重要的高速通道，也是
重庆市“三环十射三联线”中十射的
重要支线，全长52公里，将于近期正
式开通运营。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周小平）昨日，
重庆晚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北碚区、
綦江区等多个事业单位公招，共招聘669
人。部分岗位即日起可报名。

其中，北碚区事业单位招聘167人（网
上报名时间：27日至29日）；綦江区事业
单位90个岗位招聘159人（含定向选派大
学生村官6名、村和社区干部5名，报名时
间：27日至29日）；丰都县事业单位招聘
18人（报名时间：28日）；万盛经开区教
育事业单位招聘应届生56人；永川区教
育事业单位招聘应届生 80 人（报名时

间：28日）；荣昌教育事业单位考核招聘
24人（即日起报名，27日18时截止）；重
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公招33人（即日起
至2018年1月10日止报名，博士和正高
职称人员不受上述时间限制）；南川区事
业单位招聘22人（28日、29日两天网上
报名）；垫江县公招 110人（其中面向应
届高校毕业生公招教育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50人，报名时间2018年 1月 2日；
卫生事业单位招聘39人，其他事业单位
招聘21人，报名时间12月30日至2018
年1月3日）。

重庆晚报讯 （记者 王渝凤
通讯员 周邦静 摄影报道）鹅公岩
立交两旁将新增添925米长的隔音
屏，建成后行车噪音将降低20%以
上，大大减少车辆对沿线居民的噪音
影响。

昨日上午，九龙坡区市政设施维
护管理处的工人们正繁忙的进行隔
音屏屏体安装，预计将于本月底安装
完毕。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鹅公
岩立交附近建起大量住宅小区，使
得鹅公岩立交一带成为人口居住集
中区域，而鹅公岩立交桥上车流产
生的噪音给沿线居民日常生活造成
影响，市民反映较强烈。为解决该
问题，九龙坡区决定在鹅公岩立交
桥上安装隔音屏，降低车行噪音的
影响。

“隔音屏是城市道路交通有效的
降噪方式，它能将车辆行驶产生的大
部分噪声和局面反射的噪声都留在
声屏障内。”据该项目现场代表张明
宇介绍，此次安装的隔音屏净高3.5
米，隔音屏下部和上部分别采用厚
10厘米百叶孔吸隔声板，更好地起
到隔音效果，在顶部采取了带弧形的
设计。在隔音屏的中间则选用了条

纹钢化夹胶玻璃，不仅隔音效果好，
条纹设计还可以防撞。

隔音屏预计将于本月底安装完
毕，安装完成后将能够最大限度减少
车辆行驶对周边居民的声光污染，将
降噪20%以上。

重 庆 晚 报 讯 （记 者 蒋 海
涛）昨日，重庆晚报记者从沙区市政
工程处获悉，沙区近期将对辖区内所
管护的人行护栏、中间隔离栏杆、人
行天桥等结构设施进行涂装，预计春
节前完工。

沙区市政工程处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此次涂装将完成人行护栏
25318 米，结构及防撞栏杆 68800
米，人行天桥38座 18300平方米，

施工时间为60天。“我们将先剔除
原有起鼓漆膜，然后对生锈的地方
进行除锈，最后重新刷防锈漆进行
保护。”

截至目前已涂刷了天马路、汉渝
路、滨江路、天陈路等28条道路约
15000米人行护栏、30000米结构性
栏杆。下一步，还将继续加大施工力
度，对辖区内的天桥、栏杆进行涂刷，
计划在春节前完成。

重庆晚报讯 （记者 王渝凤）
为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主城道路交通
管控工作，重庆长江索道景区于24
日、25日、31日运营时间调整为7：
30~20：00。望广大游客朋友们提前

做好停运期间的出行安排，如有不
便，敬请谅解！重庆长江索道平时运
行时间：7：30~22：30。希望广大乘
客在此期间提早做好回家准备。景
区咨询电话：023-63619343

节日期间长江索道将提早收班

重庆晚报讯 （记者 范圣卿）
昨日是冬至节气，开始进入寒冬“数
九”，重庆天气也开始应景起来。昨
日早晨，重庆多地最低温普遍都在
3℃上下，其中城口最为寒冷，气温
低至-2.4℃。

伴随着低温而来的还有大雾，截
至昨日上午9时，潼南、合川、荣昌、
南川、长寿、垫江、武隆、忠县、巫溪和
渝北等16个区县出现了能见度不足
500米的浓雾天气。

市气象台预计，周末两天重庆各
地都没有雨水打扰，今日阴天为主，
明日各地多云到晴，全市最高气温将

在15℃左右，主城最高13℃，非常适
宜出行。不过，早晚最低温仍低至
3℃左右，局地-2℃，夜间外出的市
民注意防寒保暖。

天气预报：
今天，各地阴天，大部地区气温

3～14℃。主城区：阴天，8～11℃。
明天，各地阴天转多云，平坝河

谷地区早上有雾，大部地区气温1～
15℃。主城区：阴天转多云，7～
13℃。

后天，各地晴间多云，平坝河谷
地区早上有雾，大部地区气温 0～
16℃。主城区：晴间多云，6～15℃。

周末天气晴好宜出行 早晚低温至3℃

沙区人行护栏人行天桥换新装

▲工人正在安装隔音屏

◀工人正
在给人行
护栏刷防
锈漆

沙区市
政工程处
供图

源自野生越橘提取物
眼睛的粮食:叶黄素
来电申领一年用量

4008-550-766
全国免费邮购、货到付款

眼病咨询热线：

13352508852
广告

眼睛吃饱远离眼病 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飞蚊症、老花眼早吃早见效

干涩、胀疼、视力模糊、眼球发硬、迎风流泪、重
影、飞蚊、视野缺损

不开刀！有效针对8大眼病
症状一、白内障——眼睛干涩、迎风流泪、怕强

光、看东西模模糊糊、有小黑点在眼前晃动飞舞、总是
出现双影。

补叶黄素，眼干、流泪、怕光等现象好转，眼睛内
垃圾开始排出，眼睛表面的白雾慢慢消失，看东西清
晰，逐渐远离黑影和重影现象。

症状二、青光眼——头痛头胀、眼球发硬、看东西
突然模模糊糊、甚至恶心呕吐；视力下降、眼压增高、
视神经萎缩、视野缺损。

补充叶黄素，眼压快速降低，头痛头胀情况缓解，
看东西不再变得歪歪斜斜，恶心呕吐情况转好，视神
经得到修复，视力逐渐恢复正常。

症状三、视网膜病变—— 视力下降厉害，眼中间
有大黑点，看东西变形，越来越模糊，视野越来越小；
眼底黄斑出血、视网膜脱落。

补充叶黄素，黄斑区域得到营养，出血现象消失，
视网膜变得牢固有张力，视力明显恢复，看东西不再
变形，眼中黑点逐渐消失，视野恢复正常。

症状四、玻璃体混浊——视力下降、眼前总是有
小蚊子在飞舞、有雪花点在晃动、结膜充血红肿、眼睛
干涩。

补充叶黄素，眼细胞得到营养，开始清理眼部垃
圾，晶状体开始清澈明亮，飞蚊、雪花等情况消失，眼
睛远离红肿、干涩等症状。

叶黄素不足，引发眼部疾病
2014 年相关医学组织和眼部疾病专业论坛上，

国外眼病专家揭秘了人类眼睛的两大秘密：1、眼睛的
老化速度是人体所有器官的两倍。2、眼睛的眼细胞
会经常处于饥饿状态，眼病当中，九成眼睛都是引发
的。并同时揭开了所有眼病的根本源头——叶黄素
不足。从而获得知名医学奖提名。

知名博士指出，眼细胞一旦失去营养，就会因饥

饿而死亡，从而引起眼部代谢障碍和功能退化，首先
出现视神经损坏，影响晶状体的弹性，再就是视网膜
出现病变，眼部成像受到破坏，黄斑的敏感性降低，产
生眼睛疲劳过度，视物变得模糊，慢慢形成晶状体混
浊、房水循环障碍、眼压过高、黄斑病变、老花眼等等
眼部疾病，进一步引起失明。

要想视力好 眼睛必须要吃饱
人的眼睛自身可以分泌出供眼细胞食用的营养

元素，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营养元素的分泌会逐渐
减少，眼细胞就会出现衰亡和病变，产生各种眼部疾
病，这个时候就需要外源性的补充。

科学家将欧州野生越橘、北美精纯胡萝卜素和野
生叶黄素融为一体，采用纳米级提供工艺，制成双活
性单分子结构的三合一叶黄素，脂溶性极强，可直接
进入眼底被眼部细胞吸收，眼细胞得到叶黄素的营养
后就像是长期饥饿的人吃饱了饭一样，开始变得精
神，有活力。

给眼睛补充营养 锁住光明
第一步：新生眼细胞 补充叶黄素，眼睛里面像

有无数个小水滴在滚动一样，就像在给眼睛按摩，非
常舒服 ，这就是细胞吃饱后在眼中活动和进行复制
而产生的碰撞。

第二步 ：清理眼垃圾 晚上睡觉闭上眼睛也能感
觉眼睛里面有波动，像泉水在冒泡，有时候暖暖的，有
时候凉凉的，这是细胞清理毛细血管和眼底、房水中
垃圾的过程。

第三步：打通视神经 眼睛就像通了气一样，有一
股温暖的空气在里面流动，有时候转圈，有时候上下
窜，眼睛非常通透，这是眼睛里面所有的神经都被打
通的反应。

眼睛的粮食——叶黄素
今日特价只卖6块6

为普及爱眼护眼知识，解决中老年人眼部
问题，由相关组织发起的“爱心点亮光明”活动
正式启动。

本活动纯为爱心性质，活动其间，为满足更
多的眼病患者的需求，每位眼病患者最多申购一
年用量叶黄素，原价36元、现在只需6块6，数量
有限，先领先得，领完为止。活动只限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