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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心脑血管病专药 研制成功
"一疏肝、二活肾、三调脾胃、四溶

栓、五清血、六降脂,6点全做到,心脑
血管病才能好!"在北京举行的心脑血
管病新成果通报会上,科学院院士、国
内权威心脑血管病专家、特效药"利克
青雪"的主要研发人葛院士宣布:心脑
血管病特效药研制成功,两付药,有益
于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相关疾病的康
复，远离心脑血管病!

心脑血管疾病因发病率高、致残
率高、死亡率高,引起大家高度重视,
于1986年就成立了以葛院士为首的
研发团队,专门研发特效药。20年艰
苦研究,心脑血管病特效药[利克青
雪]终于在研制成功!在"利克青雪"研
制成功后的5年里,葛院士没有急于
将药物推出市场,而是不断研究改进,
反复验证,不做到最好,决不推出市场!

科学创造产品患者竖起大拇指

"利克青雪"针对心脑疾病的特效
新药,特含多种独特中药成分,溶血栓、
清血黏、修复血管,同时活肾疏肝、保
胃健脾,全面调治患者身体!经多家三
甲医院临床验证,患者服用一周,房颤、
早搏、心慌气短、头晕目眩、惊悸失眠
等症逐渐改善,两付药后,有效针对心
脑疾病，不易复发。

>>是科学、是事实为证
"利克青雪"心脑血管病特效新药,它在

溶血栓、清血黏、修复血管的同时,通过活肾
疏肝、保胃健脾,把气血补足,使心脑血管病
从根本上得到康复,不易复发,"利克青雪"
在全国上市仅一年,让众多高血压患者受
益。鉴于其疗效,国内很多大型医院,将此
药作为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主要手段。

>>心脑血管病为何停不了药?
气血不足是心脑血管病的早期病机。肝滞

肾瘀,气血运不畅,脉道不利,就会头晕目眩、惊悸
失眠、头痛头涨；长期气血不畅则导致血液垃圾排
泄不出,血液变黏(中晚期病机),堵塞血管,导致高
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诱发动脉硬化等心脑血管
病。

传统中药和西药,多以溶栓或扩张血管为
主,就好像救火队员,哪里堵塞就通哪里,虽能
延缓病痛,却祛除不了病根,且会伤害肝肾、脾
胃,让病情加重,引发并发症。因此,必须先疏
肝、活肾、调脾胃,再溶栓、清血、降脂,六点同时
进行,心脑血管病才能好转!

2011年11月,国际相关心脑血管病交流会
上,160位心脑血管领域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围
绕心脑血管特效"利克青雪"药展开了讨论研
究,最终得出一致结论: "利克青雪" 6点同治,急
能治标,缓能治本!对治疗心慌气短、胸闷憋气、
早搏、动脉硬化，高血脂、脑供氧不足。

［救助公告］
心脑血管病因为病期比较长，往往需

要长时间用药。然而某些非药品的械字
号、消字号的产品甚至一些千奇百怪的生
活用品，都来忽悠消费者，号称可治疗高
血压等心脑血管病，可是当患者使用后才
发现根本没有效果。为此，相关机构提出
加大国药"利克青雪"的救助力度，让心脑
血管病患者能正确用药，早日康复。

全国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为了确保疗效，心脑血管病患者一定按疗程用药

活动现在半价体验

救助电话400-646-7890

特点一：溶栓通络,见效快,少遭罪。"利克
青雪"中独含的山楂叶总黄酮,具有分子量小,
穿透力强等特点,快速消融血栓,软化并修复受
损血管,恢复心脏的血氧供应,泵血有力,血压平
稳,胸闷、气短、头晕、乏力等症状当天就能减
轻,患者少遭罪。

特点二：清血黏、净血脂,不易复发。心脑血
管病病根不在心脑,而在血液。它特含的益心酶,
可与心肌酶融合,形成一种神奇的心肌细胞--
G2a!它通过吞噬血液中的血脂、甘油三酯存活。
就像给心脏安了个净化器,使血液逐渐不再黏稠,
血压平稳,血管通畅,有效防止了心脑血管病的发
作。

特点三：活肾疏肝,代谢好。《黄帝内经》记
载:肾乃先天之本,气血之母。"利克青雪"中的特
效成分能增强血清中SOD的活性,强肾活血、壮
元气,让早搏、心律不齐等症状在用药30天后逐
渐消失;同时增加肝肾的代谢功能,清除患者体
内因长年吃药积聚的药物毒素,增强机体细胞活

力,改善并发症。
特点四：保胃健脾。中医上有"脾生血"的说

法,也就是说补脾养胃是养血的关键。在溶栓降
脂的同时,还具有保胃健脾的功效。脾胃好,药
效吸收率和利用率就越高;脾胃好,气血旺,身体
强。很多患者反映,用上这产品,胃口好了,能吃
了,病好得快,就是这个道理。

心脑疾病用上这么管用的药!
家住南岗区的李先生,患高血压14年,并于

7年前并发症,经常头晕,脚发麻,走路像踩棉花,
稍微上点火,心里就跳个不停。用了很多药,可
病情时好时坏,直到用上利克青雪……

"用上当天,就感觉气够用了,头清亮了,身
体也听使唤了。才几天,手脚就不麻,血压也开
始降下来了。服了一个月,头不晕胸不闷了,上
下楼再也不费劲了,浑身都感觉非常轻松!现在
我已经把一个疗程的亿佰清用完了,高血压基
本好了,血压逐渐稳定。说心里话,这么些年,头
次吃上这么管用的药!"

>>>心脑血管病专药奇在哪?它有四大特点六重功效

活动时间：1月11日-18日 19号恢复原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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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m2，有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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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人

每周公益相亲会
美满婚姻家庭服务中心
4001-820-520

公 告
重庆新朔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000678673882G）公司法人，已由王
贤东变更为李应波。其余股东不变。公司以前
的债权债务与现在的公司法人无关，特此公告

遗失启事
1、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销售分公司武
隆平桥加油站遗失税务登记证：50023220880052514
2、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销售分公司武
隆长途河加油站遗失税务登记证：50023220880052516
3、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销售分公司武
隆边滩加油站遗失税务登记证：50023220880052506
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销售分公司武
隆羊角加油站遗失税务登记证：50023220880052503
5、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销售分公司武
隆黄莺加油站遗失税务登记证：50023220880052501
6、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销售分公司武
隆土坎加油站遗失税务登记证：50023220880052515
7、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销售分公司武
隆黄草加油站遗失税务登记证：50023220880052502

现拟在《重庆晚报》刊登遗失申明
联系电话：02377722507 联系人：王智勇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销售分公司武隆经营部
2018年1月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川兴园林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5000150355）股东会研究决定，拟注销本
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债务人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
偿手续。 2018年1月11日

重庆艺科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人员已与单位解除劳
动合同关系，现已失去联系，请以下人员见报后尽快到
公司办理证件调出手续。否则公司将申请安全
生产考核合同证书调入无关联企业库。郭光华 渝建
安 B（2012）0015724; 顾小容 渝建安 C（2008）
0017917；龙安源 渝建安C（2008）0017542;舒德勇 渝建
安C（2005）2006791;张宣思 渝建安C（2012）0009506;

注销公告：重庆市黔江区沁言农业开发股份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4059856903）
经成员大会决议，本合作社拟将注销。请各债权
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特
此公告！2018年1月11日

声 明
重庆市拓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重庆市武隆县

第二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璧山区八塘镇五龙村土地
整理（稍加改造）项目（二标段），建设单位：璧山区国土资
源和房屋管理局，项目地址：璧山区八塘镇五龙村，本公
司承建的此项目已竣工验收审计决算，该工程款已全部
支付，未拖欠民工工资、材料款及租赁费等。

如有相关欠款，请与李女士13193291266 黄女士
13896749266 座机电话77712668期限30日，过期不予受理。

特此声明
重庆市拓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1日

方固公司营运证渝BQ8338渝 BQ0287遗失作废。运华公司渝
BS3993营运证正本500110051580遗失。遗失易延立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500113006294声明作废。庆虹公司渝A2978挂营运证
500115048323遗失作废。万事如意公司渝A99167营运证遗失。
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渝FFH682保险发票，发票
代码5000172320发票号码08865205，今后不作为退保及理赔依
据。重庆科氏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渝 BZ0168 营运证
500110058239遗失注销。重庆和诚物流有限公司渝BS0939渝
BR9033渝BV5038渝BR8935渝BR9538渝BR5661渝BR5509渝
BS5091渝 BQ2271渝 BS0953渝 BU9280渝 BR6820渝 BQ2195
渝BU8837渝BS3538渝BQ2013渝BQ2381渝BR7839以上车辆
保险脱保请于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交清国家税费、保险和车辆
年审，行驶证、营运证、登记证书、车辆牌照、未交回，逾期未完善，将
向车管所申请牌证公告作废，后果自负。众途公司渝BN3277营运
证500110003667遗失作废。宏立公司渝BV2552营运证的卡片遗
失作废。渝瑞公司营运证渝 BL527 渝 BL3638 渝 BL2261 渝
BH9251渝BH3685渝BH3266渝BH3133渝BH2627渝BH1827渝
BC6998渝BC1928渝BA3775遗失作废。万财公司渝C85316营运证
500382018616作废。豪运公司营运证渝BN9668渝BQ0151渝
BQ0920遗失作废。跃臻公司渝BL5327营运证遗失作废。

变 更 公 告 ：重 庆 嘉 峰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915000007748770095）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陶祖
祥变更为新法定代表人谭光旺；公司变更前的一切债权债务由原法定代
表人及原股东承担。请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事宜，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2018年1月11日

重庆祥瑞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一
级市政建造师谷波注册证书和执业印
章 遗 失 ，证 书 注 册 编 号 ：渝
150151512966，执 业 印 章 号 ：渝
150151512966（0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市黔江区祖祥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4MA5U56YQ5W)经股东会研
究决定注册资金由500万元减至1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
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18年1月11日

公 告
“白鹭洲”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

“白鹭洲”项目位于位于大足区棠香街道五星大道中段243号，由重庆亿
超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为满足该项目用电需要，现重庆亿超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向我局提出申请将白鹭洲一、二期车位调整。现拟将调整情况进
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18年1月12日至2018年1月18日，公示地点为“白鹭
洲”项目售房部和大足区规划局网http://ghj.dazu.gov.cn/,请业主和相关利害
关系人相互转告。

若各位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容无重大异议，公示结束后我局
将依法按程序对该调整办理相关规划手续。 特此通告

联系人：吴勇 魏鑫 联系电话：43725061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局 2018年1月11日

兹有重庆市合川区东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两份11-8-1和11-8-2，
代码91500117709323376x，发证日期2017
年7月4日，声明作废
陈新文遗失重庆市中西医结合康复医
院2017年12月6日开具的重庆市门
诊医药费专用收据一张，流水号：
020223457，金额750元，声明作废。

声明:梁晓琴，女，汉族，重庆市大足区古龙乡古龙
村 6 组 16 号，身份证：500225198602246765。
因本人和姑姑同名同姓，生活中造成诸多不便，拟
更名为梁斯淋。更名前本人如有债权债务由更名
后梁斯淋承担，特此声明

荣昌县福家饲料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500226200008610，核准日
期：2011-05-09；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50022657482210X，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9月9日核发的重庆明敬传亮糕点店璧山区分
店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22730008934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明敬传亮糕点店璧山县分店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30503710-3)声明作废
遗失2013年6月3日核发的重庆市永川区韦阳建材经营部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38320005695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韦阳建材经营部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500118068288717)声明作废

遗失龙渊（税号51021319810102895001）增值税
专用发票（第二联，抵扣联）发票代码5000163160发
票号码01978912,01595920声明作废
重庆四勤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遗失机构
信 用 代 码 证 ， 代 码
G1050010700519940Q开户行：重庆
银 行 杨 家 坪 支 行 账 号
060301040004474声明作废
重庆尔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6530055979401 编 号 ：
653001106958 账 号
3100087109024540780声明作废
注 销 公 告 ：綦 江 县 大 自 然 园 林 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91500222750064804A）经股东会决议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为：赵钢、杨坤忠、敖文才、周攀，
李春明为清算组组长，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债务。特此公告！2018年1月11日◆重庆市巴南区翔盈酒店用品厂税务登记证正本

（渝国税字510212195704254148号）遗失作废◆注销公告：潼南县娇娇服饰店；注册号；
500223200021786投资人卜娇拟决定注销，◆遗失梁平县玲顺化妆品经营部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511223198311122500作废

◆遗失重庆巨麒 建筑扣件.制造有限
公司5001111001376公章一枚作废◆遗失邵地德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5600066910作废◆遗失重庆赛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壹枚作废◆遗失2007年05月23日核发重庆鹏宇建材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62104141作废◆遗失2014年10月30日发北碚区蔡家岗镇蓝春
美副食店营业执照副本500109600059259作废◆遗失2015年7月3日核发铜梁区旺财摩托车经营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4605859256 作废◆遗失2017年01月12日发北碚区润强机械零件加工厂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9MA5UAPD5XD作废◆遗失2017年01月12日发北碚区江通机械零件加工厂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9MA5UAP9P88作废◆遗失2017年01月12日发北碚区浦民机械零件加工厂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9MA5UAP9F6R作废◆遗失2014年11月05日发潼南县佳客来中西餐
厅营业执照正本500223604280785作废◆遗失生于2009年9月25日9时50分望天军、孙
小林之女孙梦晗出生医学证明作废◆遗失齐世勇税务登记证副本渝税字
51020219561019033901号作废◆遗失2010.6.9发杨后强营业执照正本500384600140381作废◆遗失2015年11月25日发璧山区李国富食品经
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7606728220作废◆遗失彭学明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63050889、税
务登记证国、地正副本510226196506084312作废◆遗失叶玉惠税务登记证正本渝税字51023119830710076201、
渝税字 5102311983071000762 作废◆邓益建渝A1G261营运证500115017918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市攀味酒楼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381200017651作废◆梁华英遗失 2016 年 5 月 23 日核发的注册号
500107600369650个体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王新莉，渝建安B（2015）0061584；陈琼，渝建安B（2015）
0060214；夏兴平，渝建安B（2015）1061367遗失作废◆黄玉平遗失失业证：编号5001030517004170声明作废◆重庆兴红得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部新区赛迪路餐厅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5001141004272 声明作废◆遗失程永奎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381606072913作废◆陈建生遗失坐座于中央公园-高-组团-4号楼601的重庆蕴
鸥地产有限公司收据，金额：13637元，号码05968378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三教镇三教小学校公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周文明安全员证，编号1339004120994，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县幻想游戏厅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223600273175声明作废◆遗失荣昌区昌州街道黄金坡酒楼发票领
购薄51023119830320687701声明作废◆李英遗失重庆市顺庆置业有限公司销售不动产统一发
票，代码250001290105，号码00606235声明作废◆川美会展策划14级王雪日童学生证遗失学号2014212009◆雪儿网吧遗失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副
本，编号：500112200219声明作废◆傅之林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安拆工证渝K052010002554作废◆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锦瑞制鞋厂国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13030196311194411)声明作废◆遗失2012年6月13日核发的重庆平达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7000017368声明作废◆沙坪坝区杨朦理发店遗失卫生许可证，号码：渝
卫公证字[2015]第500106003690号，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开隆运输公司渝BL8296营运证，声明作废◆遗失康安公司营运证500100032610声明作废◆佳驰物流公司渝BN1367营运证500110045878遗失作废◆舒前梅道路运输许可证500222006349遗失◆毛泰(身份证513525781227227)遗失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证书：200350241513525781227227，作废◆云香茶楼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7197002072087遗失◆遗失重庆大学王振林学生证编号20151213071作废

◆重庆市江北区民防办公室遗失《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二、三联1份，编号00351786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佳悦置业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公章一枚（编号
5001001109974）；财务章一枚（编号5001001109975）作废◆丰裕物流遗失渝BR8561营运证500110030722声明作废◆城口县银丰食品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务证号：500229771750731声明作废◆遗失2016年05月06日发重庆甲丙盛精密模具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915001123277889280，声明作废

2018年梦想课堂1月课程

2018年梦想沙龙1月活动
时间

1月13日

1月20日

内容

【逐梦分享】主题英语沙龙

【筑梦沙龙】梦想读书会

主办单位及电话

博来居书吧
电话：62619061

博来居书吧
电话：62619061

地点

协信星光时代广场
2F-008

协信星光时代广场
2F-008

时间

1月12日

1月14日

1月15日

1月15日

1月15日

1月16日

1月16日

1月17日

1月18日

1月18日

1月19日

1月19日

内容

励志课堂："村官、大学生志愿者 结合
十九大精神和自身情况畅谈梦想"

家庭课堂：“家和万事兴”讲座

时事课堂：榜样面对面十九大宣讲

爱生活课堂：有效沟通能力的培训与开发

时事课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时事课堂：“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
系列活动之青年人读十九大

创业就业课堂：扶贫政策培训

时事课堂：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

时事课堂：十九大精神学习会

励志课堂：梦想的力量

时事课堂：十九大精神进社区

共青团课堂：四点半课堂之“国学讲堂”

主办单位及电话

大足区龙水镇
电话：43729423

开州区国学院
电话：52218238

云阳县新津乡人民政府
电话：15202391664

长寿区渡舟街道民兴社区
电话：40420530

璧山区璧城街道办事处
电话：18302379840

永川区松溉场镇
电话：49546000

石柱县委宣传部、石柱县
桥头镇

电话：85009328

大渡口区八桥镇双林社区
电话：68163276

武隆区双河镇人民政府
电话：77730226

大足区雍溪镇人民政府
电话：43451300

忠县十字街社区
电话：54453602

共青团潼南区委
电话：18686783797

地点

龙水镇三楼一会议室

开州区举子园内

新津乡人民政府大会议室

渡舟街道民兴社区会议室

璧城街道来龙村会议室

永川区松溉场镇会议室

石柱县桥头镇桥头村会议室

八桥镇双林社区会议室

双河镇人民政府会议室

雍溪镇人民政府文化站

忠州街道十字街社区会议室

潼南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1月19日

1月20日

1月22日

1月24日

1月24日

1月24日

1月25日

1月27日

1月29日

1月29日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解读
——文化自信

健康课堂：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

文化艺术课堂：元旦节传统习俗讲解

文化艺术课堂：细说“腊八节”文化习俗

爱生活课堂：关爱留守儿童知识培训

文化艺术课堂：春联的文化

文化艺术课堂：书香山寨行

时事课堂：十九大知识讲座

爱生活课堂：人生境界与人文修养

时事课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基本方略"

江津区委宣传部
电话：81220340

涪陵区崇义街道秋月门社
区 电话：85669233

江津区文化馆
电话：47538585

九龙坡区巴福镇
电话：13330286656

巫溪县县妇联
电话：51333399

巴南区花溪街道
联系：62597809

石柱县委宣传部、石柱县
图书馆

电话：85009328

巴南区界石镇
电话：13883936866

潼南区文化委
电话：13883476819

大渡口区茄子溪街道办事
处 电话：68550322

鼎山街道东门社区会议室

崇义街道秋月门社区会议室

西江大道江津区文化馆内

巴福镇多功能活动室

上磺镇羊桥村会议室

花溪街道红光社区三楼梦
想课堂

石柱县太和社区会议室

界石镇和平社区大会议室

潼南区古溪镇会议室

茄子溪街道惠丰社区办公
楼二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