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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这座城市发展太快，快得似乎停不下脚
步。眼下的重庆人，怎么喝下午茶？要知道答
案，不如先去江边走走。

或许你会发现，重庆人比以前更懂生活，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有趣和温情。对于下午
茶的定义，不再局限于邀约几个好友吃些甜点；
也不再只是和工作伙伴聊一杯咖啡，或者敲一
下午键盘；甚至老年人的下午茶时间，也不再停
留在那杯盖碗茶上。

比如昨天，南岸区南滨路精典书店里，近百
名重庆人与一些神秘来客，就共度了一个特别
的下午时光。

精典书店正对渝中半岛，身处江畔码头，窗
下车流来来往往，书香弥漫整个书屋……在独具
山城特色的环境里呆一下午，一边望江、一边阅
读，似乎这就是许多重庆人爱上下午茶的理由。

下午14时，书店的讲台上小心翼翼的摆上
了谱架，讲台前近百张椅子很快便被读者占满，
大家安静的等待着。1小时后，十几名身穿燕
尾服、手提乐器箱的客人来了，一场音乐会，就
要开演。

在重庆，似乎美好的时光总是不请自来，这
就是城市发展带给人们生活的变化。比如谁也
预料不到，即将表演的，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
演奏家们。

15时30分，首先响起弦乐重奏，演奏家们
尽情演绎欢快的《斗牛士》、悠扬的《卡门》；16
时，响起洪亮的铜管重奏，人们纷纷关掉手机，
静听《花样年华》、《美女与野兽》、《冰雪奇
缘》……这些优美的音乐符号，仿佛带有一种穿
透书架的魔力，顷刻间令人忘记烦恼。

在这个下午，都市里各具身份的重庆人，聚
在了这个有限的空间里，他们一起阅读、一起探
讨音乐和生活，人与人的距离原来可以这么近
这么暖。这，不就是重庆人精神家园的一个缩
影吗！

刘欢是全职妈妈，推着婴儿车来听音乐会，
1岁半的“小花生”在优美的旋律里睡得很香。

刘欢说，“不要紧，兴趣总是需要
熏陶的，孩子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新的生活方式，也刚刚开始。”

从红旗河沟赶来看书的杨婆
婆退休多年，坐在一群年轻人中
的她美滋滋的，“不少老朋友已改
掉打麻将的习惯了，我也改。”杨
婆婆走出麻将室，开始爬山和阅
读，心态年轻多了。

“我已连续来重庆8年了，
重庆人对艺术的要求从量到质，

是非常令人愉悦的一件事。”中国国家
交响乐团乐队副队长周宏说，他去过重
庆多地表演，与重庆结下了深厚友谊。
最让他忘不了的，是迎龙镇北斗村的农
民管乐队，从8年前的7个成员发展到
如今的40来人、从没有乐器到现在的
铜管五重奏表演……“重庆人肯吃苦，
对生活激情满满”，这是周宏喜欢来重
庆的原因。
慢新闻-重庆晚报首席记者 李琅/文

记者 毕克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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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下午时光好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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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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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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谭晓艳等同志劳动关系的再次公告
重庆市世坪森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

12月31日解散清算，全体职工与该公司的劳动关系
于2017年12月31日终止。重庆市世坪森林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解散清算组（以下简称清算组）采取了会
议直接告知、电话通知、顺风快递邮寄通知、短信通
知等形式通知全体职工回公司办理终止劳动关系相
关手续并领取补偿金。2018年1月3日，清算组在丰都
县政府公众信息网、重庆晚报刊登了《关于对谭晓艳等
同志终止劳动关系的公告》。但是，仍有谭晓艳、秦秀
娟、杨永凤、秦雪柳、张春梅、李永洪、彭晓琴、王小淋、杨
小霞、赵成建、甘叶芳、蒋淑梅、冉豫琼、黄小琼、杨昌冰、
文杰、何超、伍兰华、程红、谢丽娜、陈仕祥、蒋淑琼、刘亚
军、陈果雷等24名同志未办理终止劳动关系相关事宜，
请上列人员于2018年1月15日前来办理终止劳动关
系相关手续并领取补偿金（办理地址：丰都县林业局
413办公室）。逾期不来办理的，导致无法申领失业保
险金等一切法律后果自负。特此公告
联系人：秦晓琼，联系电话：18996881567

重庆市世坪森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解散清算组
2018年1月11日

●丰都县进维柑桔种植园遗失2014年09月12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30206147655，声明作废●丰都县海梅柑桔果园遗失2014年04月23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30200021882，声明作废

●重庆仙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农业银行龙骅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1067902)声明作废●重庆仙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2017年01
月0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27907490311声明作废。

公 告
兹有坐落于荣昌区昌元街道宝城路一段73号2单元3-1（原荣

昌县昌元镇宝城路人民医院旁），建筑面积132.34平方米，权利人
为甘绩匡，《房屋所有权证》证号：房权证211字第029895号，《国有
土地使用证》证号：荣昌元国用（2002）字第0746-3号的房屋；甘绩
匡于2004年08月31日死亡，上述房屋系甘绩匡与蒋明容的夫妻
共同财产，上述房屋的一半权益系甘绩匡的遗产。

根据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昌元街道办事处出具的《亲属关系
证明》：甘绩匡的生母周芳荣、生父甘慰文、妻子蒋明容、长女甘文
杰、次子甘红兵、三子甘建荣均是上述房屋遗产的法定继承人。周
芳荣于1949年前死亡，甘慰文于1949年前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继承法》和继承人申请请求：蒋明容、甘文杰、甘红兵放弃上述
房屋甘绩匡遗产的继承权，上述房屋属于甘绩匡的遗产由甘建荣继
承。现甘建荣向荣昌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继承上述属于甘绩匡
的遗产。按照《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1.8.6规定：“继承、受遗赠的
不动产登记……对拟登记的不动产登记事项在不动产登记机构门
户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
将申请登记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现公告询异。若认为询异
事项有蒙混、侵占、损害他人权益等行为，或另有继承人、受遗赠人
的应在本公告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出书面异议，如到期
无异议，我局将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确权登记。

特此公告。
重庆市荣昌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17年12月29日

公 告
重庆市奉节县体育馆暨图书馆项目，已于

2014年4月10日完工，现于2017年12月1日已
收最后一笔工程款，该项目已支付结清所有款项，
如有未支付完款项的，请于15日之内与我方联系。
联系电话：杨 建13452385572

张明秀13883616528

红木家具
康嘉红木家具工厂，主营大红

酸枝（交趾黄檀）缅甸花梨（大果紫
檀）批发，厂家销售，来图定做以及
开料，设计，中式新中式红木家具，
长期包更换，质量保证信誉第一。
厂址：广西省凭祥市联系人：何厂长
联系电话15678113677微信同号

声明：重庆川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4日
遗失北京梅赛德斯-奔驰牌轿车合格证壹份，车型为E200L，
车辆识别号LE4ZG4CB5JL155953，发动机号10907066，
合格证编号为WAH0X70002362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市优创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唐棣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注册编号：渝208111121693，注册
证书编号：0044139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大韵倾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
东大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大韵倾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湘尚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903000018095）股东会研究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凯尔国际冷链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大渡口支行建设分
理 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530026634405 账 号
5000110380005020468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沙坪坝区渝龙物业发展
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减
资1681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
报之日起45天内，请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2013年03月07日发潼南县渝阳
种 植 基 地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500223200032202、税务登记证正本
500223060554891作废
注销公告: 重庆聚如水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381008207767） 经股东会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
定,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尚禾优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税号：91500000MA5UUC6K1D）
法人代表章一枚（郭彦珍）声明作废

龙蟠凤逸接房通知
九龙坡区龙江支路66号龙蟠凤逸安置

房已达到接房条件，请建设影剧院片区旧城
改建房屋征收项目（实施单位：中梁山房管
所），黄桷坪九建地块旧城改建(一期)、黄桷
坪海员村片区旧城改建(住宅部分一期)房屋
征收项目（实施单位：区房屋租赁管理所），
矿机村家属区地块、陈家坪针织厂片区旧城
改建房屋项目（实施单位：石桥铺房管所），
铁路新村片区旧城改建、嘉华大桥南延伸段
三期(天宝路90号住宅楼)、九龙半岛1号地
块、南北干道三期二标段(龙江路C、D段)项
目（实施单位：房屋征收中心），黄桷坪正街
道路及地下管网工程(北段)、鹤皋村18、19
栋房屋搬迁、鹤皋村20栋旧城改造、杨九路
滩子口片区旧城改建房屋征收项目（实施单
位：杨家坪房管所）住户带好相关资料，于
2018年1月25日、26日，先到对应实施单位
结算房款、过渡费等费用，再凭《接房通知》
到龙蟠凤逸物管中心办理接房相关手续。
实施单位联系电话：65260849（九龙坡区房
屋管理局中梁山房管所）
68686379（九龙坡区房屋租赁管理所）
61617996（九龙坡区房屋管理局石桥铺房管所）
68429060（九龙坡区房屋征收中心）
68436006（九龙坡区房屋管理局杨家坪房管所）

重庆市九龙坡区房屋管理局
2018年1月13日

◆遗失重庆桑莱丝鞋业有限公司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备案
登记编号：00107478，进出口企业代码：500075307008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荣陶酒业有限公司2017年1月1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UAQN3XH）声明作废◆百合网股份有限公司遗失百合网VIP婚恋交友服
务合同，合同编号：2017030261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长寿建筑设计院重庆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代码5000162320发票号码04319980作废◆遗失张源芫出生医学证明R500332581作废◆遗失邓礼梅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4197002107463作废◆遗失2014年12月12日发南川区水碧小吃店营
业执照副本500384600214924作废◆遗失2015年10月08日发云阳县谭代琼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55590274822作废◆遗失2016年04月08日发璧山区福禄和平木材
经营部营业执照正本500227607496526作废◆遗失荣昌县前沿广告经营部（个人独资企业），营
业执照正副本500226200013424作废

◆遗失李德智失业证编号5001090013008755声明作废◆遗失张家容在铜梁区中医院医药发票二份，号码
49757984、49757985金额（1084）特此声明◆遗失蓝洪平在铜梁区中医院医药发票二份，号码
52777821、52777822金额（504.5）特此声明◆遗失2009年07月31日发璧山县远国水产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副本500227NA000298X作废◆遗失张旭东税务登记证正本511224197112121814作废◆奉节县美姐面馆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号512226196710062681作废◆遗失晏祥伟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18198012237795作废◆重庆市津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25份，
代码5000144320号码03550849-03550873声明作废◆遗失荣昌县昌州街道段氏土菜馆发票领购薄
92500226MA5U9MF83X声明作废◆重庆庞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遗失《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登记表》,编号:00989442,代码:5000696566087,声明作废◆张定文2户遗失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编
号：荣园区（2008）129号）声明原件作废◆遗失重庆市江北区卡迪亚防护栏经营部2007年6月15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3017652-1作废◆遗失潼南县人家风味大酒楼发票领购薄
510227197211188190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六子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机动车车
维修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555534000401-317声明作废◆遗失2016.10.13核发的重庆丰绿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50891282294声明作废◆屈明文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022719491203273407遗失◆潼南县粤港澳发型设计室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510227196604271775遗失◆遗失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61000022052325X7，江津区中心医院
放射治疗中心项目部章一枚，声明作废

◆方浩遗失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纳税人陈晟辉 ，车辆识别代
号：LVSHCAAE5BF699817 发动机号BA32095 声明作废◆邓敏遗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51022919761104310201作废◆遗失周庆扬《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053312,声明作废。◆肖游月遗失驾驶证：50022219920429541X作废。◆重庆玉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3-3#库杨万春保
证金收据（1540091）金额20580元作废。特此申明！◆桐君阁大药房璧山区丁家春晓药店遗失药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证号：渝CB025016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鼎景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章
5001127042313，财务专用章5001127042314，声明作废◆遗失綦江县古南街道千逸房屋信息咨询服务部国税地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51022319760609104802作废◆遗失重庆恳为食用菌种植场税务登记证正本（渝
税字：500109073682081号）声明作废

重庆市百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文承元遗失
2012年1月20日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印章（编号：渝
205080809997（00））声明作废

咨询热线：400-700-8836

脑萎缩、帕金森、中风偏瘫都是脑组织细
胞受损、萎缩、衰亡，脑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
早期症状为头晕健忘、失眠焦躁、说话不利索；
嘴歪眼斜、行为迟缓、手足震颤。中晚期则痴
呆，大小便失禁，瘫痪，及早治疗尤为重要。

康脑丸是药监局审批的专业治疗药
品。他以中医辨证施治原则，精选壮族高
山中药科学配伍，低温超微萃取技术，使
药物成分直接透过血脑屏障，强力修复受
损的脑组织细胞，恢复脑神经功能；同时
快速改善头晕、流口水、肌无力、手抖身僵
等症状，解决了脑病治疗效果差的难题。
疗效独特，标本兼治而喜获优秀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原文摘要:“本发明药物康脑丸具
有补肾益脾，健脑生
髓功能，治疗脑萎缩、
老年痴呆、帕金森、中
风后遗症等脑病，效
果好，见效快！”

配方专利，国药准
字号药品，上市以来
已成为治疗脑萎缩、
痴呆、帕金森、中风
后遗症的理想药物。

一 种 治 疗 药 物 发 明 专 利 公 开

脑萎缩 帕金森 中风偏瘫
广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