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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水公
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11.7米
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地，
23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转让或合作
乡村旅游（休闲山庄+农业公司）
转让或寻求入股，非诚勿扰！
联系人：谭老师 17784082198

综 合 服 务
旺铺转让和独栋别墅出租13983897093蔡

杨家坪商圈兴胜路16号
新世纪天桥旁写字楼9间
出租，面积250平米。

房屋出租

电话：15523338679张先生
寻合作

三A景区考核地，现有五百亩退耕
还林指标已到，急找有意进入农业
行业者合作！有意者请来电：
17772357199 15123221668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1、姓名许启伦（养父取名），约3岁
被捡拾日期：2015年10月25
日
捡拾情况：在南岸区广阳镇渝
惠物流市场对面的179路公
交车站捡到一出生没几天的
女婴，女婴被粉红色被子包

裹，身穿灰白色棉袄，小眼圆脸，无肢体残疾，无
胎记、伤疤。

2、姓名刘婷婷（养母取
名），约6岁
被捡拾日期：2012年5月7
日，
捡拾情况：在陕西省榆林
市俞佳路口捡到一名女
婴，女婴放在竹篮内，用红
色毯子包裹，无其它证明

女婴身份信息的物件。
3、姓名李文露（养母取名），约4岁

被捡拾日期：2014年4月9日
捡拾情况：在重庆市垫江
县捡到一名女婴（出生约2
天），现场无其它证明女婴
身份信息的物件。
联系人：南岸区公安分局
电话：023-62833297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寻亲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明豪热处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5320401380P）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市明豪热处理有限公司2018年11月16日
经营者陈兵遗失于2016年9月22
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码挂失声明，许可证编码，
JY25003590002138 挂失者：陈
兵。2108年11月15日
以下身份证遗失作废：张飞511523199211043072、
胡春梅 511524199204127223；以下结婚证遗失作
废 ：张 飞 J511523- 2018- 000643、胡 春 梅
J511523-2018-000643；以及胡春梅所持准生证
一本，就诊卡一张，社保卡一张均已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皇爵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25992356577）经股东会
研究决定拟将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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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债权债务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迁坟公告
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地〔2014〕148号、

渝府地〔2014〕190号、渝府地〔2015〕1060号
文件批准，征收铜罐驿镇新合村1社、2社、3
社、4社、5社、6社、7社、8社、10社、11社部
分集体土地，用于九龙坡区实施城镇规划建
设用地。请位于被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坟墓于
2018年11月15日至11月30日前迁出。逾
期不迁者，按无主坟处理。

重庆市九龙坡区征地办公室
2018年11月15日

迁坟公告
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地〔2018〕846号

文件批准，征收铜罐驿镇新合村5社、7社、9
社、11社、13社、14社、17社、陡石塔村1社、
2社、3社、观音桥村1社、建设村集体、2社、6
社、7社、10社、12社、13社、14社、西彭镇长
石村11社部分集体土地，用于九龙坡区实施
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请位于被征收土地范
围内的坟墓于2018年11月15日至11月30
日前迁出。逾期不迁者，按无主坟处理。

重庆市九龙坡区征地办公室
2018年11月15日

重庆市欧勒奇快餐店，开户账号
0308010120440000249，人民银行核
准号J6530026826201。现声明开户
许可证，公章，财务章，私章均已遗失。
更正公告：重庆曼文企业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于2016年5月10日在《重庆晚报》上刊
登的注销公告，由于刊登失误，现将“因故
解散”更正为：“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
本公司”，其它内容不变，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简美家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51BB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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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圣约翰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054277179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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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驿站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分公司车辆商业保险 6 份：发票代码 5000173320 号码
00747965 保 单 号 12625036020180002903 流 水 号
1800508383，发 票 代 码 5000173320 号码 00747975 保单号
12625036020180002916 流 水 号 1800508386，发 票 代 码
5000173320号码00747976保单号12625036020180002914流
水号1800508387，发票代码5000173320号码00747967保单号
12625036020180002905 流 水 号 1800508381，发 票 代 码
5000173320号码00747829保单号12625036020180002857流水
号 1800510887，发票代码 5000173320 号码 00747948 保单号
12625036020180002863流水号1800508368；遗失以下车辆营运
证：渝AQ566X（500103040982），渝AQ170T（500103041641），
渝D43497（500103032957），渝A1001P（500103035608），渝AC878B
（500103039123），渝 A0285N，渝 A0P327（500103034331），渝
D09A12（500103029703），渝A0999Q，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彭水县雅农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500243MA5U42N4XJ）
成员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请债权
人到本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减资公告：重庆博马汇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000331684195C)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注册
资本由300万元减少至12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
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重庆博马汇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大美天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3459237085）股
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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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同缘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开具给深圳海
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为：5000172320，发票号码为：26982304（金额：100000
元）、26982305（金额：100000 元）、26982306（金额：
20000元）；特此声明3张发票的第一联发票遗失

●遗失2010.11.22发重庆九间堂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东和城分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300023884，声明作废●遗失2010.2.5发重庆九间堂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丽都分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300021903声明作废●遗失2011.1.31发重庆居轩阁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骏逸蓝山
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2300005300声明作废

遗失2015年11月09日发重庆卉居商贸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9075686553W、公章一枚，编
号5003844009158 发票专用章一枚，编
号5003847009512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南川区广英祥笋竹种植专业合作
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11930486801X8）成
员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请债
权人到本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重庆市北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惠邦百货超市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罗素珍、黄英与你公司因社会
保险费偿还引起的劳动争议两案，已审理终
结。由于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碚劳人仲案字〔2018〕第774
号、775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于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
起诉，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重庆喜达屋搬家有限公司渝D05Q78营运证卡片500113014692遗失作废。慧鸿公司渝D54322营运证
500222066355遗失。源亨公司渝D28235营运证渝D61082渝D69626遗失。重庆荣伟公司渝B65V12营运
证500103018019渝B9J718营运证500103022421遗失作废。重庆市顺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
BQ2357 营运证 500103000595 渝 A3P595 营运证 500103029555 渝 BM0026 营运证 500103025093 渝
BF8520 营运证 500103023820 灭失注销。重庆建豪运输有限公司渝A3C831 营运证 500103002982 渝
A7X833 营运证 500103026813 渝 BB8309 营运证 500103027042 渝 BD1258 营运证 500103027732 渝
BD2670 营运证 500103023399 渝 BB9022 营运证 500103023727 渝 BM2680 营运证 50010302457 渝
BD3901营运证500103023939灭失注销。永盛公司渝BV6970营运证500110040653遗失。万马环卫公司
渝D91108营运证500222074889遗失。渝润泽公司渝A91221营运证500222048609遗失。重庆伟伦运输
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 BP5158 渝 A666X5 渝 BP1655 渝 B231S8 渝 B037W6 渝 A25G61 渝 D28896 渝
BT0279 渝 D9S920 渝 B7V991 渝 BT0870 渝 BW2116 渝 B0D762 渝A78W19渝 B323S6 渝 BW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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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个体户吴友贵光大银行沙坪
坝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30648201 账 号 ：
3946018800009172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奉节县山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36MA5U7RRP10)经研究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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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大足区双丰养猪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568890746X7）成
员大会决议，本社拟将解散注销。根据《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规定，请债权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人到本社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郑重声明：我河北德创检测服务有限公
司从未以任何形式委托任何公司和机构
出具防雷装置检验检测报告，非我公司出
具的防雷装置校验检测报告，我公司不予
认可。特此声明！2018年11月1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峻凡艺术培训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222008001556股东会决
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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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张雨于2018年9月22日在重庆荣盛鑫
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滨江华府项目购买了
二期L2-18-302号房屋，财务开具两张票据，
金额合计 231635 元，收据号为 0008168、
0003932，现我将收据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500105MA5YP141XW的重庆才
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
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才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6日
注销公告：彭水县诚实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3MA5UQ2JX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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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

遗失九龙坡区九龙园区盛妙珠宝
行（账号 110255544130）中国银
行巴国城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71556401作废

重 庆 宏 亚 垫 江 分 公 司 渝 GB0886 500231010413 ，
渝 GB1367 500231008654，渝 GB3381 500231004367，
渝 GB2918 500231008362，渝 GB2125 500231007582，
渝 GB2311 500231006984，渝 GB0975 5002310011551，
渝 GB0862 500231001825，渝 GB0829 500231008323，
渝 GB0510 500231007745，渝 GB1988 500231005950，
渝 GB1705 500231005951，渝 GB2076 500231006218，
渝GB2302 500231007587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市南川区四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9621255495R）经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11月16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5001053204180357的重庆昊堃
劳务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我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昊 劳务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6日

注销公告：重庆世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YQ3BN5P，
经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务
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
手续。2018年11月16日

注销公告:重庆澜润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4MA5YQAPY3G，经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
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2018年11月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京铁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000MA602UKR9H）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11月16日

遗 失 杨 守 全（身 份 证 号 码
510226196807077757）重庆广播
电 视 大 学 学 籍 档 案 ，编 号
020040605，声明作废

遗失云阳县网吧协会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云阳县云江大道1385号）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676000197901
编号6530-00345237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很高兴遇见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6F2R0D）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拟将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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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债权债务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科集知识产权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3DE8XX）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300万元减少到6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8年11月16日
声明：L-3006遗失居然之家销售合同1份
（2015314304） ， 交 款 凭 证 1 份
（1011039472）。声明作废，遗失的销售合
同和交款凭证所产生的任何纠纷与居然之
家无关，所有责任由泰贝爾商家自行承担。

重庆久福物流有限公司渝BY7122营运证500110055841遗失作废
重庆久福物流有限公司渝AB878挂营运证500110058912遗失作废
遗失江津康翔汽车运输公司渝 D701F2 营运证声明作废
重庆博鑫物流有限公司渝BY2316营运证500110053637遗失作废
重庆新格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税号
915001186733745929）遗失已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第2联、第3联）1
份（发票代码 5000182130，号码
05705862）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领恒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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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领恒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2018年11月16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功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3MA5U5UFF0U）股东决
定，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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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威公司渝B51N18营运证遗失●杨中平渝D7F380道路运输证遗失●云驰物流公司渝BT8583营运证500115025115遗失作废●重庆朋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渝AJ631Y
道路运输证编号500104014517声明作废
大渡口区木头人装饰经营部于2018年7月6
日在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巴南区税务局代开
给重庆项胜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增值
税专用发票代码5000164160号码02009920
金额24817.00元特此声明遗失

●程小洋遗失重庆一中寄宿学校高中毕
业证书，证号：1713190112声明作废●遗失曹德琼之女伍金铭，于2003年02月08日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出生的《出生
医学证明》。该《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遗失 2011.6.24 发永川区启源广告制作部执照副本
500383600382620、税务登记证副本321284198506184813作废●遗失杨文美之女刘语馨之出生医学证明O500285125作废●铜梁罗鑫华诊所公章遗失作废●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大佛村村民委员会公章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川区文平机械设备租赁经营部
公章一枚，编号5003847023853作废●遗失重庆锲金物资有限公司公章，
印章编号为5003847008857作废●重庆田恋假发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潼南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71027601账号1701010120010015911作废●重庆杜斯特热泵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二级建造师(何麟)
注册印章编号：渝205101117053（00）声明遗失作废。●重庆夏都实业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证
书（证书编号:3709112）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重庆力才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二级建造师(杨德均)
注册证书编号：01032902 声明遗失作废。●遗失重庆龙通运输有限公司渝AH2786
营运证，号码500224009247，声明作废。●兹有重庆扬成长义物流有限公司渝BD7935
挂营运证500105003766遗失，声明作废。●遗失2017.10.19核发重庆区欠记餐饮文化服务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TBQP1Q作废●经营者牟杨遗失2015年03月25日核发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3600443668，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区鲁伊人餐饮店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XENLX9H,
核发日期2017年10月23日，声明作废●常元钰于10月15号遗失身份证，身份证
号：410881198408141515，声明作废。●遗失齐伟涵《出生医学证明》编号I500274822声明作废●谢文忠遗失优抚证，优抚证号0047758，声明作废●重庆嘉威物流有限公司渝BS1268营运证500110031854遗失●遗失渝中区福满阁酒楼（税号532727198412152124）
税控盘编号661601532529，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富登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905095332410，特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徳磁航健康管理中心公章一
枚（编号500114104698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福马商务酒店财务专用章一
枚，编号：5001078033465声明作废

杨叶遗失重庆业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的购房收据 4 张，收据号：业晋收据
0040881，款项内容：首期，金额：136792
元；收据号：业晋收据0040882，款项内容：
大修基金，金额：9298.40；收据号：业晋收据
0040883，款项内容：契税，金额：37394.06；
收据号：业晋收据0040616，款项内容：定金，
金额：262000元；特此声明4张收据遗失作废

天气凉爽的秋季本是登高的好时节，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在周末约上三五好友走出户外，在这
个温度适宜的季节活动身体、强健筋骨。而作为
一种体育锻炼，登高不仅能够增加肺通气量和肺
活量，增强血液循环，具有很好的保健功能，并且
还能够在爬山的过程中消耗不少的热量，对减肥
也大有好处。但登高虽好，有些细节也是需要我
们在事前注意和防范的。

首先就是要做好登高前路线的选择，应该要
选择成熟的登山路线进行，避免因路况不熟而出
现险情，给轻松愉悦的登高之旅带来不必要的麻
烦。其次就是要量力而行，不可盲目进行。登高
爬山本为休闲放松之旅，登高的强度和高度应该
根据自身情况而定，切不可盲目追赶攀比，给身体
打来其他的损伤和负担。再就是在天气转凉的秋

季，登高的时间要避开气温较低的早晨和傍晚，这
是因为秋季清晨和晚上气温较低，室内外温差很
大，而受到冷空气的刺激，容易诱发各类心脑血管
疾病。还有就是登高爬山期间要注意根据温度来
适当增减衣物并及时补充水分。

除了做好准备外，专家提醒更要注意登高爬
山后肌肉和骨骼的休养和恢复。很多人在剧烈运
动后往往会出现肌肉酸痛的现象，这时要及时通
过按摩等方式进行缓解，必要的时候还应该通过
药物辅助来进行改善。除了以上几点需要注意的
以外，我们在登高的过程中还需要做好应急物品
的准备，如雨具、应急药品等。只有在做好了万全
的准备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享受登高爬山带给
我们的轻松愉悦。

据新京报

登高正当时
这些细节要注意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TAU）研究人
员近日利用患者自身脂肪，设计出首个
完全个性化的身体组织植入物。该研究
负责人、TAU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中心
的塔尔·达沃尔强调，由于使用的细胞和
材料均来自患者，植入物不会诱发免疫
反应，可确保受损和缺失器官的正确再
生。

目前，塔尔·达沃尔的团队正在研究
用脊髓和心脏植入物让受损的脊髓和梗
塞的心脏再生，并已经开始研究人类多
巴胺植入物在动物模型中治疗帕金森病
的潜力，同时还计划利用患者自身的材
料和细胞让包括肠道和眼睛在内的器官
再生。达沃尔总结说：“借助我们的技
术，可以设计出任何组织植入物来治疗
不同疾病。移植后，可以让患病或受损
的器官——比如心脏病发作后的心脏、
遭受创伤后或罹患帕金森病的大脑、受
伤的脊髓等有效再生。此外，我们还可
以为整形外科或化妆品设计不会被身体
排斥的脂肪组织植入物。” 据新华社

人体脂肪
可定制组织植入物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容易皮肤过敏的
人患皮肤癌的风险反而比较小。研究聚焦于一
种名为免疫球蛋白E的抗体。作为免疫系统的
一部分，该蛋白质有时会将人们吃下的海鲜、蛋
奶、花生等无害物质视作威胁并触发过敏反应，
人体在其指令下发动全面攻击，导致皮肤出现
起疹子等过敏症状。尽管如此，免疫球蛋白E
在防御环境中有害化学物质时也扮演了重要角
色，它会在皮肤部位累积，防止受损伤的细胞转
化为肿瘤细胞。

研究人员将小鼠暴露于有毒化学物质中发
现，小鼠皮肤上催生出的免疫球蛋白E迅速向
损伤部位聚集。在这种情况下，免疫球蛋白E
降低了该皮肤部位癌症的发生几率。随后，在
对多名皮肤癌患者进行的试验中发现，危险性
较低的患者肿瘤中存在较多的免疫球蛋白E细
胞，而较严重的肿瘤中，该细胞数量变少。

帝国理工学院医学系杰西卡·斯特利德博
士说：“免疫球蛋白E或可起到阻止肿瘤恶化的
作用。接下来，我们将会努力找到操纵这种过
敏反应的办法。”新研究发现了此前不为人知的
皮肤防御机制，或将为研发新的皮肤癌治疗方
法开辟途径。

据新华社

易过敏
患皮肤癌风险小

美国日前发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与节食减肥相比，降
低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比例，能够帮助身体燃烧更多热量，
从而帮助肥胖人群保持减肥效果。

人们往往认为，不吃或少吃就能瘦。但是，此前有多项
研究显示，从长期来看，依靠这种减少热量摄入的方法来减
肥，最终效果会逐渐减弱，原因是身体的新陈代谢会放慢来
存储能量，从而导致减重变得更加困难。此外，碳水化合物
是维持生命活动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一些较为
极端的高脂肪、零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模式，也并不推荐。

在新研究中，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通过调整饮食中碳水化合物与脂肪的比例，来帮助肥胖人
群巩固减肥效果。研究人员选取了234名体重超重的成年
人，并让他们首先接受为期10周的减肥饮食。然后，研究
人员选取了其中达到了初期减肥目标的成年人，并将他们
随机分成3组——包含60％碳水化合物的高碳水饮食组、
包含40％碳水化合物的中碳水饮食组和20％碳水化合物
的低碳水饮食组。结果发现，低碳水饮食组平均每天比高
碳水饮食组多燃烧最多可达278卡路里的热量。研究人员
在新一期《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报告说，如果这一效果能
够维持下去，那么3年后就能减少预计10千克的体重。

论文作者之一、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内分泌专家戴维·路
德维希说，从长期（减重）来看，与限制热量摄入相比，限制
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可能是一种更好的策略。

据新华社

低碳饮食
有助保持减肥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