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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智齿你该注意些什么？
长智齿是很普遍的，那么在长智齿时我们应该注

意些什么呢？史文进介绍，预防智齿给身体带来的伤
害，除了注意日常口腔卫生，做到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的
习惯外，人们长智齿的时段大多集中在18岁左右，在
这个时段关注智齿生长或就医检查很有必要。

如何判断自己的智齿拔与不拔？史文进介绍，
如果智齿萌出得很好，位置很正，不影响咬合，不挤
到邻牙，也不存在发炎、疼痛或龋坏的情况，就可以
考虑不用拔除。但绝大多数的智齿都需要拔除，决
定是否拔智齿最好到正规医院就诊。

宠物主人或更易患肠易激综合征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家有宠物或让主人更易患肠易激
综合征。

这是州立东田纳西大学研究人员在参加今年美国消化疾病
周会议时报告的研究结果。肠易激综合征是持续或间歇发作，
以腹痛、腹胀、排便习惯或大便性状改变为临床表现，但缺乏胃
肠道结构和生化异常的肠道功能紊乱性疾病。5项研究涉及
2883名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研究人员分析研究对象的数据，结
果发现，家有宠物者患肠易激综合征的比值比为1.26。比值比
是对发病风险的精确估算，等于1表示某个因素对疾病的发生
不起作用，大于1则表示这一因素是危险因素。

研究人员在参加今年美国消化疾病
周会议时报告上述研究结果。他们认
为，家有宠物的人，无论养猫、狗还是
鱼，比不养宠物或是把宠物养在居室
外的人都更容易患肠易激综合征。

英国《每日邮报》24日援引研究人员的话
报道，尽管1.26的比值比不算很大，但足以
表明患病与宠物之间有联系。

据新华社

生活有意义的老人或更长寿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感觉活得有意义的老人死于心脑血管

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的风险更低，活得更长。
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人员分析一项历时10年、针

对6985名50岁以上美国人的调查数据得出上述结论。他们分
7个项目就个人是否有生活意义打分，分数越高代表生活越有
意义。研究人员发现，生活意义得分最低者在调查结束前死亡
的可能性比得分最高者高2.43倍。相比得分最高者，得分最低
者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高2.66倍，死于消化系统疾病的风
险翻番。

在研究人员看来，所谓“生活意义”指人们自认为对个人最
有价值的事情，没有统一定义。路透社25日援引研究报告主要
作者莉·皮尔斯的话报道：“社区、成就、声望、情感关系、信仰或
行善，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人们的生活意义。”研究人员认为，人们
可通过多种方式寻找生活意义，例如当志愿者或练瑜伽等。

据新华社

夏季护肤要有“科学范儿”
日前，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发起了“5·25全国护

肤日”暨皮肤健康公众科普系列活动，告诉你护肤也要有“科学
范儿”。

皮肤科专家特别指出，每到夏季，有关清洁和防晒的护肤误
区总是会让不少人“中招”。其实，只要了解皮肤背后的一些科
学知识，就能有效预防。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利说，皮肤由表皮、真
皮、皮下组织构成。表皮结构的最外层为角质层，具有锁住水分
和抵抗各种皮肤表面病菌入侵的作用。作为皮肤屏障，它一旦
被破坏，皮肤就会干、红、痒、易过敏等，并加速
老化。

不少专家指出，正是因为角
质层的特性，夏季过度清洁或频
繁用爽肤水、喷雾补水都不科
学。过度清洁会破坏角质层，
导致皮肤薄红、血管扩张、逆光
疹等，陷入“遮盖-清洗”的恶
性循环。而爽肤水、喷雾等
虽能直接补充角质层的水
分，但很快会蒸发，过度使
用还会存在冲刷掉天然
皮脂膜、导致皮肤干燥的
风险。

据新华社

女子拔智齿
全麻手术2小时

智齿拔不拔
真是大智慧

说起拔牙，很多人可能觉
得很轻松就能搞定，但最近35
岁的周烨（化名）为了拔两颗智
齿，竟然做了近两个小时的全

身麻醉手术，手术结束还住了好几天
院。什么样的智齿这么难拔？近日，记
者见到了周烨，她向记者讲述起了她那
两颗“世上最难拔的牙”，同时她也想通
过自己的经历，让市民对牙齿生长应引
起重视。

5年前发现长智齿没多管

24 日上午，记者在重
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
口腔医院 3楼住院二区的
病房见到周烨时，她的面
颊因为还在拔牙手术后的
恢复期显得有些浮肿，“虽
然 脸 还 肿 ，但 一 点 也 不
痛。”周烨说，要是之前就
多关注自己的牙齿状况，
就不会任由智齿的生长，
也就不用像现在这样躺在
病床上了。

周烨告诉记者，她长的智齿没有萌
出，所以一直不知道自己长了智齿，直
到5年前因为牙齿参差不齐想矫正，去
江北区某医院咨询并照片之后才知道
下颌左右两边都长了一颗智齿，要矫
正牙齿必须先拔掉智齿，“我很怕痛，
又因对方说立即就能手术感到有些信
不过便离开。”

说起这两颗智齿，周烨就是一把辛
酸泪。在知道自己矫正牙必须拔智齿
后，她又去到渝中区一家医院咨询过，

“他们什么都没给我说就不给我做了，
说我这个牙齿做了效果也不好，后来
因为工作忙，我也就根本没把智齿当
一回事。”

如今拔除全麻手术还住院

周烨告诉记者，这些年，只是在感
冒时偶尔感到大牙酸痛，便觉得是感
冒引起的反应，根本就没想到是智齿引
起的痛。

直到今年，周烨发现自己的牙
齿越来越龅，爱美的心促使她对矫
正牙齿很迫切。当她到现在这家医
院就诊时，被告知她这两颗智齿属
于很难拔的智齿，需要全身麻醉做
手术，并且术后还需要住院输液抑
制感染。

“一听说要全身麻醉，我人都吓傻
了，后来我还咨询了当医生的朋友，朋友
将我的病历发给国外的专家看过，对方
也表示确实要全身麻醉后才能放心做这
个手术。”5月22日，经过近2个小时的
手术，医生终于将周烨口腔里的两颗智
齿拔掉。

随着年龄增大智齿更难拔

给周烨主刀的该院副院长史文进告诉记者，周烨长
的两颗尽头牙（智齿）一颗属于倒置阻生牙，牙冠倒置；另
一颗属于低位阻生牙，埋藏倒置。“这两颗都是很难拔的
牙，为了防止大出血、下颌骨骨折等在内的多种并发症，
所以必须全身麻醉手术，二期必须住院观察，抑制感染。”

史文进说，周烨要是在最初就关注牙齿生长状况，发
现问题就前来做手术就会容易得多。因为随着年龄增
大，智齿也在长，有的还会发生粘连，因此就越难拔。

周烨的智齿若不拔除将有怎样的后果？史文进介
绍，如果出现经常发炎便会对心脏和肾脏产生影响，提高
心肌炎、肾炎的发病率，同时对女性来讲也会影响正常怀
孕，提高胎儿致畸的几率。另外，若出现嘴唇发麻，则可
能压迫到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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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区龙溪河、桃花溪水系连通工程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重庆市长寿区水利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长寿区龙溪河、
桃花溪水系连通工程项目从长寿区云台镇龙溪河六剑滩电
站上游水井湾引水，通过修建无压隧洞将水引至范家桥水
库下游石堰镇桃花溪进行补水，设计多年平均补水量为
0.96m3/s，全程8.06km。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承担环评
编制工作已基本完成，现向项目周边居民、企事业单位等公
开征求意见。本项目报告书全本查询网址为http://www.
eiabbs.net/thread-167892-1-1.html，如需查阅纸质报告
请至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B座14楼环境规划咨询所查询。
2019年5月20日~2019年5月31日期间，您可以通过电子邮
件或电话的方式反馈给我们。公众意见表下载地址为https://
pan.baidu.com/s/13H8it-TYZKdiS4NGCsiuMw。若您
还想了解项目更详细的信息，请与环评单位直接联系。

反馈方式：金女士 61513289 496652700@qq.com
农民工工资款及材料款拨付通知

石柱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土建及设备采购安装调
试工程施工项目工程合同价14968044.25元.截止2019年5
月23日前，建设单位已累计拨付工程进度款12814916.50
元。本项目已完工交工验收，为确保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及
材料款资金到位落实，请与本项目有关的民工及材料供应
商，按照与项目部的对账签字相关手续，在2019年6月9日
前联系本公司完成相关登记手续,逾期未登记办理者，后果
自负!特此公告。中建鑫宏鼎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范老师 电话:15213676233 。2019年5月27日
遗失达华集团北京建标诚和咨询有限公
司重庆分公司开具给重庆泽足水务投资
建设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联
次一张，发票代码：5000172350，发票号
码:02241388，金额3000元；声明作废

重庆乐俊铝业有限公司年产30000吨建筑门窗铝型材、幕
墙铝型材深加工项目（二期）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受重庆乐俊铝业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工商大学环境保护研
究所承担重庆乐俊铝业有限公司年产30000吨建筑门窗铝型
材、幕墙铝型材深加工项目（二期）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将该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1.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http://bbs.e47.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160060&fromuid=360381
2. 公众还可通过电话、电子邮箱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
单位索取纸质报告书。
建设单位：重庆乐俊铝业有限公司 凌工1912547418@qq.
com，18623545477
环评单位：重庆工商大学环境保护研究所 况工 023-
62304714，1597503443@qq.com
3.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影响的所有公众（主要
是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工业园德油路周边2.5km范围内公众），及
对本项目建设或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
4.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
表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或
电话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5月24日至2019年6月6日。

重庆金格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家具、套装门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受重庆金格家具有限责任公司委托，重庆工商大学环境
保护研究所承担重庆金格家具有限责任公司家具、套装门生
产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将该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1.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
接：https://www.cqhc.cn/tiezi-196938-1-1.html
2. 公众还可通过电话、电子邮箱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
位索取纸质报告书。
建设单位：重庆金格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刘老师 13983729190，2497489618@qq.com
环评单位：重庆工商大学环境保护研究所
梁老师 18223468463，1945595233@qq.com
3.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影响的所有公众（主要
是合川区草街街道春江路2号2幢周边2.5km范围内公众），及对
本项目建设或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意见和建议的所有公众。
4.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
见表并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邮箱，或
电话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馈相关意见。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5月24日至2019年6月6日。

遗失重庆浩富物流有限公司车牌号渝F0058挂道路运输证
声明作废。银冠公司渝BZ8122营运证500222081414渝
AE718G营运证500222081415遗失。五祥公司渝CK7593
营运证500382009585遗失作废。开隆公司渝BJ1299营运
证遗失作废。君睿达公司渝BZ9107营运证500110066783
作废。国武公司渝BZ7172营运证号500115046221遗失
作废。李明波遗失重庆卓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安全证声明
作废。宏锦公司渝B9A028营运证500110072866遗失。
添福公司渝 BU7233 营运证遗失。金载公司营运证渝
BQ0219 遗 失 作 废 。 海 潮 公 司 渝 BS2270 营 运 证
500222066764遗失。重庆冀融物流有限公司车主赵海军所购
买的车辆渝D75593，借款协议还款条约出现了严重违约，公司
也多次催促无果。限登报5日归还公司的借款，如再不守约！公
司将会在巴南区人民法院进行上诉，一切后果自负！

任俊宸同志，你于2019年4月22日起已连续旷工25
天，已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和公司的劳动纪律，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决定自2019年5月27日解
除与你的劳动关系，并向你在公司预留的住址发出解
除劳动关系的通知，限你于2019年6月3日之前到公
司行政人力资源部办理离职手续。公司保留按照法律
予以其他相关处理的权利。

重庆两江新区市政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江北区龙胆沟水果农民专
业合作社（注册号500105NA000563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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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7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江北区沙坪子枣子农民专
业合作社（注册号500105NA000562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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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7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江北区渝望枇杷农副产品农
民专业合作社（注册号500105NA00056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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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7日
注销公告：重庆万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3315785602 经股
东会研究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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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债
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代飞安全员C证（2015)0053647，声明作废●遗失柴杨皓《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403240声明作废●重庆融金运输有限公司渝B7545G号500108031681营运证遗失● 重 庆 瑞 明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渝
D28782，渝D17215营运证遗失补办●遗失唐贵英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580020170500271作废●重庆灏景物流有限公司渝B0A165营运证500222055156遗失●遗失重庆市上峰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财务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顺风货物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建行石柱支行营业部开户
许可证,账号50050120360000000749核准号J6871001050501作废●重庆万阳机械有限公司遗失已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和发票联）
1份，发票代码5000184130，号码03474917，已盖发票专用章。●重庆海陆丰钢材有限公司遗失中信银行重庆大渡口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7421710182600047595核准号J6530036374405声明作废●重庆巢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未经公安机关备案许可刻制的公章(编号
500103600042618)及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0360004261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嘉尔隆塑钢制品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12000022601）经公司股东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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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嘉尔隆塑钢制品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7日

遗失证明
中移铁通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丢失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专用收据4份，收据号：
201200023557；201200023558；201200022083；
20120002208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岳圣旅游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6MA601QKU7U）股东研究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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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岳圣旅游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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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33167355XP的重庆两只蜜蜂电子
商务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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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两只蜜蜂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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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8MA5U5Q4W99 的重庆嗨得
串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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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嗨得串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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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00105MA5YR8HB4M 的重庆金
倍数据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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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金倍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必欧必木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7576153077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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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7日

麦克红康药房江北区鑫耀苑药店（税号
92500105MA5UAHP03B）遗失通用手工发
票（三 联 百 元 版）25 份（发 票 代 码
150001320531，起 止 号 码 12470101-
1247012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渝荣房屋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空白增值税普通发票3份，代码
000008101200 号 码 04900147、
04900148、04900149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铜梁区润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24MA5U5H824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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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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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铜梁区乐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MA5U5Y0P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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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重庆
市分公司保险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代码050001800104 发票号码
2655085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驰发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8MA5YMWWM8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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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经重庆艺水茶叶股份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50011006051998XT）成员研究决定本合作社拟将注销。根
据《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理》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
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合作社办理债务清尝手续。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恺悌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号5001120081707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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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5月2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骄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10001726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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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7日
声明：云阳县康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公章编
号 ：5002351028580）与 公 章 备 案 回 执（编 号 ：
50023520181207028）；遗失财务专用章（财务专用编
号：5002351028581）与财务专用章备案回执（编号：
5002352018120702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创天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1092101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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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2016.12.16核发的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590542415C声明作废●遗失曾礼建营业执照正本500226600090000声明作废●经营者唐水先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90160012903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七色实业有限公司家佳旅馆
财务专用章编号6001068111372作废●遗失成都八十五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南坪分公司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25001080149110作废●遗失重庆绿色源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永川区清华苑分店
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DB017011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科佳模具有限公司合同章
壹枚，编号500109722265声明作废●何艳杰遗失中南玖宸购房定金3万元收据，遗失作废●重庆桐君阁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江津六店遗失
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渝CA0150477,声明作废●重庆吉奥运输有限公司渝 BR2609营运证遗失●綦江区发家致富汽车运输公司 渝D68319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2012.9.17发杨兴贵执照副本500106600252438作废●遗失陈春兰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4608301985作废●遗失2018.1.5发段练执照副本92500109MA5YQ69X25作废●遗失2018.1.9发文静执照正副本92500113MA5YQ8F81M作废●遗失2009.11.11发唐建明执照正副本500223600107501作废●铜梁区蜻蜒巢鞋业经营部财务章遗失作废●遗失周文英食品流通许可证正本SP5002241350038445作废●遗失铜梁区如玉汤锅馆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JY25001510037635作废●遗失2018.5.15核发铜梁区新概念小吃店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编号JY25001510000432作废●遗失重庆恩森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组
织机构代码证副本08240799-7作废

●遗失2018.9.18发重庆渝宇佳洲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茶园分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6038L93B作废●遗失重庆市得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章
备案回执单编号50038320181112001作废●遗失刘妤希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049083作废●遗失2018.4.3发重庆市潼南区汇绿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3305127678B作废●遗失重庆罗仁酒店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500106819661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升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5001047003256）及印章证明，声明作废●遗失谢家兰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277294作废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春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