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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能科技新建厂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第4号）规定，对重庆塑能科技有限公司塑能科技新建厂房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征求意见公示。
1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http://www.js-eia.cn/proj
ects?publishtype=2；纸质报告书通过重庆塑能科技有限公司查阅
2 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重庆塑能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黄总
13594612255；环评单位：重庆重大环境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联系
人李工，18623568714，邮箱1765781413@qq.com
3征求意见范围：项目周边企业单位及社会群众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表连接：http://www.
js -eia.cn/projects?publishtype=2，填写后发送至联系人邮箱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5月19日至2020年5月22日

重庆塑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重庆领创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建设机械镀

锌项目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重庆领创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建设机械镀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有关信息予以第二次公示。
1、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下载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4XhCaxERMjLXcXCyGKdxGg 提取码：lskh
公众意见表的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ZRsiBwOOO
pAzEK4a3o-Vg 提取码：ly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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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创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联系人：邱总 联系电话：
13908333836,编制单位：重庆后科环保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
李工联系电话：15123370521 电子邮箱：871784699@qq.com
2、征求意见公众范围：本项目环评公众参与的范围和对象为：受
项目影响的周围公众，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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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5月21日~2020年5月28日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重庆白涛化工园区热电联产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承担重庆白涛化工园区热电联产项目的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
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信息已在网站
http://www.huafon.com.cn/khyfw/mlxz/index.shtml
上发布，如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
询。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工作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
反映与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联系人，杨老师 电话15223830953 邮箱466563017@qq.com。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圣德康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全信用代
码91500113MA60TYAC0L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减少注册
资本1800万元，即将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减少到200万
元，按《公司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到本公司申投债权，联系人：陈扬电话：17783012114

重庆市圣德康商贸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鸟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27MA5XE7QH6U）股东会决定，
现将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整减至50万元整。根据
《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九龙坡区西彭镇重庆泓源贵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
厂房建设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4号）对九龙坡区西彭镇重庆泓源贵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厂
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征求意见公示。
1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http://www.js-eia.cn/proj
ects?publishtype=2；纸质报告书通过重庆泓源贵报废汽车回收
有限公司查阅
2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重庆泓源贵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联系人
马总18602321118；环评单位：重庆重大环境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工，18623568714，邮箱1765781413@qq.com
3征求意见范围：项目周边企业单位及社会群众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表连接：http://www.
js -eia.cn/projects?publishtype=2，填写后发送至联系人邮箱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5月19日至2020年5月22日

重庆泓源贵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公 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电器采购项目将进行自主非

招标询价采购，估算费用30万元/年，合同期1年。请具有相
应资质并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20年5月27日16:00前携
营业执照、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等原件并提供盖鲜章复印
件，到我司316室拷取非招标文件。
联 系 人：方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
报名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关于江津区祥豪·维多利亚港湾81#、82#楼方案调整的公告

维多利亚港湾项目业主及有关利害人：祥豪·维多利亚
港湾项目位于重庆市江津区东部新城A0-1号地块。目前项
目建设单位重庆祥豪置业有限公司申请对经审批的设计方
案81#、82#楼进行修改调整。该项目已通过相关程序审查，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2020年5月27日至
2020年6月2日在江津区规划展览馆规划公示栏、项目所在
地、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对调整内容进行公
示，告知听证权利。具体内容请到江津区规划展览馆规划公
示栏、项目所在地现场及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
站查看，欢迎相关利害关系人及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联系单位：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元帅大道36号
联 系 人：彭先生 联系电话：023-47696220
电子邮箱：375460167@qq.com 邮 编: 402260

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5月22日

竣工项目公示
由重庆黄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的平场片区

工业用地平场五标段工程已经竣工验收。本项目位于
两江新区礼嘉街道长安福特发动机地块，本项目所有
民工工资及材料款、设备租赁费等工程款项已结清，未
发现任何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和款项拖欠问题。本项
目于2020年5月21日登报公示，公示时间为45天，如
有任何未结清款项和未处理结束的事件以及投诉请于
2020年7月5日前来电给我单位工程管理部门，逾期不
与我公司申报备案的，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监督电话：18996467777 18716508088 023-65864009

重庆黄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2日
重庆长寿中法水务有限公司活性炭再生

项目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重庆长寿中法水务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承担《重庆长寿中法水务有限公司活性炭再生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现该报告的征求意见稿已编
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向公众征求
与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1、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和公
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重庆长寿中法水务有限公司活性炭
再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XRDg9VpLUISaLr0tgu2X_g
提取码: 8f9m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UoKrOJUe_Qwy2M-6kxuMYw 提取码：4hwj。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实施影响的所有公众
（主要是石盘村、川维社区等）及对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意见和
建议的所有公众。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网络
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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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向建设
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索取纸质报告和实名反馈相关意
见。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
取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
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5、联系方式：建设单位：
重庆长寿中法水务有限公司，联系人：李先生，联系电话：
18716250817，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化南二路3号，环境影响评
价单位：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陈工，联
系电话：023-62668337邮 箱：85638026@qq.com，地址：重
庆市渝北区冉家坝扬子江商务中心7楼

公告
重庆中爱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机关认定的田维茂受伤性质属于工伤的工伤认定
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公告送达期满后的60日内可
向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或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
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遗失南岸区迎龙镇大坪村大坪组胡大成2010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证件编号CQ080609010182，声明作废。
遗失南岸区迎龙镇大坪村大坪组周胜木2010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证件编号CQ080609010250，声明作废。
遗失南岸区迎龙镇大坪村大坪组冯宗春2010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证件编号CQ080609010264，声明作废。
遗失南岸区迎龙镇大坪村潘家林1号王公树2010年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证件编号CQ080609010101声明作废。

房屋退租通知书
谢雨希：你租赁的赵萍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路

21号2栋3-3房屋，你长期不缴纳房租、水电气费等，赵
萍于2020年5月25日解除与你的租赁合同，你于2020
年5月26日之前将房屋及屋内赵萍财产、钥匙交给赵
萍，搬出你自己的物品，否则你自己承担责任。 赵萍

上海航星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遗失重庆
恒大金碧天下酒店洗衣房设备采购工程
投标保证5000元收据，单据号：0029378，
开具日期：2017年9月25日，开具单位：
恒大地产集团江津有限公司，声明作废。

遗失南岸区迎龙镇大坪村大坪组文世平2010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证件编号CQ080609010235声明作废。
遗失南岸区迎龙镇大坪村大坪组文世源2010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证件编号CQ080609010232声明作废。
遗失南岸区迎龙镇大坪村大坪组文世伟2010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证件编号CQ080609010234声明作废。

公 告
按照提升城市品质的工作要求。经核查，位于沙坪坝区

三峡广场商圈辖区内的“好吃狗”商铺未经相关职能部门批
准，擅自在公共场所违章搭建建（构）筑物。根据重庆市人民
政府第282号令的相关规定，限期实施强制拆除。

请搭建“好吃狗”商铺的单位或个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日内，请到沙坪坝区渝碚路街道办事处依法接受处理。公
告期满无法确定当事人或当事人未接受处理的，本机关将依
法实施强制拆除。特此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 渝碚路街道办事处
二○二○年五月九日

重庆市荣昌区畅吉建材有限公司岚峰石厂改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4号）的要
求，本公司现对岚峰石厂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进行第二次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Cby4u24mA8rroM31-
G7fw 提取码：9ick。
二、征求意见公众范围 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周围公众，包括公
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征求内容为环评相关建议。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及时限 公众可通过链接下载
查阅项目征求意见稿，并通过邮件、传真、电话、信函、来访或
填写公众调查表等方式与建设单位联系和反映。
公众意见提出时限：2020.5.20~6.2
四、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重庆市荣昌区畅吉建材有限公司，建
设地址：重庆市荣昌区双河镇岚峰村，评价机构：重庆中楷工程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系人：陈老师 电话：15683140440

重庆市荣昌区畅吉建材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遗失重庆市万州区和福建材有限公司车牌号渝F16957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亿万物流有限公司渝
DT602 挂营运证 500383027782 渝 D58670 营运证 500383027777 作废。穗明公司渝 BL5580 营运证
500222059042遗失作废。安鹏公司渝BZ9921营运证500115045980遗失。重庆东美物流有限公司渝D91695
营运证 500110089901 渝 D91625 营运证 500110090268 遗失作废。鑫金物流公司渝 BY2087 营运证
500110055802 遗失。重庆德高物流有限公司渝 BZ7356 营运证 500110063690 渝 AF898 挂营运证
500110063632 遗失。顺永公司渝BU5233 营运证 500110089761 遗失作废。拓金公司渝BV3051 营运证
500110094986遗失作废。龙科双桥分公司渝D57226营运证500225014045遗失。重庆学文物流有限公司渝
A98896营运证500115038298遗失作废。进银公司渝D12234营运证500110106871遗失。睿目公司渝AJ869
挂营运证500110100690遗失作废。重庆彬丰物流有限公司渝BL6018营运证500110038947渝BL3805营运证
500110037109渝BQ0002营运证500110098125渝BQ7870营运证500110009907遗失。尊翔公司渝AE216
挂营运证 500110062489 渝 A8281 挂营运证 500110052317 遗失作废。尊运公司渝 BS2871 营运证
500005143890渝BV1612营运证500110034996遗失作废。盛投公司渝BX0765营运证500110047996遗失。
重庆骏豪物流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渝BL2813 营运证500110039008渝BL5801营运证500110038770渝B3632
挂营运证 500110038609 渝 BJ0251 营运证 500110032162 渝 B3152 挂 500110025946 渝 BR0530 营运证
500110011813 渝 BJ0125 营 运 证 500110031744 渝 BR3751 营 运 证 500110050740 渝 BJ1392 营 运 证
500110032160 渝 B0729 挂 营 运 证 500110064478 渝 BJ3299 营 运 证 500110080627 渝 BR0296 营 运 证
500110105813 渝 BQ8237 营 运 证 500110095742 渝 BU2932 营 运 证 500110056904 渝 BN8135 营 运 证
500110003032 渝 BJ0796 营 运 证 500110040548 渝 BJ0613 营 运 证 500110023885 渝 BR0620 营 运 证
500110095155 渝 BU5972 营 运 证 500110050618 渝 BQ2615 营 运 证 500110031485 渝 BQ3668 营 运 证
500110047922 渝 BQ5878 营 运 证 500110008431 渝 BQ9092 营 运 证 500110010943 渝 BS3185 营 运 证
500110040630渝BL9732营运证500110073781渝B3071挂营运证500110067208灭失注销。
张光贤遗失位于重庆恒大名都项目1
号车库负1层-545收据联2张，收据
联编号n0260431金额￥24000，收据
联编号n0267084金额￥56000，认购
书收据编号000050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永川区天勤教育培训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Q1YF7M）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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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22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兵云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
简称“本专业合作社”）2020年5月20日全体成员决定，本专
业合作社决定解散，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四十三条之规
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专业合作社
申报债权，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李凤云

减资公告：经重庆希之睿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6331642980P）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500万元减少到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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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22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远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2622098620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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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远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杰成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3MA5U3RP45Y）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30万元减少到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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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22日

●遗失2017年 12月 27日核发的重庆市理研珠
宝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8573414956H 声明作废● 遗失2012年02月13日核发的重庆高越富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00009645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高越富商贸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00108590514334），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代码590514334）声明作废

●遗失璧山县源涵苗木有限公司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07366388-4作废●重庆康通物流有限公司渝BY1012营运证500110058141
渝BY6925营运证500110058147遗失作废● 遗 失 重 庆 原 辰 医 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一 枚
5001057034190、财务专用章一枚5001057034191作废●程小燕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
证，证号渝B032013922717，声明作废。●遗失2015年08月31日核发的个体户周遥(渝中区文豪电子
游戏厅)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603819051声明作废●遗失程帅保险执业证号00001850000000002019106062作废●遗失重庆中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大足分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创南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章壹枚(编号500113711671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广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章（5002278042934）作废●兹有重庆到家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到家了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收据一份，收据编号0371364，声明作废。●肖德华遗失重庆市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号
码：001441884，金额：143773.86元，声明作废●重庆瑞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程瑶)注册证书编号：
01435167注册印章编号：渝243161755745声明遗失作废。● 遗失吴天生 500223199404105138 张晓宇
210323199706083524 之子吴梦泽2020.1.18在
潼南妇幼保健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貔彦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2391066255声明作废●周贵山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500227199108302810作废●王明远遗失2016年10月20日核发的个体户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7608778380，声明作废。●遗失2008年12月16日核发的重庆四川美院现代艺术设计职业
培训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71802257声明作废●遗失2016.2.4核发的重庆渝少串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4MND81声明作废●遗失2016.5.18核发的重庆赛克尔环保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581482473W声明作废●遗失2016.10.14核发的重庆市渝北区肖顺餐饮服务部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819L97声明作废●重庆沧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63316147286)遗失增值税普
通发票 10 份代码 5000153320 号码 00459421- 00459430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朝霞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7MA5U557RXD）
报税盘（盘号：662700701011）声明作废●遗失渝联教育科技研究院(重庆)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编号
50011420180710073)、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141115224)声明作废●重庆市万州区伟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2018.4.24核发的劳务派
遣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02301009，有效期限3年，声明作废●重庆辉豪食品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号500106115758正本遗失作废●遗失李俊霖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133902声明作废●遗失张乂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11734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长寿区瑜芝顺商贸有限公司在工商银行重庆长
寿黄桷湾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0016601声明作废●遗失2017年04月20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丁勇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3MA5UJ0T877声明作废●重庆泰驰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7596701069T）财务专用章遗失，特此声明。●遗失唐春松 500223199007150939 江双 5002221994052512292016
之子唐培轩2016年 2月 23日出生证P500429907作废●遗失2012年6月14日核发重庆市北碚区东阳铸造
厂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09100005310作废●遗失重庆市亿泰云通会展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副本渝税字500238304988468号声明作废●遗失林丽营业执照副本500104604687852作废●遗失蒋大玉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9600074138作废●遗失王小华渝GC0967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500232006750）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贺云（NO：000024197）、贺钧（NO：000024195）重庆
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共计2份，声明作废●遗失盖有重庆龙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财务章
收据号码5602281-5602300共20份作废●遗失巫溪县应红棉被加工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副本
500238596723946、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59672394-6作废●遗失人保寿险重庆潼南支公司:王泽金保险
执业证02004250000080002015019978作废。●遗失重庆中鹏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国、地税税务
登记证正本（税号500903790705282）声明作废●谭新莲遗失重庆渝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购房
预付款收据，票据号0003093金额：￥50000元，声明作废。

巴南区花溪街道坟墓搬迁公告
为确保轻轨18号线和李家沱污水处理厂扩建项目建设

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和重庆市
征地补偿标准，对本次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用地区域的坟墓进
行迁移，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搬迁范围：长岗山红线范围内的坟墓。
二、补偿范围：1、有主坟：在红光征地时未搬迁且未领取

补偿的坟墓；2、无主坟：由施工单位代为就近原址深埋。
三、迁移时间：上述范围内需搬迁的坟墓，由坟墓所有权

人于2020年6月10日前全部迁移完毕。
四、迁移办法：1、由坟墓所有权人向所在地社区申报，经

重庆新南城投资有限公司和社区组织相关工作人员现场查
证核实，且坟墓所有权人在规定时间内搬迁完毕的，按现行
标准领取补偿费；2、自公告之日起，请坟主亲属速到重庆新
南城投资有限公司驻红光社区办公室办理迁移的事宜，如逾
期未迁移的，作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刘松 联系电话：15123890896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花溪街道办事处
二0二0年五月二十一日

黄瓜能挤出“奶”吗？

记者买来黄瓜和秋黄瓜（重庆人称为
本地黄瓜）两个品种分别进行实验，从瓜
蒂段、中间段、尾部段三处分别切开并进
行摩擦。

结果：瓜蒂段切了之后摩擦渗出的白
沫较多，中间段和尾部段的白沫相对较
少。秋黄瓜摩擦出的白色汁液相对更多。

挤“奶”后的黄瓜更甜？

将黄瓜瓜蒂段、中间段和尾部段进行
摩擦“挤奶”之后的部分切下，再切下这三
部分没有“挤奶”的部分品尝。

结果：“挤奶”后的黄瓜颜色看起来要
绿一点，吃起来比未“挤奶”的黄瓜显得稍
清脆但不特别明显，在味道上几乎没有什
么不同之处，也没有明显的甜味。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钱也）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
雨水停歇，各地天气转好，全市最高气
温也将回升至36℃。

22日白天，各地多云间阴天，局地
有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18～33℃；

主城区：多云到阴天，23～31℃。
22日夜间到23日白天，各地多云

到晴。大部分地区气温19～36℃；主
城区：多云到晴，24～35℃。

23日夜间到24日白天，东北部及
中西部偏北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雨，
其余地区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气
温 21～33℃;主城区：多云转阵雨，
22～31℃。

雨水停歇天气转好

吃了几十年黄瓜
难道搞错方法了？
网传给黄瓜“挤奶”后有甜味，记者为你揭秘

最近，给黄瓜“挤
奶”的视频在网上疯传，
甚至登上了热搜榜。视
频博主称，用刀切下一
段黄瓜，然后将两段黄
瓜的切面来回摩擦，就
会慢慢分泌出一种看
起来很像牛奶的白色
汁液，称之为给黄瓜
“挤奶”，还说“挤奶”之
后的黄瓜吃起来会有
丝丝甜味。

对这种吃黄瓜的方
法，微博上还进行了投
票，有两千多人表示一
直就这样吃。有网友
称，小时候生吃黄瓜都
是如此，不然黄瓜涩涩
的。还有人称，小时候
吃老黄瓜一定要磨出白
色沫沫，可去涩和苦味
儿；还有1.4万人表示
没有尝试过这种吃法，
并称直接削皮去掉两端
更简单直接，也更好吃。

那么，给黄瓜“挤
奶”后，口感真的会变
吗？对此，记者进行了
实验，并请教了有关专
家，为你揭秘。

黄瓜摩擦出的“奶”是什么？

中国科学院重庆医院、重庆市人民医院（三院院区）临床营养科
主任刘莉认为，黄瓜所含的营养元素种类很多，要想具体分析黄瓜摩
擦出的白色汁液到底是什么，最专业的做法就是要进行化学实验。
但从黄瓜的营养成分分析，黄瓜中含有黄瓜酶，往往将黄瓜切开之
后，放置几分钟就能看到表面冒出的水珠，而这个水珠主要成分就是
水分和黄瓜酶。黄瓜酶具有很强的生物活性，能促进机体的新陈代
谢，有润肤和舒展皱纹的功效，所以很多人用黄瓜敷脸，就是这个道
理。而黄瓜酶属于酶，酶属于蛋白质，蛋白质在摩擦和受热的情况下
便容易变性。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黄瓜挤出的“奶”可能是黄瓜酶
的变性，加上黄瓜中的水分含量高，因此形成了白色汁液。

黄瓜“挤奶”会影响口感吗？

至于黄瓜“挤奶”会不会影响口感？网上有人称，黄瓜含有丙醇
二酸、单宁和少量的苦味素，与唾液结合时会产生发涩的口感，所以
吃之前要磨白沫。

知乎上有人称，黄瓜的祖先——野生黄瓜原本就是苦的。据《本
草纲目》记载，黄瓜最早由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经过漫长的

“驯化”过程，黄瓜的果实形态发生了较大改变，最关键的是果实不再
含苦味。然而这个“驯化”过程并不完全，在低温、高温、弱光、干旱等
不良的栽培条件下，黄瓜就会出现类似于“返祖现象”的苦味。另外，
还称黄瓜属于葫芦科植物，葫芦科植物中的苦味物质主要是葫芦素。

北京农林科学院一位从事黄瓜研究的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黄瓜中的苦味素与唾液结合时会产生发涩的口感，所以吃之前要磨白
沫，这一说法不完全准确，“黄瓜的确含有这些物质，但不同品种之间各
物质含量差异很大，有的黄瓜不苦，有的很苦。而影响苦味的因素很
多，遗传是主要因素，环境条件也会产生影响。”

还有从事蔬菜学科研究的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们感觉黄
瓜“挤奶”后口感有所变化，可能是心理作用的影响，因为每个人对于食物
口感、味道的评价是十分主观的，缺少数据表征的证明。

重庆晚报-上游新
闻记者 张春莲 摄
影报道

营养专家

▲酱黄瓜切开，进行摩擦。

▲黄瓜尾部和中间段却没有磨
出明显多的白沫

▲秋黄瓜磨出很多白沫

▲黄瓜磨出白沫

▲两种不同黄瓜进行实验

（上接02版）
刚放下画笔的萍萍又拿起画纸和蜡

笔，示意张凤琴和她去屋后的山坡。七八
分钟后，一处视线开阔的山坡出现在眼前
——对面的高山耸入云端，山洼里的公路
向远方绵延。张凤琴和萍萍一起，用萍萍
从未接触过的写生技法，完成了对这个风
景的写生。“萍萍就是在这样的原生态环境
下成长起来的，周围的一草一木，都是她入
画的素材。”张凤琴说。

离开河鱼乡前，张凤琴了解到萍萍有一
款老旧三星手机，能看视频，还能用微信。“高
校长，我们一起用网课的方式来帮萍萍学画
画吧。”张凤琴想到了帮助萍萍的好办法。

5月20日下午，记者现场见证了张凤
琴和徐小娇给萍萍网上教学。在此之前，
她们已经给萍萍上了两次网课。

记者看到，在主城的张凤琴和徐小娇
相互配合，张凤琴负责教画画，徐小娇负责
解说和连线；在城口的高鹏负责把宋勤送
到萍萍家里，宋勤则负责连线和用肢体语
言给萍萍讲解。

张凤琴这次教萍萍画的，是一幅用丙
烯绘制的山水图，相比过去层次简单的画
作来说，这幅画的笔画和色彩层次都要丰
富得多。从铅笔勾线到最后上色，记者注
意到徐小娇并没有花费太多口舌去对萍萍
解读，只是尽可能地把手机贴近张凤琴的

画纸，“光是看张老师画，这孩子就能领悟，
教她其实不费心。”

很快，城口那头萍萍的画作也开始呈现
出完整的模样，画面清晰，线条分明。看到萍
萍的成果，张凤琴和徐小娇竖起了大拇指。

除了网上授课，张凤琴还准备每天给萍
萍分享一些画作和视频资料让她学习，“今年
川美举办‘开放的六月’活动，我要去把她接
来看看，多接受一点这方面的熏陶，多打开一
点视野，对她未来的创作肯定有所帮助。”

“让萍萍能够接受到专业教
育，不让大山埋没了她绘画的天
赋，让她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
世界，实现她画中的梦想，就是
我们对她最大的期望。”高鹏说。

让绘画精灵放飞思想

张凤琴和徐小娇跟萍萍添
加了微信，微信上除了分享画作，
几乎没有文字，原因是萍萍认不
了几个字。记者看到萍萍在微信
上一股脑儿地发上来几张画，徐
小娇给她的点评也很有意思，直
接用微信表情：第一张画是“加
油”，第二张画是“点赞”。

萍萍的微信名叫“绘画精
灵”，是两位老师给她取的。对于

这个能用树叶、棉签作画的山里女孩来说，不
就是一个绘画精灵么？

萍萍的父亲朱秀坤今年55岁，是一个
地道的农民。若不是送教老师来家里，他
也没发现女儿有绘画的天赋。尽管女儿不
会说话，但自从开始接触画笔，女儿的生活
明显发生了变化，“时不时拿个树丫在地上
画，画的啥子我也看不懂。”朱秀坤说，女儿
最大的变化是爱笑了。

为了让女儿安心画画，朱秀坤和爱人吴

德碧商量，把侧屋空房间拿出来当画室——
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间，画笔和调色盘
被萍萍分类摆放整齐。这里是萍萍自己的一
方小天地，她对这个世界的向往和期盼，最后
都在笔下凝结成了一个又一个梦幻的形象。

“萍萍的画作大多以自然环境为基调，
色彩运用大胆，观察能力非常强。”徐小娇
说，希望能通过网上授课的形式，让这位大
山里的绘画精灵放飞思想和创意，做最好
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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