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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最晚的夜
用最贵的面膜？

健康管理专家提醒：
朋克养生要不得

不妨试试倒三角饮食

近来，90后年轻网友为自己的养生
方式，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朋克养生。
其特征是，一边熬夜一边涂高价护肤品，

一边吃油腻夜宵一边疯狂节食减肥，往啤酒里泡枸
杞，在可乐里加党参，吃完大鱼大肉再来盘青菜等
等。实际上，年轻网友们在肆无忌惮放纵自己同
时，又在养生道路上焦虑不安。

那么，年轻人养生应注意些什么？有必要提前
进入个人健康管理吗？记者邀请健康管理专家江
伟，来为大家讲讲年轻人该如何保养。

别到身体透支才重视

“年轻人所谓的‘熬最晚的夜，用最贵的
面膜’生活方式，其实并不可取。”接受记者采
访时，江伟首先讲出这番话。

在重庆，江伟已为近千人进行私人定制
健康管理。他告诉记者，他所接触的服务对
象中，身心出现亚健康、抑郁、睡眠不佳等不
良状态的中年人居多。其中男性数量最多，
年龄普遍集中在40岁至50岁之间。

“他们大部分是企业高管、政府机关人员、
白领，几乎是行业里的精英人士。”江伟说，他
们的身体都发出一个相同信号，便是透支。

这些年，江伟明显感受到，人们对健康的
管理意识有所提升，寻求专业人士进行个人
健康管理的需求也在增加，但形成健康管理
意识的人群多为中年人。

“年轻时不注意饮食习惯和生活作息，拼
命工作和挣钱的同时，又一味消耗身体去应
酬喝酒。人到中年身体透支，逐渐出现健康
危机，又慌忙病急乱投医。”江伟提醒年轻人，
身体健康一旦长时间忽略，即便能补救效果
也不会太理想。

“别到了身体透支才引起重视。”江伟建
议年轻人记住这句话。

健康与家庭关系有关

江伟与大家分享个例，看看其中情形是
否发生在自己身上。

一个月前，一名政府机关人员找到江伟，
一脸愁容地说，睡眠障碍已困扰他6年时
间。在医院调理许多次，也不见明显好转。

江伟告诉记者，失眠者脸色往往不佳，脸
部皮肤毛孔粗大，脸部会有轻微浮肿，眼神略
显无光，黑眼圈严重等。这些状况，均集中在
他身上。因年轻时不定时加班，一日三餐不
规律，工作压力大，生物钟紊乱。再加上患上
慢性胃病，致使他的失眠加重。

“由于没有提早进入个人健康管理，他的
人体生物波也出现紊乱。”江伟说，一方面，采
用医疗器械辅助缓解的方式，对他的失眠状况
进行调理。另一方面，建议他用两到三个月时
间调整生物钟。每晚11时前放下手机，逐渐
进入睡眠。采用运动手表、手机健康测评软件
等方式，了解自己是否进入深睡眠状态。

“一个人的健康除了从体检数据上来判
断，另外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家庭关
系是否健康来判断。”所以，江伟还建议他放
松心态与人亲切相处，同时别忘了改善自己
所处的办公环境，不妨添置绿植让紧凑和压
抑的工作氛围得以缓解。

自律对健康至关重要

江伟向记者提到一位老朋友，此
人刚退休不久，曾为重庆洋人街的文
创策划、景观设计、规划发展等方面作出重要
贡献，是重庆一家知名企业的企业高管。

他在40多岁时，便逐渐感觉到身体不
适。企业管理压力大，使其长期处于浅睡眠
状态，有时连续几天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因
应酬频繁原因，肠胃出现不适，工作状态不
佳。有时连续一周应酬，凌晨后回家，清晨又
硬撑起床去公司打卡。他算是公司公认的

“劳模”，全年无迟到早退，甚至请假的情形也
少见。

江伟说，这位老朋友曾尝试通过中药来
调理健康状态，但效果并不明显。因常年为
工作和社交透支身体，直至50岁以后，检查
确诊为患上二型糖尿病。并且，没有糖尿病
家族史，是身体长期透支和不健康管理所形
成的代谢性疾病。

“少运动，久坐办公室，失眠，应酬，宵夜，
饮酒抽烟，都是造成他患上糖尿病的原因。”
江伟建议这位老朋友适度增加运动量。

江伟说，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自律，对
个人健康来说也是至关重要。

不妨试试倒三角饮食

江伟举例的初衷，是提醒年轻人应趁
年轻提早进行个人健康管理。有了健康管
理意识，并向健康的生活方式靠
拢，那么身体也就尽早得到保养。

他提到倒三角饮食，这对于年
轻人的饮食健康来说，是较为健康
合理的饮食方式。即早餐要吃
丰富、午餐适度、晚餐要减少。

“往往现在的年轻人，采用
的是正三角的饮食方式，与健康
饮食相反。”江伟说，若应酬实在
推不掉，晚餐就要多加注意和讲
究。例如，饭桌上多吃蔬菜；晚上9点
后，人体逐渐进入休息状态，避免暴饮暴食。

关于夜跑，江伟认为，晚上9点后尽量避
免剧烈运动。若每晚睡前1小时坚持做仰卧
起坐和俯卧撑类室内运动，同样有益健康。

重庆人爱吃火锅，有的年轻人一周约朋
友吃两三次。江伟对此提议，吃火锅时多吃
海带和海白菜，以及鲜竹笋和方竹笋类食
物。前者可帮助肠胃蠕动消化，后者属于膳
食粗纤维，有助于帮助肉类消化。

女生喜欢吃甜品蛋糕，该注意些什么？
江伟说，女性爱吃甜点是天性，健康角度来
看，糖类超量食入也是不可取的，特别喜欢吃
甜食的女性需要提早检测和控制血糖。

“每天清晨起床后，用几分钟时间，感受
下自己的身体状况。若身体不适，不妨回想
过去几天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不妥，下一
步该怎么调节，该做出什么改变。”江伟希望
年轻人尽早树立健康管理意识。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琅

朱要凤等3户遗失建设用地批准书，原重庆市荣昌县
[2013］荣国土房建字第053号，叶中荣等5户遗失原荣
昌县农民(居民)建设建设用地批准书ＮＯ：0002981、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重规建证荣园区字[2008]116
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许 可 证 ，编 号 荣 园 区
5102312008121645；蒋坤志等14户遗失原荣昌县农
民(居民)建设用地批准书 ＮＯ:0006310：谢伟等
7 户遗失原荣昌县农民 (居民)建设用地批准书
ＮＯ:0006317；翁家文等 8 户遗失原荣昌县农民
(居民)建设用地批准书 ＮＯ:0006318，声明遗失

工伤认定举证公告
重庆川缘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秦翼鹏向我局提交的其于2019年5月29日在为你单位做
工受伤的工伤认定申请，我局已于2020年5月20日受理，因无
法向你单位直接或邮寄送达巴南人社伤险举字〔2020〕122号
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上述文书。如你单
位对此工伤认定申请有异议，可在举证通知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我局举证，逾期不提供证据，我局将按照相关规定，依据申
请人提供的资料作出认定结论，你单位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重庆市巴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决定书

江社举决〔2020〕第28号
重庆亚信圆通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我局接获申请人李燕青投诉，要求你单位依法为其补缴劳
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经前期调查
核实，根据《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我中心对你单位作出
如下决定：请你单位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交
与李燕青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劳动合同、职工工资发放原始资
料，到重庆市江北区社会保险保险事务中心为其办理自2017
年1月至2019年9月期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缴事
宜。逾期将依照《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六条处理。

重庆市江北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 2020年6月5日
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决定书

江社举决〔2020〕第13号
重庆煌后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司：

我局接获申请人郭明投诉，要求你单位依法为其补缴劳动
关系存续期间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经前期调查核
实，根据《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我中心对你单位作出如
下决定：请你单位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交与
郭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劳动合同、职工工资发放原始资料，
到重庆市江北区社会保险保险事务中心为其办理自2017年7
月至2019年4月期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缴事宜。
逾期将依照《重庆市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六条处理。

重庆市江北区社会保险事务中心 2020年6月5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龙石镇畜牧兽医站依据《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
请注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6月3
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龙石镇财政所依据《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6月3
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树烂湾建筑垃圾消纳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受重庆市合川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重庆

市久久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正在开展《重庆市合川城市建
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树烂湾建筑垃圾消纳场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相关工作。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现公示该项目相关
内容，征求广大公众的相关意见。
（一）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树烂湾建筑垃圾消纳场项
目；建设地址：合川区渭沱镇大岚村1社树烂湾；建设性质：新
建；建设规模：填埋区最大库容225万m3（其中工程渣土库容
200万，建筑垃圾填埋库容25万m3），占地面积为161054 m2；
工程投资：总投资3574.83万元。
（二）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fkdnnrPqqkXgcZRTWSTwIQ 提 取 码 ：
3256（如需查询纸质本请至电索取）
（三）征求意见的范围：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或关心本项目的
所有公众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由网络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填
写意见，通过邮箱、电话、信函等方式将意见反馈给建设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6月4日至2020年6月18日
建 设 单 位 联 系 人 ：包 工 ：023- 42849896；邮 箱 ：
55562359@qq.com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人：贺工：18996341469；邮箱：
3587681726@qq.com

本人徐春玲（男，身份证号510214197304220012）于
2020年06月03日在南岸南滨路附近遗失第二代身
份证，自遗失之日起，一切非本人签名使用身份证
的行为，均与本人无关，本人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重庆市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壁信置业有限公
司开具的中建璧山项目一期临时用电工程投标保证金收
据，收据上投标保证金金额为壹万元整，故声明该收据作废。
●声明：遗失1998年2月23日核发的西南师
范大学出版社服务部第二门市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1091910134，声明作废●遗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服务部第二门市
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1998年7月15日核发的西
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5001091910133，声明作废●遗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经营部公章
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姓名:余汉山，身份证号码:
513031196002113776.于2020年5月20日
遗失 2张重庆红岭医院结算发票，发票号
为04664172、04664171，金额2968.6元。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艳綦家居经营部（注册号：
500101200012601）投资人决定，本企业拟注销，按《个
人独资企业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天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联系人：綦小艳 电话：
13983555977 重庆市万州区艳綦家居经营部
减资公告：经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宝塔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0MA5U7M925P）股东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300万元减少到2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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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千苍房屋中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9083068739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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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5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鲜渝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5MA5UTLGA2F）股东大会研究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至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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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5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綦艺家居经营部（注册号：
500101200012610）投资人决定，本企业拟注销，按
《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60天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联系人：綦圣芬
电话：13983555977 重庆市万州区綦艺家居经营部

重庆市荣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希智建材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汪小灵有申请你公司计时、计件工资争议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渝荣劳人仲案字(2019)第
451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书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汪
小灵2019年5月至6月工资及提成4825.13元(肆仟捌佰贰拾
伍元壹角叁分整)；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自本裁决书送
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重庆市荣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6月5日

人民法院公告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5月 21 日作出

（2020）渝05清申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重庆大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重庆风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风范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6月2日指定重庆
海力律师事务所组成风范公司清算组。现清算组依照相关法
律规定，将强制清算程序中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风范公司债权人应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清
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不申
报者，自行承担法律后果。

二、风范公司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30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三、风范公司清算义务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应
积极配合清算组进行清算，妥善保管并向清算组移交所占有
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如实回答询问。清
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上述义务，导致人民法院以无法清算或无
法全面清算为由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相关义务人应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清算组定于2020年7月24日上午9:30在清算组办
公地点（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未来国际大厦23楼重庆
海力律师事务所）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系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五、清算组地址：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未来国际大
厦23楼重庆海力律师事务所，联系人：杨宵、胡月，联系电话：
18623565410、17783591646。

重庆风范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遗 失 重 庆 海 悦 东 林 健 身 有 限 公 司 公 章（编 号
5002278008095）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海悦东林健身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
5002278008096）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
公告:重庆宏亚垫江分公司车辆:渝 GB1635 营运证号：
500231012776. 渝 GB1835 营运证号：500231013247. 渝
GB1780 营运证号 500231016526. 渝 GB3017 营运证号
500231016444请车主在登报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购买保险
并年审车辆若逾期未办理的，公司将根据双方协议约定解除
挂靠关系，并向车管所、运管所申请将牌证注销。

重庆展平物流有限公司车辆渝BR5217车主长期脱离公司监管，
驾驶人员拒不参加公司定期组织的安全培训学习，不按规定进行
强制安全检查和年审。拒绝按规定强制保险，处于脱保状态，限
车主在三日之内到公司完善一切手续，预期未完善公司将向车管
所申请灭失注销，及营运证注销；后果自负，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注销公告：经重庆磊然企业管理咨询中心（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609YFT2D）投资人决
定，本企业拟注销，按《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天之内到本企业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20年6月5日

遗失重庆市璧山区旅游协会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51500120MJP5555457，原
登记证号：03025声明作废

●遗失肖熙骥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129229作废●遗失重庆和义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00106580199158，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580199158声明作废

重庆华茂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渝D05335头营运证500104014460渝D2606挂营运证500104014358
遗失作废。富森货运分公司渝BV1388营运证500103053914遗失作废。尊宏公司渝BQ8079营运证
500110010011遗失。重庆邦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渝AZ103B营运证500105019729遗失作废。重庆
黄金钾物流有限公司渝 BL6663 营运证遗失。重庆恒途运输有限公司渝 A7856 挂营运证
500115038453遗失废。统帅公司渝A99506营运证500110047702遗失作废。重庆进银物流有限公司
渝BZ1579营运证500110060415渝BV6922营运证500110039126遗失。重庆旺友运输有限公司渝
BD5306营运证500115048438渝BD9375营运证500115062901渝BF8508营运证500115064679渝
BD3315营运证500115060908渝BT0918营运证500115057216遗失作废。重庆奥园运输有限公司渝
BL6815营运证500110062360渝BN7793营运证500110003175渝BN9969营运证500110003410渝
BL3568营运证500110584773渝BN7506营运证500110002215渝BN7727营运证500110002284渝
BN7817营运证500110002283渝BL5522营运证500110584629渝BL5065营运证500110038204渝
BJ6601营运证500110098581渝BN9620营运证500110003176遗失注销。重庆市雄盛运输有限责任
公 司 长 寿 分 公 司 渝 BF6929 号 500115063808 渝 BM6719 号 500115035313 渝 BM6768 号
500115035439渝BD9718号500115055466渝BD3358号500115054023渝BP0585号500115065842
渝BM6806号500115055255渝BM6750号500115036820渝BM6236号500115036267渝BM6366
号 500115064719 渝 BP0039 号 500115043978 渝 BF8968 号 500115028877 渝 BF8935 号
500115029652渝BM6095号500115036515渝BT0925号500115038642渝BT9252号500115046891
渝 BM6209 号 500115037842 渝 BT9156 号 500115029414 以 上 车 辆 道 路 运 输 证 遗 失 作 废 。

●李强遗失中级职称证，编号010601101535，
发证日期20120105，声明作废●郑雪良遗失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
院学生证，证号:1807170304，声明作废。●重庆吉帮通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2016-09-19核发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45314063P声明作废●重庆子曰图书有限公司（税号：91500116MA5UP5E96R）
遗失税控盘，编号：499933680322，声明作废。●遗失李明九食品许可证副本JY15001040015785作废●重庆灏沣商贸有限公司在工商银行永川大足支行营业
室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6602701声明作废●遗失父亲孟江、母亲张琴之女孟忆鑫在2013年5月28
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256686声明作废●遗失蒲云丹4级美发师证，证号1631001019412354作废●李在容遗失（身份证号510203197007040024）失业证作废●遗失重庆第一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
证（重庆银行账号:3501040020150）特此声明●重庆志科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工行重庆长寿支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3100085709100104081核准号J6530080117301声明作废●遗失2015年03月11日核发的重庆市永川区奇树绿缘花卉种植专
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3NA006114X声明作废●重庆望川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商行巴南支行界石分理处
开户许可证,账号1033060120440002775核准号J6530074188901作废●遗失2018.10.31核发的个体户李小蓝(九龙坡区灌肤化妆品店)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6053WR8J声明作废●遗失2019.7.30核发的重庆旭鼎饮食文化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576198099H声明作废●巴南区乡邻餐馆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JY25001130071417声明作废●重庆市乐有家房产经纪有限公司遗失办理买卖合
同，合同编号：NO50310000331，声明作废●遗失戴湘妮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221018作废●遗失刘仁彬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1600059202作废●遗失人保寿险重庆潼南支公司:邓瑜保险执业证
02004250000080020180103034作废●遗失大渡口区跳磴镇红胜村8社刘仁仿2005-009
（字第）102-009131号重庆市房地产权证作废●遗失重庆市万州区友凤水产养殖场营业执
照正副本500101200009427 1-1-1作废●遗失云阳县黄岭蔬菜专业合作社公章一枚，
编号5002351000277声明作废●遗失江津区优客食品经营部经营许可证，号
码是：JY1500116009339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蝶苪建材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001127164551，
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12716455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长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作废●黄光富遗失丰都县童家中心卫生院住院医药费发
票，编号Z000010590，金额1924.16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苗山丰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2435000976声明作废●忠县熙和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编号：JY15002330056087作废●遗失云阳县文强厨卫经营部金税
盘，盘号661816625116作废●遗失重庆市荣昌区民族实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4504782632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区魏纯珍蛋糕店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JY15001060094669作废●遗失重庆宇鹭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章编号
5003817069799 发票章编号5003817069800 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黔江区渝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00114331641718，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33164171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煜淼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YRA7D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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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5日

安康市政府与重报集团签订
《农产品产销对接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昨日，安康市政府与重庆日报报
业集团签订《农产品产销对接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消费扶贫、宣传
推介、采购直销等方式，形成优势互补，实现合作双赢。

陕西省安康市地处秦岭与巴山之间，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水
源地、全国最大的天然富硒带，盛产富硒茶、魔芋、猪肉、核桃、有机鱼等特色
农产品。此次合作，安康市将以富硒特色产业为核心，统筹调集安康优质农
产品货源，向重报集团电商物流公司供应安康农特产品。

重报集团电商物流公司是集团重点打造的集物流配送、生鲜配送、电商
平台为一体的产业融合运营平台。此次将依托安康市丰富的绿色食品资
源、优质的农牧业资源和富硒特色区域优势，推动资源共享，发挥品牌效应，
同时借助名优特色农产品联展平台将安康市的优质产品输送至重庆乃至全
国，让广大消费者吃上安全、放心、营养、健康的安康优质农产品。

安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宇表示，“安康市将依托富硒农产品的资源
优势，组织动员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重报集团电商平台提供绿色
安全、品质优良的农产品和服务，共同推进订单农业落地生根。”

重报集团副总裁戴伟表示，“将积极牵线搭桥，为安康市农产品进入综
合商超、电商平台等提供便利条件，并为安康市提供形象宣传、产品推广、品
牌建设等宣传媒介的支持。”

据悉，双方还将组织优质富硒农产品企业（专业社）在重庆市区开展特
色农产品展销会、大型博览会等展示推介活动，推动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融
入重庆大市场，形成持续稳定、互利共赢的扶贫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