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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发，不少市民在长时间佩戴口罩
后，会出现呼吸不畅的现象，该怎么应对？

昨天，市急救医疗中心急诊部护士董
理和吴豪杰，介绍了能缓解呼吸困难、辅助
呼吸系统后期康复的“腹式呼吸法”。

对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也有效果

今年5月，市急救中心急诊部接收了
一位58岁的患者汪阿姨，当时患者情况比
较危急，进了急诊重症监护室，还上了有创
呼吸机辅助呼吸。治疗过程中，董理帮助
汪阿姨进行呼吸练习：“我向患者介绍了腹
式呼吸法，通过训练效果相当不错，呼吸比
以前顺畅多了。”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不仅是对慢性阻
塞性肺炎的治疗，今年随“重庆重症护理支
援队”支援武汉的吴豪杰也让患者做过类
似的训练：“我们在对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
护理中，发现练习腹式呼吸可有效缓解呼
吸困难，不仅让病人改善了肺活量，还有效
减少了肺部感染。”

腹式呼吸适用于多种病症

事实上，腹式呼吸不仅可帮助慢阻肺、
新冠肺炎等呼吸道系统疾病的治疗，还有三
种病症也可使用腹式呼吸进行康复治疗。

一是高通气综合征。可对患者进行腹
式呼吸训练，以缓解他们过度通气和精神
紧张的症状。

二是原发性高血压。腹式呼吸可改善
自助神经系统的功能，提高副交感神经的
张力，提高肺通气和学氧含量，这些功效都

对缓解焦虑和心理压力有
良好作用。

三是功能性消化不
良。腹式呼吸通过膈肌
的上下运动，扩大胸腔
容积，增大肺部的摄氧
量，从而使血氧含量增
加；同时会加强对腹腔
脏器的按摩，有利于消化
系统功能的改善；还可使
心率下降,有利于情绪的
平稳。

吴豪杰表示，最近不
少市民反映长期佩戴口罩导致呼吸不畅，
其实也可通过腹式呼吸来缓解：“如果长期
戴口罩导致呼吸不畅，可找一个人烟相对
稀少的地方，进行腹式呼吸的练习，因为腹
式呼吸可调整呼吸、缓解焦虑，所以一般多
练几次就能有效缓解身体不适。”

腹式呼吸法应循序渐进

腹式呼吸法应如何练习？董理介绍了
分解动作。

首先慢慢用鼻子吸气，双手或单手轻
轻放在腹部，吸气时腹部放松，使手放置部
位的腹部逐渐向外膨出，此时不要停止，仍
然用力持续吸气直到感觉腹部凸起；然后
屏住气息4秒，感受身体的紧张；接着缓缓
将气呼出，手可微微向上，向内按压，使膈
肌上抬，促进气体排出，呼气时要慢且长，
并不要中断，直到腹部收缩凹入为止。

董理提醒，学习腹式呼吸
法应循序渐进：“初练时可能
不太习惯，需循序渐进的训
练。第1周每天可坚持用5
秒的时间吸气，用3秒在体
内存气，再用5秒时间将气
呼出，如此连续重复十遍；
第2周每天呼与吸时间可各
延长5至8秒；第3周里将呼
与吸各延长8至10秒，存气的

时间也可相应加长。通过长时
间的锻炼，腹式呼吸可形成一
种习惯，走路、坐或躺时，都可

自如地进行腹式呼吸。”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摄影报道

戴口罩，呼吸不顺畅咋办？
专家教你“腹式呼吸法”调整呼吸缓解焦虑，值得一练

2020年全国高考

延迟到 7月，相比往

年，这时的天气更加炎

热，这也意味着考生们

将要接受考试和天气

的双重考验。重庆因

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

地势地貌，温度也不断

高攀，酷暑来袭，全家

备战考场有妙招。

如何帮助考生调整出一个更加健康、舒适
的备考状态成为整个家庭最为关注的问题，高
温天气下，优衣库推荐考试季清爽高功能系列，
帮助考生清爽备考、清凉赴考、轻松应考，燥热
的“高考季”注入更多清新能量，助力学子优胜
考场。

营造舒适体感，清爽备战
距离考试的日子越来越近，复习进入白热

期，天气闷热、久坐僵硬，影响备考状态。优衣
库AIRism透气系列，体感调适，透气加分，“自
带空调”不闷热，赋予考生沉着冷静的状态，使
繁琐的思绪得到缓解。

考前心理压力大，适当运动可以有效排解压
力。优衣库DRY-EX速干系列，采用高功能速干
面料，拒绝汗流浃背，助力考生调整良好身心状
态，清爽加分，不闷汗不粘腻，助力考场表现优异。

烈日当头，健康防护
烈日的“烤”验之下，更加凸显出防晒的重要

性。优衣库UV防晒衣系列有效阻隔紫外线，即
穿即防晒，防晒加分，难题烈日统统”烤”不倒。

轻松应考，实现理想
当实现梦想的战场近在眼前，应试的考生

在紧张答题之时，更需舒适无感，拒绝衣物的体
感不适影响解题思路。为走上梦想考场的她准
备舒适内衣系列，不紧不勒轻束缚，告别紧绷，
亲肤透气，干爽答题好状态！

心情难免忐忑，有时也要拜托锦鲤保佑。这
时就不可小视色彩的减压作用，优衣库多款夏装
颜色缤纷多彩，穿上幸运色，“幸运”加分，助力考
试发挥更优秀。优衣库书法艺术系列UT更有

“优”字在身，穿上“优”胜UT，助力优胜考场。
在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除了帮助考生以更好

的状态投入考试，优衣库还推出年中大促，用行动
表达对莘莘学子的关爱。6月24日-6月30日，优
衣库多款夏季精选商品，限时抢购59元起。加入优
衣库微信会员，在官网或全国实体门店单笔消费满
299元，即有机会获赠指定高功能AIRism舒爽内
衣1件（数量有限，送完即止），AIRism体感调适面
料，上身瞬间接触冷感，轻盈透气，带给全家顺滑舒
爽的健康体验！炎炎夏日，优衣库的舒心陪伴将始
终陪伴考生左右，助力他们金榜题名。

面临考试和天气双重考验！

优衣库考试季清爽高功能系列
助力学子优胜考场

本人 许容;崔小琼 身份证号码： 331021198801221256；
500101198905217121 购买重庆嘉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
紫御江山天誉项目3栋2201号房现定金/房款税费收据遗失（收
据编号：CQZY17630，金额：50000收据编号：CQZY17628，金
额：1879575收据编号：CQZY17629，金额：71364.9）该收据作
废。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和经济纠纷与本公司无关。

遗 失 重 庆 蒂 孚 文 化 传 播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91500000MA6092QR9F)开具给重庆崧骏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税号91500113MA60H4ER1A)重
庆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 第 二、三 联)1 份 ，代 码
5000192130,号码06919454,特此声明

关于公开《重庆江津至泸州北线高速公路（重庆段）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并征求公众意见的公告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查看方式 1、纸质版获取：公众可到建设
单位所在的重庆市九龙坡区银岗村99号现场查阅。2、电子
版获取：公众可到以下网址自行下载，链接：https://share.
weiyun.com/H4o0g6p8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评价范围内的九龙坡区、江津区、永
川区境内可能受到本项目影响的公民、法人及和其他组织。
三、提出意见方式与途经 在公示期间，公众若对本项目建设
和环评工作有相关意见和看法，可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以
邮寄、现场、电子邮件等方式交于建设单位。公众意见表下
载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5mozSrp 附件1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于2020年06月19日
～2020年07月07日（十个工作日）提出意见。
五、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重庆中交江泸北线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联 系 人 ：肖 工 联 系 电 话 ：13274070594 E- mail：
52359997@qq.com 380930565@qq.com单位地址：重庆
市九龙坡区银岗村99号 邮编401329
重庆中交江泸北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020年06月24日

寻亲启事：长寿区长寿湖镇石回村六组村民
何传容：身份证号 513525197406257105
于 2013年 11月 15日在彭水三支店路口
捡拾一名女弃婴，请该弃婴亲属见报后速
与本人联系，电话18996457965

公司吸收合并公告
经公司股东决定：重庆制药九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203005872T，以下简称“制药九厂”），吸收合并重
庆 化 学 工 业 供 销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1032028040588，以下简称“供销公司”）。合并前制
药九厂注册资本为910.96万元，合并前供销公司注册资本为
881.00万元。合并后供销公司依法注销，制药九厂存续，制
药九厂注册资本为1791.96万元。制药九厂和供销公司吸收
合并前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的制药九厂承继。请相关债权
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凭证要求本公司对债
务进行提前清偿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特此公告！

重庆制药九厂 重庆化学工业供销公司
2020年6月23日

重庆市铜梁区桦荣化工有限公司遗
失《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登记编号：渝安经（易制爆）字
【2018】000011 ，有效期 2018 年 1
月5日-2021年1月4日，声明作废

公 告
李天新（身份证号码：510202195305030021）：

你与我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2012年7
月8日），现你租用的重庆市巴南区王家坝原三
四O三厂移交花溪镇府管理厂房（含场地）已到
期。截止 2020 年 6 月 15 日，共计拖欠租金
86400元。请你在公告之日起十日内立即搬离
场地内物品，并立即缴纳租金及拖欠利息。

重庆花溪实业总公司 2020年6月24日
忠县乌杨将军酒业有限公司年产加工250吨白酒生产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二次公示
《忠县乌杨将军酒业有限公司年产加工250吨白酒生产项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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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相关要求，公开下列信息：（一）
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aXIokjyOB-aGVNVPmH2QPQ 提取码：pa1d 纸质报告书查
阅方式和途径：联系人：何老师 电话：13896967225 地址：忠县乌
杨街道将军路忠县乌杨将军酒业有限公司（二）征求意见的公众
范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三）公众提
出意见方式与途径：邮件：1158284401@qq.com 传真：023-
67618338（四）公众意见表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
s/123QOmP0GClHQ4VznWYGlUQ 提取码：zu4t（五）公众提
出意见起止时间：2020年6月23日至7月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燕印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6556751379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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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燕印广告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4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九龙坡区芊佑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GPT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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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重 庆 耘 涛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91500118070321598Q )遗失：已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2
份（发票代码 050001900104，发票号码 35145882、35145883）
声明作废；遗失已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和发票联）1 份
（发票代码 5000193130，发票号码 06926584）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经重庆科方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60JDKW6T）股东
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由3亿元减少至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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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渝北区石船新华幼儿园（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5250011258572883XM，原 登 记 证 号
010272）拟将注销，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45日
内到本学校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催迁坟公告
各坟主:

九龙坡区大渡口组团K分区38-3、37-2、37-3
宗地项目业主已合法取得土地出让合同、规划许可
证及施工许可证，根据渝开发贯金和府一期总承包
工程建设需要，请项目用地范围(华岩镇朝阳村)内的
坟主，于2020年6月30日前自行迁移。逾期未迁移
者，视为无主坟处理。

特此告知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5日

重庆市永川区何埂镇人民政府遗失重庆市行政事业单
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第一联)，票号：(2017)NO:
001431812声明作废
重庆市永川区何埂镇人民政府遗失非税一般缴款书（第
一至五联），票号：(2017)NO：004657294声明作废

重 庆 尚 宏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渝 D61251 营 运 证
500110108484遗失作废。富庆公司渝BX2296
营 运 证 500110102535 遗 失 。 捷 运 公 司 渝
D93191营运证500381029567渝D95866营运证
500381029571遗失作废。重庆宏朗物流有限公
司公章5002278035193壹枚声明作废。宇国公
司渝BM2399营运证500115066561遗失作废。
龙歌公司渝 B5A380 营运证 500110068945 遗
失。重庆顺延物流有限公司渝BS9079营运证
500110021462渝BR0292营运证500110104517
渝 BS9018 营运证 500110021463 渝 BN7566 营
运 证 500110068149 渝 BJ3630 营 运 证
500110029848渝BN2120营运证500110029362
渝BL9720营运证500110050579渝BS9018营运
证500110021463注销。

减资公告：经重庆佳兆广告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9MA60AWA38G）股东决定，现将注
册资本从1000万元整减至10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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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武隆分
局于2018年04月20日核发的武隆区蜂
巢副食经营部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
JY25002320020443）副 本（有 效 期 至
2023年04月01日），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升乾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75734077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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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24日

重庆市奉节县野茶水库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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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奉节县野茶水库工程环境
影 响 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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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k1dxO08OdMlYqdqt2R_44w
提取码：60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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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奉节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联
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13609443803编制单位：重庆后科环
保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舒工 联系电话：17784089582 电子
邮箱：2832846934@qq.com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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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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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8日~2020年7月2日

债权债务完清公告
重庆市万州创业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承建丰都县名山街道名山占地
移民组团后侧安全边坡防护工程，
已于 2018年 11月 21日已通过了
丰都移民综合开发区开发总公司组
织的验收，合格并已投入运行，现决
算审计完成，现告请所有与该工程
项目有关的经济活动单位或个人于
2020年7月23日申报相关债权债
务（出示原件并提交欠民工工资及
欠材料款的相关复印件），双方完清
其债权债务，逾期视为自动弃权，我
公司不再受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
相关经济责任。 特此公告
办公地点：重庆市万州区白岩二支
路15号
电话：023--58809126
联系人：黄胜：18623460086
丁锡杨 ：18184715019
重庆市万州创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声明：中国旅行社总社（重庆）有限公司遗失旅游合同10份：
团队境内旅游合同 6 份：N-2014- 0063149,N- 2014-
0080699，Y- 2016- 0000542, Y- 2016- 0007198, Y-
2016-0007199,Y-2016-1000121,N-2014-0090220，团
队出境旅游合同 2 份：W-2014- 0038923, W- 2014-
0041389单项委托协议1份：D-2018-0000615，声明作废。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91
92

墓位牌号
福临-12-19
福临-13-13
福临-23-15
福临-14-2
13区-1-1
13区-1-16
13区-1-17
13区-3-5
13区-9-2
13区-11-16
6区-1-20
6区-3-4
6区-3-14
6区-3-18
6区-4-6
6区-8-2
6区-10-5
6区-14-6
6区-16-7
6区-21-6
6区-23-14
6区-26-9
6区-26-16
6区-26-20
颐苑-6-8
颐苑-7-7
颐苑-11-7
颐苑-18-8
颐苑B-3-5
颐苑B-10-21
普百2区-16-7
草坪二区-1-10

序号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93
94

墓位牌号
福莱苑-4-15
福莱苑-5-8
福莱苑-5-13
草坪二区-5-7
草坪一区-1-7
草坪一区-2-15
草坪一区-4-12
草坪一区-9-20
草坪一区-10-19
草坪一区-10-25
草坪一区-11-7
草坪一区-12-5
草坪三区-4-2
草坪三区-11-3
一片区-2-16
一片区-3-26
一片区-1-30
二片区-7-17
二片区-9-21
二片区-20-10
二片区-21-21
二片区-22-7
二片区-23-3
二片区-24-3
二片区-24-6
二片区-24-11
二片区-25-13
三片区-1-23
三片区-1-30
三片区-2-42
草坪二区-1-11
璟A-1-1

序号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5
96

墓位牌号
三片区-3-12
三片区-3-37
三片区-3-39
三片区-3-48
三片区-4-8
三片区-4-11
四片区-11-3
四片区-11-6
四片区-8-17
九片区-2-10
九片区-2-12
九片区-2-17
十片区-1-17
十片区-1-20
十片区-3-7
十片区-5-4
十片区-5-13
十片区-5-27
十片区-6-23
八片区-8-10
八片区-23-3
八片区-23-21
八片区-25-7
八片区-26-6
八片区-27-25
八片区-28-8
八片区-31-8
十一区-2-3
璟B-10-8
福恩-1-2
璟B-28-1
普德B区-7-4

沙坪坝区松鹤园陵园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6日

公 告
因沙坪坝区国有企业吸收合并，沙坪坝区松鹤园陵园有限公
司对园区墓位集中清理，现将96座墓位进行集体公示。请以
下墓位的客户在6月16日至6月30日内，携带购墓时的原始
发票、经办人身份证到松鹤园陵园完善购墓手续，逾期无人
认领的墓位，本园将按照法律程序对该墓位另行处理。如遇
特殊情况本人无法到陵园完善手续的墓主，需致电我园告知情
况，电话:023-65152772(8:30-17:00)。感谢大家理解与支持！
名单如下：

重庆市荣昌区明亮电镀有限公司全自动挂镀镍生产线
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重庆市荣昌区明亮电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承担重庆市荣昌区明亮电镀有限公司全自动挂镀镍生
产线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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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rc.org.cn/html/2020-06/17/
content_50970898.htm上发布，如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
登录该网站查询。建设单位：重庆市荣昌区明亮电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吴 工 Email：282397617@qq.com 电 话 ：
18290416417；环评单位：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人：甘工 Email：1005361922@qq.com 电话023-62668337

重庆市荣昌区明亮电镀有限公司 2020.6.19

注销公告：经重庆焱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号：5001120000733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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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15日
注销公告：经开县华明摩托车销售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2340000058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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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尝手续。
注销公告：经重庆劲淳商贸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234000018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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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尝手续。
渝中区和弘建材经营部遗失中国
建设银行重庆观音桥支行营业部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账号
50001063600050240737，核准号
J65300456744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家润福百货超市有限公司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印章备案
回执编号50038120180321006、合同专
用 章 印 章 备 案 回 执 编 号
50038120180514025声明作废

荣昌区污水处理厂污泥及有机废料无害化（热解气化）处置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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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荣昌区污水处理厂污泥及有
机废料无害化（热解气化）处置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予
以第二次公示。（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电子文档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荣昌区污水处理厂污泥及
有机废料无害化（热解气化）处置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 见 稿）（网 络 下 载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R7oCHAPVh38Y5fXZUezf8A 提取码：h6nw）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建设单位查阅地址：荣昌区昌州街道昌
龙大道37号2幢15-1，环评单位查阅地址：重庆环科源博达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扬子江商务
大厦7楼）；（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荣昌区污水处理厂污
泥及有机废料无害化（热解气化）处置工程环境影响范围内的
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环境影响范围外的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等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也将认真参考。（三）
公众意见表网络下载链接：http://www.chinayunshang.
cn/（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
真、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
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和建议。建设单位联系人：姚先生；联系电话：15023250515
邮箱：75009335@qq.com；环评单位联系人：许工；联系电
话：023-62668337；邮箱：julexy@foxmail.com。（五）公众
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关于东原.旭辉江山樾三期南的交房通知
尊敬的东原.旭辉江山樾三期南2、3栋业主：

您所购买的东原.旭辉江山樾三期南经相关职能部门验收合格，
已具备交房条件，现特通过报媒体向您进行交房告知。
集中交付日期：2020年6月30日-2019年7月1日
集中交付时间：09:00-17:00
集中交付地点：江山樾三期南项目现场（三期南1号楼底商）

请您携带相关资料与证件前往办理。
详询：13883152873

重庆旭原创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4日

遗失重庆市云阳县蓝天电脑职业培训
学校民办非企业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52500235683904403J，原登
记证号：060027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丛林天然气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339600195P）股东
会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整减至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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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经璧山县基层卫生协会（登记
号：璧社证字第028号）会员讨论，本协
会拟将注销，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请相关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15天
内向拟注销协会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张弘民出生医学证明N500013252声明作废●遗失张旭潼南新鸥鹏地产集团房屋销售收
据2张，（编号：00051933 金额11665元，编
号 00051932金额82807元），声明作废

●朱才华51300119630817061X优抚证遗失作废。● 证 明 李 正 中 男 510212194212284514 租 约 编 号 ：
100051 ；杨家坪横街32号204号，因房租证遗失，特此证明。●黄士豪于2020/06/19 23时起，遗失台湾居民来
往大陆通行证，证件号码07840027，特此声明。●遗失重庆东方电器开关厂装饰分厂1993年5月8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90294266声明作废●遗失罗晨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227160声明作废●遗失冯钰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73131声明作废●遗失南京江南丝路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为5003827046501声明作废●遗失忠县汪明冷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编号JY25002330004239声明作废●遗失潼南区谭牛肉酒楼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编号JY25001520051975声明作废●遗失吴顺珍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51352519700516292201作废●遗失2018.3.30核发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青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0MA5YTWX293声明作废●重庆梦库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平安银行重庆嘉华支行开户
许可证，账号11014817591001核准号J6530058408401声明作废●遗失2014年03月18日核发的个体户周游(渝北区穗花宾
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60032049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樽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壹枚(编号500112712058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多点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协信控股集团远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给王钟圣
合同履约金收据1张，收据号8207768，金额6500元，声明作废●遗失谭秋菊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证，证书
编号渝A042019044773，声明作废。●重庆乐亿物流有限公司渝D21630营运证500110086374遗失作废●重庆籍力物流有限公司渝D80850营运证500110103012遗失作废●广盛源茶楼的陈利军，与重庆富士达建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9150010400928701xc，于2019年
9日1日签定的租赁合同己遣失。特此声明。●唐丽娟遗失渝北区养年康宝食品经营部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副本92500112MA5UNDXK8L，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潼南区龙佛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项目
备案证，号码0087038、0077937、0064665声明作废.●遗失廖成龙，张海蓉之女廖梓涵2017.11.07号在福建省泉
州市妇幼保健院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350403581声明作废●重庆泰吉物流有限公司渝BS8725营运证500110027529遗失作废

●金元物流公司渝BU9853营运证500110037926遗失作废● 重 庆 鑫 科 汽 车 运 输 有 限 公 司 渝 A98865 营 运 证
500115065657遗失作废●重庆煜洋物资有限公司渝AH2737 槽车编号容 22渝
AV0258（17）《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金邦货物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 BM0277
（500115028981）、渝 BM0682（500115029009）、渝
BM0681（500115029480）道路运输证号，声明作废.

●声明：卢科键遗失重庆金建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社保收据：收据号9062056，声明作废●遗失喻安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500256675作废●遗失开县德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章一枚作废●遗失丰都县红桂肉牛养殖场公章
一枚，编号5002307003276作废●遗失重庆茂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印章备案
回执，编号50038120190225021作废●遗失重庆市奉节县平安乡平安村1社丁春云农村宅
基地批准书（2014）年第04700号声明原件作废●遗失重庆清趣物流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001127163145，
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12716314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宇霖调味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编号5001127119892声明作废●遗失父亲杨清、母亲赵春霞之子杨雅涵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164452，声明作废●遗失父亲赵兵、母亲姚小容之子赵姚丞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149358作废●遗失父亲赵兵、母亲刘吉现之子张坤渝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078940作废●遗失喻孝刚食品流通许可证正本SP5002291550027467作废●遗失渝中区宁渝小吃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JY25001030106652作废●遗失重庆佐莱信息技术中心公章一枚编号：5002237037800，
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5002237037801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区珍芝阁一味现捞卤菜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编号JY25001060204999作废●遗失重庆市开州区名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公章一
枚，编号5002341009875、陈敦礼私章一枚作废●重庆到家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专用
收据一张,收据编号2060215,声明作废●遗失邱果保险执业证00001850000000002019214605作废●渝北区典萃建材经营部遗失农业银行重庆渝北大竹林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5067401，声明作废

腹式呼吸四大好处
值得一提的是，腹式呼吸除了可进行

康复治疗，对普通人也有很多好处：
第一，扩大肺活量，改善心肺功能。能

使胸廓得到最大限度地扩张，使肺下部的
肺泡得以伸缩，让更多的氧气进入肺部，改
善心肺功能。

第二，可改善腹部脏器的功能。改善脾
胃功能，有利于舒肝利胆，促进胆汁分泌。

第三，促进肠蠕动，腹式呼吸是最有效
的通便药，此外对结肠癌及痔疮的预防也
卓有成效。

第四，对安神益智有好处，对调节大脑
的兴奋或抑郁度、养心安神都很有好处。

▲董理教病人做腹式呼吸

根据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广东南粤银行重庆分行）与天津滨海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广东南粤银行重庆分行已将其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
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天津滨海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借款人、担
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的相关承债主
体或清算主体。

天津滨海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
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天津滨海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天津滨海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0二0年六月二十四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10月31日的人民币贷款本金余额，贷款本金余额以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
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为准。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天津滨海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南粤银行重庆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
的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或在交易基准日后
协商变更承债主体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广东南粤银行重庆分行或天津滨海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
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合同或法律文书约定、规定的内容为准。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天津滨海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及编号 本金余额
（人民币/元）

39,780,702.23

担保人名称 担保合同及编号

2015年南粤重庆质字第0152号、0153号、0467号
《质押合同》；2014年南粤重庆最高抵字第0182号、
0183 号、0184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第
201408181020066 号 、201412041020185 号 、
201412041020159 号《重庆市房地产抵押合同》；
2014年南粤重庆最高保字第0436号、0437号、0034
号（暗）、0035号（暗）、0036号（暗）、0037号（暗）、
0038号（暗）、0039号（暗）《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大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大川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
庆大川集团防盗门有限公司、重庆大
川集团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大川集团
套装门有限公司、重庆大川建材市场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张君；段逸琳（曾
用名：段渝）、张宏、谢淑琴；
抵押人：重庆大川集团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014 年南粤重庆融字第
0165、0168 号《最高额融
资合同》，2015年南粤重庆
银承字第0425号《银行承
兑协议书》；
2014 年南粤重庆融字第
0167 号《最高额融资合
同》，2015年南粤重庆银承
字第0134、0148号《银行
承兑协议书》

重庆大川门业
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凤山建
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2017 年南粤重庆借字第
0284号《借款合同》

18,000,000.00

保证人：重庆和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汇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罗道
红、唐大敏、罗道贵、王兰、罗杨、彭静；
抵押人：重庆开源恒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重庆翁达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7年南粤重庆抵字第0104号《抵押合同》；2017
年南粤重庆保字第0174号、0176号、0178号《保证
合同》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江北嘴聚贤岩广场8号力帆中心1号楼35层 联系人 :王女士 电话：023-63203658
天津滨海正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78号 联系人：华女士 电话：022-83126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