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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一
没贴戒烟贴，烟瘾变更大

今年36岁的陈先生在我市一家国企工作，他介绍，自己烟龄已经有
10余年，过去他抽20多元一包的香烟，正常情况下一天抽一包。“很多时
候工作需要在外谈事情，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禁烟，一是觉得不方
便，二就是烟瘾来了不能抽确实有些难受。”陈先生说，就这样在朋友的
推荐下，从去年开始抽电子烟，相比烤烟来说，电子烟气味更小，抽的
时候也更方便。

“抽电子烟的初衷是少抽点烟，但慢慢发现电子烟不过瘾，量就越
来越多。原来抽烤烟的时候，一个月花费在800元内，现在一个月要在
1000元以上。虽然经济上可以承受，但感觉烟瘾越来越大，心里还是
很着急。”陈先生说道。去年12月，陈先生开始使用戒烟贴，贴的时候
每天吸烟量大致减少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因为没有坚持，没贴
的时候感觉把之前没吸的又吸了回来。对于戒烟贴，他有些迷惘，看
着还可以使用三个月戒烟贴，他不知道是否该继续用下去……

故事二
贴了一个月，烟瘾小一半

今年30岁的市民钟诚烟瘾已经18年了，他说因为家里的男性
亲属都要吸烟，自己的生活中就没缺过烟，但多年吸烟也让他存在鼻
炎、咽炎等问题，虽无大碍，但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却是时刻存在的。

“其实戒烟已经很多次了，但是工作、生活环境让我光靠意志
力戒烟太难了！很多时候，我用的都是‘物理戒烟’法，就是一根
烟少抽几口就丢了，隔不到多久又点起，总量上其实没得变化，
很多时候图个心理安慰而已。”钟诚说，为了戒烟，他试过吃口香
糖、戒烟糖、戒烟药，在去年他知道了《重庆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
条例》将实施，这一定程度上也让他重燃了戒烟的想法，实在戒
不掉，少抽点也好。

因此，他开始尝试戒烟贴。“因为我属于‘老烟哥’，在用戒烟
贴时都是两片使用，确实感觉有效果，最直接的就是一个人的
时候，抽烟欲望少了很多。”钟诚说，在过去他一天可以抽一包
半到两包香烟，在坚持使用戒烟贴一个月后，他开始只贴一
片。在今年，他已经可以把每天吸烟量控制到半包。而钟诚的
愿望就是通过不断努力，慢慢实现戒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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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华岩世家幼儿园公章一枚作废●遗失杨雨霏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212990作废●遗失父亲钟成林、母亲施郑值之女钟纯燕于2005.10.17在重庆
市江津区西湖镇卫生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F500058790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健林药店十四门市药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编号:渝DB0170121，声明作废●经营者李光英遗失2018年03月05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500107MA5XWJXU8D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子梨树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2331023424声明作废●遗失巴南区兰惠茶叶经营部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编号JY15001130052326声明作废●锦妙物流公司渝DY5392营运证遗失。●杰狮物流公司渝DK9810营运证500222106679遗失作废●本人丰彦峡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证
号:0200055000008000201500129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渝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九龙
坡区奥体一路门市部 备案登记证：WDJLP355●遗失重庆波风水门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068165662，声明作废

重庆市虎贲医用输液瓶回收有限公司输液瓶
（袋）再生颗粒吹膜注塑一体化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予以公示，并征求公众意见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pnCdLUej97SoB00FvcusDQ
提取码：pw64；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重庆
市虎贲医用输液瓶回收有限公司办公室。联系电话：周
总17725120168；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边企
业单位及社会群众。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XHS6cyZVRjGX4efq4lh7GQ
提取码：2vmp。5.个人或单位可以通过致电向建设单
位提交书面意见；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五个
工作日（2021年1月7日~2021年1月13日）。
城口县巴山立新水电站（普通合伙）“城口县巴山立新水
电站技改扩容工程”环评征求意见公示：1、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为：
http://www.cqck.gov.cn/zwxx_270/gsgg/202012/
t20201230_8719382.html。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城口县巴山镇立新水电站处（联系电话：张总
023-59280666）可查阅；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
周边企业单位及群众；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填
写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致电建设单位、环评单位；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即日起10个工作日内。

●遗失2017年5月15日核发的重庆良鸿消防器材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KQG645，声明作废●重庆良鸿消防器材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重
庆市高科技开发区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7
4232201（账号3100020409200774275）声明作废

吸收合并公告
重庆纵横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000585714921C，注册资本为
1050万元），重庆浩宇鼎新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771767
285X，注册资本为50万元）。根据重庆纵横工
程设计有限公司和重庆浩宇鼎新工程造价咨询
事务所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协议，重庆纵横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重庆浩宇鼎新工程造价咨
询事务所有限公司，重庆浩宇鼎新工程造价咨询
事务所有限公司将予以注销，所有债权债务由重
庆纵横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接收，吸收合并后，重
庆纵横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人
民币，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45日内到公司
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2021年1月8日

恺迪苏（重庆）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
单细胞蛋白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恺迪苏（重庆）有限公司委托重庆化工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承担年产2万吨单细胞蛋白质项目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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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已在网站 http://www.ccs.cn/
news/news/2021-1/2440_173918.shtml上发布，
如需要了解该项目详细信息，请登陆该网站查询。
联系方式（建设单位：恺迪苏（重庆）有限公司，黄经
理：17782312758，邮箱：jyhuang@calysseo.com。
环评单位：重庆化工设计研究有限公司，于工
18983639090，邮箱：L.Yu.Eva@163.com）

环评公示：根据相关要求，现拟对“重庆市云阳县太
平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
公示，可能受项目影响的，或对项目环境影响关注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公示期限内可登入网站或
现场查阅参与环评公众参与调查。网站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0QBNucXtapRqLt6
E6y_Mnw，提取码:q637。现场查阅地址：重庆市
渝中区长江二路179号，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8号楼404办公室，联系电话：023-
68725210。征求意见自即日起10个工作日。

重庆锋劲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未能接管营业执
照的声明：2017年3月7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裁
定受理申请人重庆鑫统亚空气净化设备有限公司对被申
请人重庆锋劲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下称“锋劲公司”）
的破产清算申请。2017年3月27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
民法院指定重庆瑞泰资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担任重庆锋
劲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的管理人（下称“管理人”）。因
锋劲公司员下落不明等原因，管理人未能接管到锋劲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原件。特此声明 声明人:重庆锋
劲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1年1月7日

重庆飞双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未能接管营业执
照的声明：2018年9月19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裁定受理申请人罗开书对被申请人重庆飞双博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下称“飞双博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2018年11月1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指定重庆
瑞泰资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担任重庆飞双博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的管理人（下称“管理人”）。因飞双博公司
员下落不明等原因，管理人未能接管到飞双博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原件。特此声明 声明人:重庆
飞双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1月7日

重庆飞牧农产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未能接管营
业执照的声明：2018年9月19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
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刘春香对被申请人重庆飞牧农产
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飞牧公司”）的破产清算申
请。2018年11月1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指定
重庆瑞泰资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担任重庆飞牧农产品
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的管理人（下称“管理人”）。因飞牧
公司员下落不明等原因，管理人未能接管到飞牧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原件。特此声明 声明人:重庆飞
牧农产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2021年1月7日
重庆财广物资有限公司管理人未能接管营业执照的
声明：2018年8月28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裁
定受理申请人重庆治中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对被申请
人重庆财广物资有限公司（下称“财广公司”）的破产
清算申请。2018年11月14日，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
法院指定重庆瑞泰资产清算服务有限公司担任重庆
财广物资有限公司的管理人（下称“管理人”）。因财
广公司员下落不明等原因，管理人未能接管到财广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原件。特此声明 声明人:
重庆财广物资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1月7日

债务债权公告
我公司承建重庆市渝中区广场大厦5楼装饰工
程，该工程现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现对重庆
市渝中区广场大厦5楼装饰工程项目部及项目
经理在承包施工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请存在
合法债权债务关系的企事业单位及自然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持合法手续到我公司
财务部进行登记。如逾期，按自动弃权及相关法
律法规处理。特此公告 电话：023-67767110
重庆渝港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2021年1月8日

公告
重庆枝茂繁水泥制品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王安平与你单
位关于工资争议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合川劳人仲案字
【2020】第927号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
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委定于2021年3月25日下午2时30分，在合川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合川区南津街江城大道236号）
一楼112室（仲裁一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
领取本案裁决书的期限为开庭后的10日内。特此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1月8日

注销公告：经欧唯美（重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60M84F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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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颐碗汤健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陈玉
兰与你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争议一案，案号
为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第230号。因无法直接
或邮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
二十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
请书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1年3月25日上午10
时00分在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派
驻龙山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
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月8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优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姚昊与
你（单位）计时、计件工资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委渝北劳人仲案字〔2020〕第 3084号仲裁裁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
书（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重庆市渝
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8室），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到
劳动合同履行地或用人单位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
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1月8日

交房公告
尊敬的东海·印象东田项目业主：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位于重庆市石柱
县城南路20号的东海·印象东田项目经政
府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并已取得《重庆市建
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按照合同
约定，东海·印象东田项目住宅、商业商品
房现已具备交付条件。我司定于2021年
1月15日开始办理交接房手续，另将按合
同约定向业主寄发《接房通知书》。

敬请各位业主携相关购房证明文件
和按《入伙通知书》所述资料前往东海·印
象东田交房现场办理接房。

咨询电话：023-73200012
特此公告！

重庆田鸿置业有限公司

遗失广州富力地产（重庆）有限公司黄嫚购买的重
庆富力院士廷-3B-1-14号-1单元-207单元首
付款收据，编号：9009664，金额：330273元；契税
收据，编号：0104385，金额：27823元，声明作废。

华旭公司渝BS5978营运证号500110053096遗失作废。
豪顺公司渝D69676营运证号500110091838遗失作废。
优快公司渝B0A838营运证500110065761遗失作废。
车与公司渝D30179营运证号500110113028遗失作废。
豪迈公司渝D23676营运证号500110099272遗失作废。
澳成公司渝D27295营运证500110120432遗失作废。
畅抵公司渝D18202营运证500110089181遗失作废。
浩荣公司渝BU3566营运证号500222089821遗失作废。
平益公司渝BD7296注销。

●遗失邱会风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3600195868作废●遗失重庆渝创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1141050368，声明作废●遗失奉节县林松百货店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6MA5U647YX8作废●遗失奉节县甲高镇龙山居委会小城（集）镇规划区宋万明奉
节县小城(集)镇建设用地许可证（08）N00004853声明原件作废●重庆摩文科技有限公司遗失中国银行黄龙中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111633916274，核准号J65300415407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极雨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1141125571）声明作废●遗失2016年10月31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刘博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860884404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斯奇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经营备案证，备案编号：渝
08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139号备
案日期是2016年09月26日作废

重庆捷能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V0120营运证
500110038383遗失注销，骏运公司渝AH3008营
运证500115041586遗失作废，东能长寿分公司渝
AS7323营运证500115069596渝BF6506营运证
500115063944遗失作废，重庆互惠汽车运输有
限责任公司渝BH6888 营运证 500222045619
渝BN8567营运证500222036946遗失，道鸿公
司渝BS2762营运证500110100031遗失，一帆
公司渝BY5889营运证500110058060遗失，泉
益渝中分公司渝BZ3113营运证500103059225
遗失，重庆丰旺物流有限公司渝D79980营运证
500110104278遗失，重庆恒途运输有限公司渝
BT7997营运证500115062141遗失作废，鸣通万
盛分公司渝DY7915营运证500110110827遗失，
重庆同同久物流有限公司渝D18226营运证遗失，
上佳公司渝DC0033营运证500110117833遗失，
银泽公司BR8582营运证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市汇龙航运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3834018565）、财务专用章
壹枚（编号 5003834018566）、发票专用章
壹枚（编号5003834008759），声明作废
丰都县仁沙镇石盘滩社区居民委员会遗失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55500230MEA3055080声明作废
遗失丰都县仁沙镇石盘滩社区居民委员会在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丰都支行仁沙分理处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694001104602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重庆轻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开给余泽琼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注
册登记联）：发票代码150001922060发票
号码02370462金额122900元，声明作废。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钱也）“邻居”成都飘起了雪花，人们纷
纷出门，拍照晒朋友圈，让不少重庆市民羡
慕。重庆中心城区会下雪吗？重庆市气象
台首席预报员邓承之预计，中心城区可能
无缘雪花，因为水汽和温度条件不够。据
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偏西地区有

间断小雨，其余地区以阴天到多云天气为
主，全市最高气温将有所上升。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1月8日：间断小雨转阴天，3℃～6℃
1月9日：阴天，4℃～7℃
1月10日：阴天转间断小雨，5℃～7℃

中心城区可能无缘雪花

昨日，川渝警方在重庆永川区召开深
化川渝毗邻地区警务合作暨统筹110报警
可达性现场会，永川区公安局和泸州市泸
县公安局、合江县公安局联合开展“永泸联
动处置110重大警情演练”。此次演练从
实战、实用出发，切实检验川渝毗邻地区

“一键可达、一体处警”工作机制的可行性、
必要性、有效性，切实增强川渝毗邻地区警
方的快速反应能力、指挥协调能力、联动处
置能力，携手护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为方便群众深化川渝警务合作

川渝自古一家亲，毗邻地区人员更是交
往密切。但长期以来，因手机通讯信号漂
移、报警人不清楚具体行政区划等影响，群
众拨打110报警求助经常出现跨省市问题，
导致反复拨打、反复报警，影响处警效率。

针对这一问题，按照《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相关要求，川渝两地公
安机关深入调研，在“川渝两地警务合作总
体框架”支撑下，确定在永川与泸州泸县、合
江先行先试，探索推广“一键可达、一体处
警”快速接处警工作机制，让毗邻地区群众

切实体会到“行政管辖有界、公安服务无
界”，机制自去年底运行以来，获得周边群众
广泛好评。

永泸实现“一键可达、一体处警”

昨天上午10点演练正式开始。四川
泸县警方接报警，毗邻的重庆永川吉安镇
寒泸村发生一起打架事件，泸县警方采用

“一键转警、三方通话”模式，将警情第一时
间转给永川警方处置。“永川110，我是泸县
110，现接你辖区吉安镇寒泸村一打架警
情，转接给你们……”永川警方立即调度吉
安派出所民警赶赴现场核查处置。吉安派
出所民警火速抵达现场，发现警力不足。
泸县警方获悉后，按照“一体处警、指挥调
度”机制，立即增援、协助处置。同时，毗邻

的四川合江警方立即启动三地联动机制，
密切关注。在永川、泸县、合江三地警方的
密切配合下，成功处置该打架警情。

据现场演练指挥员介绍，针对重大警
情，永川、泸县、合江三地警方创新建立“一
键可达、一体处警”快速接处警工作机制，建
立健全“分类处置、先行出警、同步联动”的
指挥调度模式，由双方指挥中心就近就快调
度警力出警处警，实现了报警求助“一键可
达”、接警处警“一站联动”、治理防范“一体
落实”，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川渝警方携手护航经济圈

“一键可达、一体处警”快速接处警工
作机制已在重庆永川与四川泸州毗邻地区
成功试点，成为川渝两地警务工作一体化

发展的重要机制，下一步将在川渝毗邻地
区大力推行。

据川渝警务合作协调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表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已全面铺
开、纵深推进，川渝两地警方要增强战略定
力，坚定前进信心，在落实好两省市公安厅
局警务合作各项措施的同时，下大力气建好
上下一体的联动机制、横向贯通的反馈机制
和定期碰头的会商机制，确保川渝毗邻地区
警务合作，特别是毗邻地区110报警服务可
达性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彭光瑞

川渝毗邻地区推行
警务“一键可达、一体处警”

戒烟贴 真的有用么？
吸烟有害健康，是众人皆知

的事情。伴随着今年1月1日开
始实施的《重庆市公共场所控制
吸烟条例》，越来越多的市民把戒
烟、少抽烟纳入新年计划。近年
来，戒烟贴因为使用和携带方便，
受到不少戒烟市民的欢迎，那么
它真有的有效吗？一起来看看。

戒烟贴是尼古丁替代疗法
我市从事十余年市场监管工作的罗女

士介绍，戒烟贴又叫做尼古丁（透皮）贴，其
主要成分就是尼古丁，戒烟原理为替代疗
法。其最早是欧美国家出现，近年来逐渐被
国人所采用。通俗来说，戒烟者贴上戒烟贴
后，尼古丁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入血液，让
作用在大脑内的尼古丁乙酰胆碱受体发挥
作用。相比吸烟，戒烟贴中的尼古丁进入体
内的速度更慢，剂量也小。因此，戒烟者在
使用一段时间戒烟贴后，可以逐渐减少对尼
古丁的摄入量，达到戒烟的效果。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戒烟贴的品牌
众多，但作用基本一致。主要区别在于剂
量，常见的有 14mg/片、21mg/片等。使用
时，可以贴在手、腿、腹部等位置。记者通过
众多网购平台及戒烟交流网站了解到，因为
产品质量、个体差异、使用情况等原因，戒烟
者对于戒烟贴的评价褒贬不一。有部分人
存在不良反应，以皮肤来说，有人存在红肿、
过敏、痛痒的情况。个别人使用后也出现过
头晕、恶心、没食欲的症状。

“国外有一些实验证明，戒烟贴的确可
以对戒烟者起到辅助作用，但最终起到决定
性作用的还是戒烟者自身。需要的注意的
是，戒烟贴可能会影响一些药物的作用，如
果使用者生病需要打针吃药时，应咨询专业
人士后决定是否继续使用。出现过不良反
应的戒烟者也应该谨慎使用。”罗女士说。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文翰 摄影报道

▲网销的各种戒烟贴

▲川渝公安机关“一键可达、一体处警”
实战演练 警方供图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00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0 1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00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0 1 2 2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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