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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致：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由于我司现场人员在保存《非税收入的一
般缴款书》过程中遗失，需复印《非税收入的一
般缴款书》存根联，请贵院给与支持，对此产生
的法律和经济纠纷都与贵院无关。

信息如下：发票号：001895922；开票日期：
2020/8/31；金额：1300.00；项目：电梯检验；付
款方式：网上转账；电梯检测部门：第三中心。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2021年1月15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清波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28095662305G)股东会决定，现将原
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少至200万元。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21年1月15日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未及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徐超、
陈汶泽与你公司计时、计件工资两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渝中劳人仲案
字〔2020〕第654-655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可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
址：重庆市渝中区和平路211号），逾期视为送
达。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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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月15日

遗失声明：根据《重庆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旅游产品供
应商合作协议》的规定。北京和平天下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于2019年1月23号向重庆中国青
年旅行社有限公司缴纳的质保金30000元（叁万元整）
收据遗失，凭证编号为：5033626特此声明！2021.1.15

沪蓉（宜巴）高速公路湖北巴东段双向施工公告
因G42沪蓉（宜巴）高速核桃树大桥病害综合处
治工程延期至2021年10月31日，施工期间宜巴
高速巴东北-神农溪段禁止超限车辆通行，请改
由滚装船或绕行G50沪渝高速往返湖北与重庆。

重庆尊崇物流有限公司渝BU9918营运证
500104015994遗失作废，重庆勇航物流有
限公司渝DL0576营运证500222106991渝
D52331营运证500222099335遗失，慧鸿公
司渝BZ2360营运证500222078939遗失，重
庆吉安运输有限公司渝 BV2107 营运证
500222092327遗失，重庆译川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渝D23218营运证500222104071遗失
作 废 ，鑫 金 公 司 渝 D56557 营 运 证
500110086980遗失，重庆道鸿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渝BR7991营运证500110015723渝
BS1625 营运证 500110053648 渝 BR8818
营运证 500110016413 渝 BR8771 营运证
500110030685遗失，重庆德尚行物流公司
渝 DF8039 营运证遗失作废，兴助公司渝
B3635挂营运证500104017713遗失作废，
重庆市朋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41365营
运证遗失补办，顺永公司渝BU6351营运证
500110039923遗失作废，重庆进金物流有限
公司渝BY8038营运证500110055557遗失

减资公告：经农履(重庆)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533964370X8）股东会决定，
现将注册资本从10000万元整减至10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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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友公司渝D77516营运证500110116345遗失作
废。卓威公司渝BQ0356营运证500110117527遗
失 作 废 。 永 康 公 司 渝 BQ7891 营 运 证
500110113207遗失作废。卡乐公司渝B7722挂营
运证500110072256遗失作废。浩安城运公司万盛
分公司渝B2302挂营运证500110044855遗失作废，
渝BU9581营运证500110031641遗失作废。久合
公司渝D78949 营运证 500110082985 遗失作废。
稳健公司渝BS3257营运证500110026349遗失作
废。曼迪公司渝BS3200营运证500110113827遗
失作废，渝BQ5205营运证500110006424 遗失作
废，渝BQ5298营运证500110100868遗失作废，渝
BQ5295营运证500110115700遗失作废。汇集公
司渝BF5693道路运输证500112010146遗失作废。

重庆长乐门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0万套套装门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现将

《重庆长乐门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0万套套装门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如下：
一、项目概况：项目名称：年产20万套套装门项目。
项目地点：重庆市长寿区新市组团B18-2/01地块
东侧。项目概况：1栋生产厂房（1F）、1栋配套厂房
（3F）以及配套公用工程、储运工程及环保工程。建
成后生产规模为年产15万套套装门。二、征求意见
稿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征求意见稿链
接：https://pan.baidu.com/s/1_Lz4t3mI7pSJnr
AZ7NtKOQ；提取码:warg。查阅纸质报告可至长
寿区新市组团重庆长乐门业有限责任公司查阅。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项目周边受影响区域
公众或关心项目建设的公众。四、公众意见表链
接：公众意见表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4P4GY60lk0dsRIjxlOJ6Zw；提取码: ta1x。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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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联系方
式：建设单位：重庆长乐门业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
式：郝女士023-40390105、791607003@qq.com，
环评单位：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张工023-68725603、408160963@qq.com

重庆长乐门业有限责任公司

●两路口派出所遗失重庆市法医协会司法鉴定所费用收
据，票号(2020)NO：12741679合计金额1500元，声明作废●遗失余洪全失业证51020319641222081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庆弘旭贸易有限公司申聪法人
名章壹枚(编号500112721798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欢漠阳商贸有限公司申欢法人
名章壹枚(编号5001087202756)声明作废●重庆市渝中区红领巾志愿者协会遗失重庆市社会团体
会费统一收据一张，编号（2019）No:00008136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街道生活服务社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203061233P和公章一枚作废●声明：九龙坡区白市驿咖啡地带西餐厅公章(编号5001076
07384711)、发票专用章(编号51022519700411893902)作废●遗失重庆浩飞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重庆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碚支行新华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4983601作废●遗失重庆顺创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备案
回执编号50011420180829028声明作废●丰都欣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500230
7025102，财务章一枚，编号5002307025103，声明作废。●遗失黄章平、田琴之女田雨灵于2014.11.06在重庆西南
铝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228422声明作废●遗失云阳县四方汽车修理厂公章壹
枚，编号500235101190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岸区停车场管理办公室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遗失公告：重庆市铭篆雕刻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673001593901，账号：50050122360000000263声明作废●遗失2018年01月30日核发的重庆奔睿物资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622017325J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蜀引千香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壹枚（编号500226303891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潼南区田家镇芭蕉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公章作废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对外河坪办公楼
绿植租赁服务进行竞争性谈判（第二次），合同期
2年，估算总投资14.4万元。请具有相应资质并
有意参与的单位，在2021年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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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考取非招标文件。
联系人：唐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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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
热线15023163856
遗失·声明·公告·信息广告登报

铜梁集美东方交房通知
邻居，您好：感谢您一直以来对金科、海成地产及
金科物业的支持与厚爱！阁下购买的物业合同约
定接房时间为2021年1月29日，现提前至2021
年1月20日-22日交付，请您按照接房通知书上
的日期前来办理接房手续。届时，金科地产及金
科物业公司等相关部门将在集美东方一期3号楼
旁篮球场为您办理接房手续，2021年1月22日之
后办理接房手续者，请您携带相关资料到商业S5
二楼物业处（洋房9号楼正对面商业）办理。
未尽事宜详询：023-45369555
本次交房区域为：小高层：1幢、2幢、3幢、4幢

洋房：25幢、28幢
敬请好邻居相互转告，谢谢配合！
重庆文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5日

●遗失重庆市永川区爱米亚幼儿园(君临棠城)中华人民
共和国办学许可证正副本号码 150038360000869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爱米亚幼儿园(兴龙湖)中华人民共
和国办学许可证正副本号码150038360000429作废

弃婴（儿童）、身份疑难人员寻亲公告
1.姓名：雷诗梒（养父取）女 约7岁。被捡拾情况：2013年10月8日，刘小红在

铜梁区白杨镇十二村一队公路上，捡到一个被衣服包裹的女性弃婴，该女婴身旁无
纸条记录出生日期，大约有三个月左右，刘小红欲将其出生日期登记为2013年7月
8日。当时刘小红未报警，一直抚养该女婴，现该女婴已7岁，取名雷诗梒，身体健康。

2.姓名：刘宇杭（养父取）男 约3岁。被捡拾情况：2017年8月17日，张德淑在
长寿龙河镇长安村赶场的路上，发现水井旁有一个才出生的男性弃婴，红毯子包裹
着，胸口处放有一纸条，写着2017年8月11日出生，张德淑因无子女，当时养子心切，
未报警，将男婴抱回家中抚养至今，现该男婴已有3岁左右，取名刘宇杭，身体健康。

3.姓名：王灵芝（养父取）女 约10岁。被捡拾情况：2010年9月15日，殷明会
的弟弟殷明中在重庆市南岸区洋人街旁工地上捡拾一女性弃婴，身穿一套白底碎
花衣服，身旁有纸条记录出生日期2010年9月14日，殷明中深知姐姐殷明会无子
女，养女心切，于是未报警，当天就将女婴给了姐姐殷明会抚养至今，现该女婴已有
10岁左右，取名王灵芝，身体健康。

此寻亲公告有效期为30个工作日，公示时间截止后若无人认领将依法安置。
联系人：渝北区救助管理站，联系电话：023-67824051，地址：渝北区汉渝路76号。

迁坟公告
渝中区绿化废弃物生态处置场（原

回兴苗场）内因施工，有坟在本次施工
范围内，无坟主联系方式，请于登报1周
内自行迁走，逾期未迁，视为无主坟，施
工破坏后由坟主自行负责，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绿化维护管理处

●遗失蒋秀红保险执业证02000050000080020180700730作废●遗失重庆乾恒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1087077013，声明作废●遗失廖智东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JY15001120023154作废●遗失成都天怡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
分公司收据一份（收据编号NO.0007257）声明作废。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钱也）近日，重庆开启连晴模
式，气温逐步回升。

昨日一早，温暖的阳光洒向中心
城区。15时，重庆各地多云到晴，全
市最高气温出现在东南部的秀山为
18.4℃，沙坪坝站气温也达到了
13.8℃。

不过，从明天开始，重庆将迎来新
一轮雨雪天气。

市气象台预计，受北方冷空气影
响，明后天我市有一次降温降雨天气
过程，高海拔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局
地中到大雪。日最高气温东南部地区
将下降10～14℃；最低气温大部地区
在4℃以下，海拔2000米以上地区低
于-10℃。

专家建议，雨天道路湿滑且能见
度较低，高海拔地区将出现降雪及道
路结冰，提请防范雨雪天气对交通、通
讯、运输、电力、建筑施工等行业的不
利影响。同时，气温低，加强取暖防范
一氧化碳中毒科普宣传。降温易诱发

感冒、呼吸道感染以及心脑血管等多
种疾病，提请加强疾病防范和防疫工
作。此外要防范雨雪天气对农业生产
造成的不利影响。

天气预报
今天：各地晴到多云，局地有霜

冻。大部分地区气温 0～16℃，城口
及东南部-1～16℃；中心城区：晴转
多云，气温4～13℃。

明天：中西部阴天有间断小雨，局
地中雨，其余地区阴天转间断小雨，海
拔1000米以上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
局地中到大雪，山口河谷地区有4-6
级阵风。大部分地区气温 3～11℃，
城口及东南部1～10℃；中心城区：阴
天有间断小雨，气温6～10℃。

后天：偏南地区间断小雨，其余地
区间断小雨转阴天，海拔 600 米以上
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局地中到大
雪。大部分地区气温 0～10℃，城口
及东南部-2～6℃；中心城区：阴天有
间断小雨，气温4～6℃。

今天好好享受温暖阳光
周末出行别忘穿羽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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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健康测试火遍全网
专家称只能测缺氧耐受

你莫愁，你肺没废

“如果从A点到B点，能
憋住气的就是健康的肺。”这
两天，一个名为“肺部健康测
试”的实验火爆全网。实验号
称，只要按照视频里的方法憋
气成功，就证明肺功能健康，
甚至有能力抵抗冠状病毒。
一时间，吸引了无数网友参与
测试，甚至有烟民测试成功后
激动到落泪。

这个实验真的靠谱吗？
昨日，记者进行实际体验，并
采访了专家。

男女憋气时长不同
用手机打开抖音、小红书、微博等平台，只

要搜索“肺功能测试”“肺功能实验”等关键字
眼，立即就会出现多个相关视频。

记者看到，这些视频的测试方法几乎一
样。点开视频后，指示点就会从开始移动，经过
25秒~50秒后，指示点会从A点到达B点，指
示点移动期间，需要尽可能地憋气。

记者（女）根据该方法尝试了几次，憋气20
秒已达极限，再憋下去就感觉非常痛苦。按该

测试的结果，应该属于“一般健康
甚至不太健康的肺”。

随后，记者又请一位
身材高大的男士进行
了3次测试。该男士
姓韩，常年进行跑步
等锻炼，他能轻松憋
气45秒甚至更久。
按该测试结果，应该
属于“很健康的肺”。

仅能测缺氧耐受
不能检测肺功能

Q：真能测试肺功能好坏吗？
重庆建设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呼吸内

科副主任医师尹莉：这个方法在医学上叫做屏气实验，
是用于手术麻醉前医生评估患者的简易方法，以此来了
解患者对缺氧的耐受，并不能体现肺功能的好坏。肺功

能的检测有一
套完整、科学的
方法，包括肺通

气功能检测和弥散功能检测等。

Q：那么，该方法是否能测试肺活量的大小呢？
尹莉：肺活量是指一次尽力吸气后，再尽力呼出的

气体总量，和呼气时间长短没有必然联系。需要通过医
院专业的肺功能测试仪器进行测试。

Q：尝试用该方法测一测，也不会有啥危害吧？
尹莉：以前采用屏气实验时，都需要在医护人员的

指导下进行。因为实验过程中，会使人处于
相对缺氧状态。如果本身有肺部疾病、心
脏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可能会
因此致使病情加重。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薇

烟民测后
激动到落泪

再来看看网友们的憋气结果。

@小九九：测试时不小心按到了暂停
键，感觉差点窒息。

@悠哥来喽：二十年烟龄的我居然还
拥有如此健康的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轮人：我可以做到，但是有点费劲。

@永远的窝窝：我只过了四分之一，天
呐，我的肺是不是不行了？

@人间值得：我能憋住走两遍，证明哥
是铁肺吗？

@十八：憋完后脸涨红，心很慌，是有
什么问题吗？

@紫：昨天能做到，今天做不到了，是
不是该去医院看看？

体验

专家

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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