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春莲 受访者供图）近日，重庆一位烹饪
专业老师火了！他向学生演示如何用南瓜
雕刻金色“三星堆人像”的视频，在网上获
得不少网友的点赞。他还有一手摆盘的绝
活，跟他学个三两招，绝对能惊艳你的朋友
圈哟！

这位老师叫涂建川，今年30岁，是重
庆市旅游学校烹饪专业的老师，用他自己

的话说，他是食品雕刻菜品造型美学设计
的“设计师”。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三星
堆出土的黄金面具，正好教室里有南瓜，涂
建川就给学校善美造型艺术工作坊的学生
们展示了下雕刻技术，半个小时就雕刻出
了一个10厘米长，约7厘米宽的金黄色的
人像。

“雕这个是想让学生们学习古人工匠
精神的同时，也思考如何将其运用到自己

的食品雕刻技术专业当中来。”涂建川告诉
记者，食品雕刻和菜品造型能够让菜品摆
盘更精致，技术越高雕刻设计的菜品造型
就越好看。但往往好看的菜品造型只在酒
店中才能看到，那么在家做菜如何能让摆
盘更精美呢？涂建川给出了一些建议。“第
一，餐具尽量选择素色和一片色的餐具，这
样摆盘的效果会更好，不会显得杂乱无章；
第二，菜品切的时候要均匀，摆盘才好看，

能还原原本形状的就还原菜品的原本形
状；第三，一盘菜中的主体颜色不超过三
种；第四，摆盘要有一个黄金分割线，一般
可采用几何构图方式，比如说整体的菜品
摆出来是一个圆形，或者扇形等等。”

同时，涂建川还结合日常教学和生活
中的蚝油西兰花、蚂蚁上树盖饭、卤豆干
等菜品，进行了摆盘分享，你在家不妨也
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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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安东生猪养殖有限公司垫江五洞安东生猪
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公示：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
见表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tQv
EndfYW93ODxAi2X-5w（提取码：mvzb）。2、
查阅纸质报告及公众意见反馈联系电话：1738239
2608（卿老师）；13765022211（蔡工）。3、征求意
见起止时间：2021年4月7日至2021年4月20日。

铜梁高新区（旧县组团）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铜梁高新区（旧县组团）污
水处理厂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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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该项目环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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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z0Haxq3bBQbfa- E04eLhyA 提 取 码:vvhb。
2.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b4IPcuehcXVNbkhzDP9PKw提取码:5hiq。3. 征
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包括受建设项目影响或者关心
项目建设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个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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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邮
箱，或者电话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人实名反
馈相关意见。建设单位：重庆绅鹏实业开发有限公
司 陈工18202354712；327445353@qq.com ；环评
单位：重庆两江源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丁工1360
8366840；379016825@qq.com。5. 公众提出意见
的起止时间：2021年4月7日-2021年4月20日。

●雷硕遗失二代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50022119861004531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启卓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公章5003817115856声明作废●张巧宇（身份证号：510222197103090821）遗失失业证，作废●遗失重庆市芮鸿商贸有限公司渝D59
512营运证500227014087声明作废●吴海清（身份证号:510226193008077474）
遗失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证，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大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公章500112714594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福运来搬运服务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382704200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荣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09703085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腾铭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04700922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中渝恒金零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127185826，声明作废●重庆龙辉达建材有限公司5002247094931公章遗失作废●重庆康鸿物流有限公司渝AF830挂营运证遗失补办●綦江区良裕茶叶店食品经营许可证编
号JY15001101003621遗失，声明作废。

环评公示:根据相关要求，现拟对“重庆市云阳县幸
福水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环评公示，可能
受规划影响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对规划
环境影响关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登入网站
或现场查阅纸质文件参与本次规划环评公众参与
调查。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
接 ：http://www.yunyang.gov.cn/zwxx_257/
gsgg/202103/t20210324_9028268.html；查阅纸
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在公示期限内公众可携带
有效身份证至环评单位（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二路
179号，中煤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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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丰都县体育舞蹈协会在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的开户
许可证，账号:2701010120010014533
核准号:J6694000757801声明作废
重庆新嘉建材有限公司遗失2014.10.23发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3105367592；遗失公章
一枚，编号5001001104655；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
5001001104656；遗失孙世霖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1.遗失重庆五一农场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
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工商注册号：90340409，
及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2.遗失重庆五一农场康乐食品厂营业执照正副本，组
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工商注册号：500113190
2305，及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3.遗失重庆五一农场第三食品门市部营业执照正
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工商注册号：
90340412，及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4.遗失重庆五一农场乳香园门市营业执照正副本，
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工商注册号：
90319680，及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5.遗失重庆五一农场第二食品门市部营业执照正
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工商注册号：
90340407，及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敖思雨（500221199307060625）遗失重庆巴南万达
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编号00003607、
金额25000元，编号00003602、金额5000元，编号
00003601、金 额 5000 元 ，编 号 00002975、金 额
310.21元，编号00002641、金额25000元。声明作废

关于解除《经营场所租赁合同》的函
鉴于：2020年8月2日，黄仁君作为甲方

与乙方陈小平签订了《经营场所租赁合同》，约
定乙方租赁甲方的位于重庆市永川区泸州街
85号的99.1平方米的房屋，租赁期限为2020
年 8月 2日至2022年 8月 1日，租金为每月
8000元。双方约定承租方每3个月支付一次
租金，并交纳一个月租金作为本合同保证金。

截止到2021年3月25日，贵方应付租金
总额为 61934 元，仅支付了 12000 元，尚欠
49934元。因黄仁君一直在联系贵方交纳租
金，贵方拒不缴纳，特发此函，告知贵方因贵方
严重违约导致本租赁合同无法履行，特此函告
解除本租赁合同，并将采取必要法律手段继续
催收贵方所欠的租金。

黄仁君 2021年3月26日

遗失2015年11月27日核发的重庆久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文号：渝中旅［2015］
127号，编号：L-CQ04189，法人：包海兵，出资人：李波、包海
兵，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嘉陵江滨江路131号2楼1号，业务
范围：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招徕、组织、接待业务，声明作废。

遗失南岸区迎龙镇清油洞村老房子生产队文德珍（身份证
510222195001064121）2010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南岸区迎龙镇龙顶村赵家强（身份证号51022219
4501104113）2010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巨牛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车牌号渝F28309道
路运输证声明作废，重庆旺融物流有限公司渝D9488
挂营运证500110084976渝D31627营运证50011008
5122遗失，野马公司渝BT9268营运证500222034949
遗失作废，重庆跨越运输有限公司营运证渝D81832遗
失作废，进金公司渝BY0528营运证500110064515遗
失，美成公司渝D07502营运证500110112546遗失作
废,重庆添福物流有限公司渝BZ3580营运证遗失，重
庆奔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R3052营运证遗失

遗失重庆轴承工业公司贸易服务公司销售分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61E7EC1X）1998年
3月2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轴承工业公司专用机械厂实跃经销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61E6749F）1996年
6月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轴承工业公司三峡物资分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MA61E7X12T）1994年 6月
2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轴承工业公司第二轴承厂轴承总汇（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61E7X040）1996年
6月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轴承工业公司贸易服务公司渝中区经营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61E74E4G）1996
年6月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轴承工业公司第二轴承厂渝北机电轴承供应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61E7WWXL）1995
年3月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轴承工业公司汽修厂（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000MA61E7X20M）1996年 5月
2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轴承工业公司贸易服务公司沙坪坝经营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61E74F2B）2005
年3月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声明作废

重庆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一、项目概况：在现古木峰食
塘、重庆两江新区职业学校（金开大道、人和大道、吉
乐大道、人兴路环绕地块）建设重庆两江新区第一人
民医院扩建项目，主要建设门诊医技住院综合楼1
栋，新增床位数1000张。二、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
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件的方式和途径：网络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qQUHX6ROu
3kQo4Mdq1aAA，提取码：0000。查阅纸质件可直
接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重庆两江新区第一人
民医院，王老师，联系电话023-61212843；重庆宏
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黄老师，15736235411，邮箱
512023988@qq.com）索取。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
围：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区域（项目所在地街
道居民或社会团体，重点为人和街道居民或社会团
体）。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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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众提出意见
的起止时间：征求意见稿发布后10个工作日内。

太平公司渝BQ3718营运证500113012554遗失作废。
派欧公司渝BX5352营运证500110045571遗失作废。
鑫车公司渝D16213营运证500222095203遗失作废。
尚宏公司渝D96929营运证500110105801遗失作废。
万泽公司渝BL3731营运证500110009210遗失作废。
昱翔公司渝DB216挂营运证500110095539遗失作废。
天浩公司渝BY6095营运证500110054388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百诺物流有限公司2017.4.10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500110010393作废。陆柒捌公司渝D08999
营运证500115063455遗失作废。龙翔公司长寿一分公
司渝A159TN营运证500115065823遗失作废。重庆天
宝公司遗失渝BZ2801（500115044513）运输证声明作
废。首邦公司渝B8780挂营运证500110025643遗失
作废，渝B8633挂营运证500110024327遗失作废。宏
锦公司渝BA625挂营运证500110047555遗失作废。

刊登
热线

13018333716
15023163856
023-65909440 綦江区皓然运输公司渝BL3957营运证遗失。綦江区皓

然运输公司渝BL1692渝 BL2601渝BL2118渝BL3196
渝BL2523渝BL3197营运证灭失注销。佳驰物流公司
渝BQ1327营运证500110097352遗失作废。上航物流
公司渝BQ9197营运证500110010710遗失作废。寿星
公司渝B6T805营运证500115035010遗失补证。

减资公告：前东（重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9MA60H8ET98)经全体股东会决议，将本公司注册
资本由1000万人民币减至50万人民币。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特此公告 联系人：
吕鑫 联系电话：18581011020，地址：重庆市北碚区新茂路1号

●遗失周杰营业执照正本92500112MA602X4Q72作废●永川区海峰五金经营部公章一
枚，编号500323492855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桥耀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8MA60W0L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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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8日

被鱼刺卡住咋办？吃棉花

重庆中医少林堂传承人刘光瑞介绍，
根据《中华本草》《中药大辞典》记载，棉花
为锦葵科植物草棉、陆地锦、海岛棉及树棉
种子上的棉毛。事实上，棉花可谓一身都
是宝，具有广泛的药用价值。“棉毛、种子、
棉花、种子油、棉花壳、棉花根都可以入

药。”刘光瑞说。可能棉花对于普通市民在
医疗方面的运用，主要集中在制作棉棒、棉
球，但市场上棉花又分为纤维棉花和纯棉
花，对于外伤而言，纤维棉花更容易粘住伤
口，不利于伤口恢复愈合，因此市民在自己
购买棉棒、棉球时应注意购买纯棉制品。

“事实上，棉花（棉毛）也可以内服。多年
前，就有患者被鱼刺卡住，我让他用温水吞服
棉花，棉花主要起包裹鱼刺的作用，不伤及咽
喉、肠道。这也是医书记载的一个单方。”刘
光瑞说，对于一些患有疮毒的患者，将棉花烧
成灰后，也可以起到缓解、退火的作用。

便血咋办？棉花种子炖汤

刘光瑞介绍，事实上，对于中药的使

用，因为地区出产不同，也有着一定差异
性。因为川渝地区本身出产棉花较少，因
此相应的运用并不多。以别名木棉子的棉
花种子来说，其有温肾，补虚，止血等功效，
对于阳萎、便血也有一定疗效。他就曾在
甘肃地区见过当地居民用来泡酒，并拿来
炖牛羊肉汤。

在外用方面，棉花可以用于煎药后外
敷。“木棉子带有一定毒性，不能大量服
用，阴虚火旺者也要忌服。”刘光瑞提醒。

止咳化痰？棉花壳有用

刘光瑞还介绍，对于疮、癣类疾病，棉
花种子榨的油，可以用于外敷。对于咳嗽
气喘、需要化痰止咳的患者，棉花壳也可以

用来煎药服用。对于棉花根，其煎药也可
以起到补虚、平喘的功效，但需要注意的
是，孕妇忌服。

“中医在开药方的时候，往往不止一味
中药，虽然棉花一身都可以作为中药，但建
议市民不要盲目自行治疗，还是应该到正
规医疗机构寻医问药。”刘光瑞提醒道。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文翰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
闻记者 钱也）据市气象台预计，
今起三天，中心城区依然是阴雨相
间，如果想看到明媚春光，得等到
本周日了。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4月8日：阴天，14℃～20℃
4 月 9 日：阴天转阵雨，15℃～

19℃
4月10日：阵雨，14℃～18℃

未来三天中心城区阴雨相间

助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 推动重庆航空产业发展

国货航重庆-芝加哥B777F全货机开航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

员 何松林 聂在勇 摄影报道）4月5日
上午 8点 17分，国货航编号为B2091 的
CA8447全货机航班，从重庆江北国际机
场起飞前往美国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
标志着国货航重庆-芝加哥货机航线正式
开航。该航线每周执行1班，使用B777F
机型，每周一8时30分从重庆江北国际机
场起飞前往美国芝加哥，北京时间次日1
时15分抵达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

近年来，重庆电子信息产业迅猛发展，
电子产品出货量持续上涨，给重庆航空货

运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同时，2020年
10月中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成渝地区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货
航重庆—芝加哥货机航班正式运营，对形
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拓展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将发挥重要作用。

面对新冠疫情，国货航在
保持重庆地区货机运力稳定的
同时，还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增

投法兰克福、洛杉矶、伦敦、迪拜、东京等客
机货班，为打通供应链堵点发挥重要作
用。作为中国唯一载旗飞行的货运航空公

司，国货航始终不断拓展航线网络，提升运
营品质，努力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便捷高
效的服务而努力。

万万没想到！
棉花不仅能做衣服，它还是中药材

据公开资料显示，我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棉花消费国、第二大棉花
生产国。2020年到2021年间，我
国棉花产量约595万吨，总需求量
约780万吨，年度缺口约185万
吨。为满足国内需要，我国目前每
年进口200万吨棉花。近段时间，
棉花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作为
一种时时刻刻陪伴在大家身上的农
作物，你知道吗，棉花不仅可以做成
衣被，它还可以外敷内服，作为中药
材来治疗各种疾病。现在让我们一
起来学学关于棉花的知识。

快来学这些创意摆盘
惊艳你的朋友圈

杏鲍菇鸡丁
可在餐具四周均匀

放置煮好的小白菜，然后
将杏鲍菇肉丁盛在正中
央。也可将杏鲍菇肉丁
摆在一旁，用火腿肠、胡
萝卜、丝瓜等装饰成一个

“小娃娃”，小孩很喜欢这
样的摆盘哦。

蚝油西兰花
西兰花原本的形

状就是一朵花的样
子，因此摆盘就可以
还原它本身的样子。
把煮熟的西兰花倒立
着挨个铺在饭碗里，
并把中间填满，然后
倒扣在盘子里，淋上
蚝油就可以吃啦。

蚂蚁上树盖饭
用饭碗把饭盛好之后倒扣到盘子中

间做成“娃娃脸”，蚂蚁上树这道菜颜色金
黄，粉丝有一些卷，可以做成“娃娃头发”，
上面用胡萝卜配上两朵花，整体下方再配
两片煮熟的菜叶装饰就好啦。

卤豆干
厚卤豆干切成均匀的片，可以卷起来

拼凑成一朵花，装饰一朵法香菜就好啦。
当然，还可以做成中国风的“扇子”，将豆
干片均匀摆成扇形，再用黄瓜装饰点山
水，切一点胡萝卜片作为扇骨就好啦。

豆干卤肉拼盘
这个拼盘涂建川采用的是将

部分豆干切成平行四边形，拼成
一朵花，一部分豆干切成小条“搭
积木”，然后其余的豆干切丁与部
分卤肉丁混合，将卤肉放在洋葱
圈里，组合好就完成啦。

◀国货航重
庆-芝加哥
货机航线正
式开航

▲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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