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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巫山县邓家乡池塘村4500头GGGP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巫山县新希望种
猪繁育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承担重庆市巫山县邓家乡池塘村4500头GGGP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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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已在本网站上发布，如需要了解该
项目详细信息，请查询链接:https://pan.baidu.com/
s/1V3D4WyeVB6xwcl4Xo69b4Q提取码:pq1q。建
设单位：巫山县新希望种猪繁育科技有限公司，陈老师
13668298090。环评单位：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谭工3525376672@qq.com，023-62668337。

巫山县新希望种猪繁育科技有限公司 2021.4.9

比选公告
重庆市公交集团拟开展2019年公交优先道停车港湾布局
规划研究，现邀请具有以下资质的单位参与比选：1.具备城
乡规划编制乙级及以上资质。2.2018年至今具有1个及以
上工程可行性研究或者规划预研预控方案或城市交通运
行评估项目业绩。有意者请于2021年4月13日-4月15
日购买比选文件。联系人周女士，电话18996178283。

招租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现有以下房
屋对外公开招租，具体信息如下：南岸区江南大道13
号5层，面积1119.38㎡；南岸区南坪大厦室内商铺，
面积235.5㎡；南岸区南坪街道惠工路258号4层2
号、南城大道 198 号 4-3 号及 5 层部分 1，面积
1279.62㎡；南岸区南坪街道惠工路258号4层2号、
南城大道198号4-3号及5层部分2，面积654.5㎡；
江北区建新东路251号1单元4-1、4-2房屋，面积
271.93㎡；渝北区万年路166号1单元3-2房屋，面
积102.62㎡。租赁期限5年。渝北区龙溪街道花园
新村1幢5层部分2，面积243.34㎡；綦江区古南镇交
通路5号附1号，面积40.56㎡；綦江区古南镇交通路
5号附2号，面积37.18㎡；古南镇交通街5号3楼部
分，面积293.42㎡；綦江区古南镇交通街5号附9号
及3楼部分，面积327.1㎡；綦江区古南镇交通街5号
3楼部分2间，面积44.49㎡。租赁期限3年。以上房
屋租金价格面议，从第二年起租金单价在上一年的
基础上逐年递增2%，履约保证金为3个月租金，采取
预付方式，每3个月为一次支付期。联系人：梁老师、
肖老师；联系电话：62940495，62923675

●重庆祥有发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5001047038540，声明作废●重庆吉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遗失重庆银行大
礼堂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36569402，声明作废●重庆市房地产开发协会工会委员会遗失重庆银行大礼
堂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15174604，声明作废●重庆市南川区隆化第八小学校遗失2016.12.02日核发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35001190010039，声明作废。●遗失母亲何正桂、父亲向世兵之子向洪希在2009年7
月23日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500124725声明作废●遗失江津区钟世海冷饮经营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160206444，声明作废●庞好妍遗失户口迁移证，证号桂10690731，声明作废●森勃汽车运输公司渝B7A833营运证500222059271遗失作废●遗失马沭铖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082419作废 债权债务完清公告

重庆市万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同承建的福禄镇
2020年农村公路水毁路段修复工程已竣工结算。凡
与该工程项目有经济活动的单位或个人限于2021年
4月13日至2021年4月27日(这个时间期限为十五
日历天)前双方完清其债权债务，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逾期视为自动弃权，同时不再受理和承担相应经济及
法律责任。特此公告。联系电话:023-41422598
重庆市万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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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重庆夏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编号：5001141097582）、财
务专用章（编号：5001141097583）
各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云熙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65889178399）经股东会研
究决定注册资金由1008万元减至50万元，根
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重庆市恒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N6283营运证
遗失，路港公司渝BR0066营运证500110123933
渝BU5020营运证500110097296遗失，鑫贝物流
公司渝D8301挂营运证500110087604遗失，尊崇
公司渝D56275营运证500104017147遗失作废

马腾公司渝D02936营运证500110090626遗失作废。
祥悦公司渝BK1876营运证500110086146遗失作废。
宏展公司渝BU2887营运证500110034869遗失作废。
五千公司渝AE202挂营运证500110062384遗失
作废，渝B9127挂营运证500110048998遗失作
废，渝B9130挂营运证500110039105遗失作废。
吉润公司渝D66009营运证500110102243遗失作废。
平跃公司渝DR0816营运证500222115494遗失作废。
万泽公司渝BL3731营运证500110039269遗失作废。
华旭公司渝BR6026营运证500110014885遗失作废。
聚熙公司渝D67021营运证500110090361遗失作废。
重庆鸿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万盛分公司渝BG2915、渝
BG9583、渝BJ2913、渝BL2985、渝BL3855、渝BQ2218、
渝 BQ2138、渝 BR7992、渝 BQ2261、渝 BR9106、渝
BL5696、渝BL2688、渝BR9028以上车辆现与我公司失去
联系，经多方寻找无果，特此声明如下：请车主在登报之日
起3日内主动与我公司联系，联系电话是023-62852389，
逾期不联系按自动与我公司解除挂靠合同关系处理，公司
将在车管所办理灭失注销。在外发生的一切债务及交通
事故和产生的任何费用与我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刘家洪从业资格证510211196604020019声明作废
遗失徐荣琴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880020180800811作废
遗失黄亿炳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880020170604087作废
遗失罗金凤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880020190200417作废

重庆融创国悦山项目交付通知
尊敬的融创国悦山业主：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重庆融创国悦山，以
下商品房：葛洲坝融创悦来项目建设工程三期
11-2地块（D11-7地块北侧部分）住宅和商铺
经相关职能部门验收合格，具备接房条件。请
业主于2021年4月24日9:00至17:00，前往
融创国悦山办理接房手续。特此通知！

重庆葛洲坝融创深达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3日

●遗失彭世林、蔡秀之子彭尹林在璧山区人民医院
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170189声明作废

刊登
热线

13018333716
15023163856
023-65909440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旗下重庆新闻国际旅行社携手全国
旅游专列品牌“华运号”，重磅推出的“我们新疆好地方·环游
南北疆品质旅游专列14日游”一面世，即在市场引起轰动，
报名十分火爆。由于这是重庆首次推出新疆南北疆深度游
专列，铺位有限，报完即止，还请读者尽快报名。此次专列将
于5月28日左右出发，价格3180元起，报名即赠送重庆新
闻国旅定制纪念T恤一件。

首趟南北疆专列游
美景美食一路随行
打卡新疆棉花产地
独家赠送定制T恤

哈密、北屯、喀纳斯、可可托海、库车、阿克苏、阿图什、喀
什、吐鲁番、乌鲁木齐大型品质旅游专列14日游

出发时间：2021年5月28日左右（具体出发时间以铁路
总公司调令为准，前后10天以内浮动）

读者独享价：硬卧上铺：3180元/人 中铺：3480元/
人 下铺：3780元/人

报名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食品大道18号重庆创意公园12
栋1单元201（轨道交通10号线上湾路站下车2号出口，或公
交车603路、629路、642路、828路上湾路公交站下车即到）。

报名时间：周一至周五9:30-16:30。
咨询热线：
023-63738033、18696681817、18680820112

首次 专列一次游遍南北疆

此次专列从重庆上车，全程原车原位至返回重庆。大件
行李不用带下车。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重庆首次开行到新疆
的南北疆深度游专列。以往专列开到乌鲁木齐就下客，但这次
专列将在疆内运行，不走回头路，带游客环游南北疆。将依次
前往喀纳斯、可可托海、魔鬼城、天山天池、喀什老城、回王府、
十二木卡姆、库车王府、库车大峡谷、刀郎部落、温宿大峡谷、卡
拉库里湖、坎儿井、葡萄沟等代表性景点。

以前疆内旅游使用的交通工具是大巴，由于路途遥远常
让人疲惫不堪。而此次专列是真正开进新疆，虽然下了专列

前往景区仍然需要乘坐汽车，但相较从前，已经省去2000多
公里的大巴车程，更轻松更舒适。专列上也全程配备保健医
护人员，专业化品质化旅游服务，行程安排舒缓，解决游客及
家人的后顾之忧。

惊艳 沿途美景美食一路相随

除了可以打卡新疆长绒棉产地——阿克苏，此次行程的
一大独家亮点是要去可可托海。2021年央视春晚，一首《可
可托海的牧羊人》让人难忘。可可托海是新疆第一座“世界
地质公园”，也是北疆惊艳的隐秘风景区。

此次行程的另一个独家亮点是喀什，这是一座古老的城
市，曾被誉为“时间止步之地”，“到了喀什，你才知道新疆有
多美”。专列抵达新疆后，届时全疆鲜花盛开，气候适宜，还
可品尝大盘鸡、香妃宴，美景也不输七、八月旅游高峰，然而
又避过了旅游高峰期的人潮，可以算是一个最佳旅游时机。

5月、6月还将开行西藏、西北等多趟旅游专列

今年春夏季，不但开行新疆旅游专列，重庆新闻国际旅
行社还将推出东北、西藏、西北等品
质专列旅游。

“北戴河、哈尔滨、漠河、北极村、
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草原、长白
山、沈阳空调专列15日游”将于6月
20日左右出发，价格3080元/人起。

“青海湖、拉萨（布达拉宫，大昭
寺）林芝（卡定沟、鲁朗林海、雅鲁藏布
江大峡谷、苯日神山）羊卓雍措大型
旅游专列12日游”出发时间约5月28
日左右，价格3180元/人起。

“青海-甘肃-宁夏-内蒙西北
环线新型目的地专列12日游”5月
21 日左右出发，价格 2180 元/人
起。几趟品质旅游专列铺位有限，报
完即止，请尽快报名。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铀

重庆首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报名火爆
打卡棉花产地阿克苏、深度游览南北疆

亮点

？ ？
最近，齐小姐在网上看到一些博主的“升糖测试”视频，即在饭前、饭后

分别测试血糖，来掌握该食物的升糖情况。这带给齐小姐“灵感”，为了抗糖
和减肥，她也买了一台血糖仪，专门测试晚饭前后的升糖情况，此举令男友
大为不解。

齐小姐和男友郭阳目前住在沙坪坝金沙东岸小区。郭阳今年27岁，
从事策划工作，齐小姐今年26岁，从事网站编辑工作。郭阳告诉记者，3
月下旬，齐小姐拿回家一个网购的血糖仪，“我当时有点蒙，还以为
她是准备寄给家里的老一辈的。”齐小姐解释说，最近刷视频看到
不少博主在晒“升糖测试”的视频，比如，博主先测试自己的空
腹血糖，随后吃下一个汉堡包，1~2个小时后，再测试一下血
糖的情况，来确定该食物是否升糖。“我身高 1.58 米，体重
116 斤，想减肥嘛。就想每晚测试一下吃的东西的升糖
情况，升糖低或是不升糖的食物也让人不易长胖呀。”
齐小姐还透露，抗糖还能延缓衰老，所以自己就想一举
两得。

郭阳看到齐小姐测试了第一次血糖，就被吓到了——
齐小姐要直接用一根针刺破手指，随后采集一滴血，再用
试纸放入血糖仪中获取数据。他说：“我之前还不晓得需
要刺破手指，更重要的是，从那以后，她每天都要刺破手指
采血。”

齐小姐则认为郭阳大惊小怪，测试血糖本就是如此。但
当记者问她这段时间测试的效果，齐小姐却表示，自己有一天
晚上喝了粥，餐后一小时的血糖竟飙升至10，吓得她觉都睡不
着，以为自己患上了糖尿病。第二天，齐小姐还跑到社区医院去咨
询，得知喝粥本来就会导致血糖飙升，是正常现象，“说实话，我觉得对

我减肥没啥效果，就是这个数据常常带给我一些惊吓吧。”郭阳说，自
己总觉得齐小姐这样自测一是不太靠谱，二是担心对身体反而带

来负面影响。
国家高级营养师、原重庆市人民医院（三院院区）

临床营养科主任刘莉告诉记者，对于正常人来说，半
年或是3个月测一次血糖即可，没有必要每天检
测。她认为齐小姐受了视频的误导，认为餐后1~
2小时测试血糖都可以。实际上，在正常情况
下，餐后0.5~1小时血糖会升至最高，餐后2小
时血糖应基本回落至餐前水平。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薇

你是否需要
控制糖分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拳王阿里用颤抖的右手点燃奥
运圣火，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不少人以为只要上了
年纪手抖就是患有帕金森病，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为
此，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黄艳玲为市民
进行科普。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已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帕金森病患
病率逐年增加。“目前我国帕金森病的发病形势比较严峻，65

岁以上人群帕金森病的患病率为1700/10万，我国帕金森病患
者已达到260万例，约占全球患者的一半。预计每年新增帕金
森病患者近20万例，至2030年将有500万例帕金森病患
者！”据黄艳玲介绍，在市急救医疗中心神经内科，因
手不自主抖动怀疑自己患帕金森病来求诊的患者
不在少数，不过黄艳玲表示手抖的患者并非都是
帕金森病，有可能是特发性震颤。“我接诊的过程
中，碰到的特发性震颤患者不在少数，最近两个月
都碰到好几例了，他们基本都以为自己是得了帕金森
病。这种病和帕金森病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肌强直，没有
运动迟缓和姿势平衡障碍，不影响生活，数年症状也没有变
化，使用抗帕金森病药物没有效果”。

帕金森病是一种尚未完全确认致病原因的疾病，如何自检，以
便及早发现自己是否患有帕金森病？黄艳玲进行了科普：“首先
看看自己是否有静止性的震颤（手抖、脚抖、头抖等）；其次看看身
体颈肩肌肉是否强直（表现就是身体肌肉的僵硬感）；第三看走路
时手、脚是否能正常摆动、是否协调，身体是否前倾；第四和同龄人
相比，看看是否动作要缓慢些（走路、穿衣、扣扣子等）；第五看看
面部是否有面具脸（自己有意地做表情也显得很僵硬，好像戴了
一副面具）；第六看是否有找不到原因的翻身困难。如果出现了以
上的症状，应当及时到正规医院的神经内科进行检查，确认是否患
有帕金森病。”

值得一提的是，帕金森病的早期，部分患者会出现嗅觉障碍，因此
如果发现自己嗅觉退化，一定就要警惕了，即便还没有出现明显的
肌强直、运动迟缓、手抖等帕金森病的典型
症状，也可以到医院进行对应检
查了。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赵映骥

手抖就是
帕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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