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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坟公告
根据重庆东站骨架道路项目二期（经开立交段）

建设需要，征收重庆市南岸区长生桥镇乐天村瓦子
坝、乐天堂村民小组，共和村岩上、中间村民小组部分
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并予以征收。请长生桥镇乐
天村瓦子坝、乐天堂村民小组，共和村岩上、中间村民
小组征地范围内的坟墓主于2021年6月10日前自行
迁移坟墓，逾期未迁移视为无主坟处理。特此公告。
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征地服务中心 2021年6月1日

重庆市大足区铜锣湾爱尔篮幼儿
园遗失其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
111MJP569998W，特此声明。

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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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圣琳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汽车配件表面处理及
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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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版全文和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
www.cqyb.cn/thread- 10599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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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市圣琳机械配件有限公司，联系人：肖先生，电
话：13594631378。环评单位：重庆瀚宸环保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联系人：宋工，电话：1777490
3268。3.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可能受到本项
目影响的所有公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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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至
联系人邮箱，或电话实名反馈相关意见。5.提出
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年5月28日至6月5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精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235936542874）股东决定，将本公司注
册资本由500万元减少到5万元，根据《公司法》的规
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特此公告

同鼎公司渝BU1836营运证500110024682，渝BV3083
营运证500110119918注销。同益公司渝AB166挂营运
证号500110056163，渝AC208挂营运证500110058634
注销。华旭公司渝BN9269营运证500110003112遗失
作废。重庆枳城公司渝D27161营运证500110088227，
渝D87276营运证 500110120323，渝D49356营运证
500110125238，渝D06701营运证500110090389，渝
85049 营 运 证 500110090805，渝 D88522 营 运 证
500110090952，渝D61382营运证500110091752遗失
作废。宝顺公司渝BR0301营运证 500110126619，渝
BR0979 营 运 证 500110011896，渝 BU5971 营 运 证
500110094097，渝 BQ9821 营运证 500110016098，渝
BR0892 营运证 500110124943 注销。锦佳公司渝
BN6207营运证500110119459遗失作废。聚熙公司渝
DX1562营运证500110123052遗失作废。朗鸿公司渝
BS5032营运证500222029653遗失作废。君睿达公司渝
B6A929营运证500110121245遗失作废。益满公司渝
D49706营运证500110072080遗失作废。重庆丰荣公
司渝BU2787营运证500110097519，渝BZ5808营运证
500110062885，渝BZ1652营运证500110071736，渝
AE306 挂营运证 500110062812，渝 BZ6867 营运证
500110063036，渝A98718营运证500110048063，渝
BS8667营运证500110120986遗失注销。胜丰公司渝
BX2033营运证500110101985遗失作废。优快公司渝
D50386营运证500110092638遗失作废。重庆康通物
流有限公司渝D0377挂营运证500110079289遗失作
废。重庆君卓物流有限公司渝DH5208营运证500110
121487遗失作废，渝D5S15挂营运证500110121494
遗失作废。银冠公司渝D71109营运证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市万州区越宏物流有限公司车牌号渝
F07326渝F2228挂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綦江区银
盆公司渝D22251营运证500222091834遗失作废，
重庆黄金钾物流有限公司渝BY0262营运证500110
054902渝BZ1338营运证500110119470注销

●重庆市沙坪坝区滨江小学校公章印章备案证明原件遗失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两江新区雾都之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证书”副本，编号：52500191MJP585998B，声明作废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昨日，重庆中
心城区上空被阴云笼罩，部分地区还飘着细雨。15时，重庆大
部地区都以阴天为主，最高气温普遍都在25到32℃之间。

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日重庆有阵雨，东南部局地中雨到
大雨，全市最高温将下滑至29℃；明日各地阴天转多云，气温
略有回升。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今天：阵雨，气温22℃～26℃
明天：分散阵雨转多云，气温20℃～30℃
后天：多云到晴，气温21℃～33℃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通讯
员 万春）为积极推进璧山区城乡电商“巴
渝网姐”在电子商务领域创新创业能力，日
前，璧山区妇联联合区商务委、区电子商务协
会在紫腾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开展了为期两周
的巾帼城乡电商“巴渝网姐”能力提升培训，

20余名返乡创业女大学生、女致富带头人、
村妇联执委以及社区妇女代表参加培训。

璧山区妇联主席钟昌群在开班仪式上
表示，希望以这次培训为契机，提升璧山区

“巴渝网姐”直播水平，培育出一批农村电
商巾帼直播带货达人，示范引领更多妇女
在城乡电商行业实现创业就业，帮助带动
产业妇女增收致富。

下一步，璧山区妇联将进一步整合相关
部门资源，争取支持，搭建平台，广泛开展“巴
渝网姐邀你购”直播活动，通过直播、短视频
等方式推进巾帼产品，助力妇女做大做强产
业，进一步实现璧山区“巴渝网姐”资源共享、
抱团发展，做亮璧山特色的“巴渝网姐”品牌。

近期一种号称“直腿神器”
的产品在网上销售得相当火
爆。什么是直腿神器？它真的

能让腿变得又长又直吗？是真管用
还是“智商税”？

售价参差不齐

在某购物网站输入“直腿神器”四个
字，便会弹出大量腿型矫正产品，也就是
号称能够纠正X型腿、O型腿、不直腿的
所谓直腿神器。

这些商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绑
带型产品，靠束缚、捆绑腿部来达到矫正腿
型的目的。另一类则是比绑带产品更高级
的电动智能直腿仪器，号称具有热感、红外
热敷等功能，即使“骨头成型，也能变直”。

这些所谓的直腿神器，售价却参差不齐，
贵的3000多元，便宜的只要百十来块钱。在
效果宣传上，各种产品都是极尽所能，有的甚
至打出了“骨科医师力荐”的名头。

直腿神器有用吗

众所周知，成年人骨骼早已定型，直
腿神器真的能通过束缚、捆绑等方式，改
变骨骼形状吗？

医生表示，这种所谓的直腿神器，对
成年人来说，作用不是很大。

人的腿变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膝关

节软骨磨损导致的。软骨一旦磨损，且人
长期处于受力状态，腿部就会倾斜变弯。

第二种是先天性骨发育不良。在这
种情况下，用直腿神器通过捆绑束缚的
方式给骨骼施加一定外力，当时看着确
实直了一些，但这个外力一旦去除，骨骼
又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医生表示，骨头是有一定弹性的，不
是橡皮泥，更不能实现随便塑形。

对于14岁以下、骨骼发育还未完
全的青少年来说，用一些所谓的直腿
神器有可能会起到一定的纠正作用。
但目前没有大量的实证医学或者循证
医学的证据能证明这种方法有效。

而网络上一种号称能矫正X型腿、
O型腿的“矫正鞋垫”，也完全属于“智商
税”的范畴。

做直腿手术可取吗

专家称，如果没有疼痛、病变、影响
生活质量等问题，仅仅单纯为了美去做
手术，在医学伦理上是不允许的。

除了腿变直，很多人还希望能让腿
变长。专家强调，通过接骨手术让腿变
长在医学上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不是
腿部发生病变或功能性障碍，单纯为了
美而去把腿拉长，这也是不可取的。

今日凉爽继续 明日转晴升温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网上购物是越来越方便了。网
上的商品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没有你买不到，只有

你想不到。什么胎教铃、直腿神器、矫正鞋垫等商品
也让买买买一族兴奋不已，纷纷跟风入手。这

些所谓的神器，是真的有用，还是“智商
税”？

璧山区妇联开展城乡电商“巴渝网姐”培训

29岁的顾霞在怀孕期间，被网络博
主种草，花了500余元买了一个胎教铃，
每天都按照说明，在肚子上晃铃铛。可如
今，顾霞的宝宝出生已近3个月，对胎教
铃却毫无反应，更别说达到宣称的“一听
到就会安静下来”的效果……

顾霞很困惑，难道这个在网上火得一
塌糊涂的所谓胎教神器，又是智商税？

跟风入手胎教铃

顾霞家住渝北区新牌坊新溉路8号，
刚生完宝宝3个月。顾霞说，自己怀孕6
个月的时候，被网络博主种草，网购了一
个纯银材质的胎教铃，花了500余元。

顾霞说，该博主介绍，胎教铃可以发出
空灵之音，让肚子里的宝宝感到安稳、平和，
同时也能抚平孕妈的焦虑情绪。待孩子出
生后，对听惯了的胎教铃声会感觉到熟悉、
亲切，哭闹时摇摇铃铛也会很快安分下来。

顾霞又在小红书、微博、抖音等平台
搜索发现，不少明星、网络达人也都在推
荐胎教铃。于是，顾霞不再犹豫，直接下
单购买。

记者搜索发现，在电商平台上，有很
多网店都在销售胎教铃，价格从300元~
1000元不等，材质也有纯银到镀金之分，宣
传广告里多写着：源自法国，纯手工打造。

每天认真摇铃铛

顾霞说，铃铛到手后，自己便根据说
明，开始了胎教——每天拿着铃铛，做几
遍胎教操，即根据提示动作，在肚子上左
滑右滑，让铃铛发出不同的声响。

顾霞说，说明上还明确指出，这样可
以利用音波传递让胎儿脑部提早活跃。
因此，她丝毫不敢懈怠，直至宝宝出生前
一周都仍在坚持。

顾霞的老公方先生说：“她给我说，有
的宝宝出生才3天，听到熟悉的胎教铃声
就会有反应，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可信。”

宝宝对铃铛没反应

顾霞说，儿子出生一周以后，自己就
开始摇晃胎教铃，希望这个声音能让儿子
产生共鸣，但儿子却毫无反应。一个月
后，仍然是这样。如今，儿子出生已经快
3个月了，顾霞在儿子哭闹时摇晃这个铃
铛，他依然是该哭就哭、该闹就闹。相比
之下，抱起来哄哄还算有效。

记者又在网上搜索了多名
购买者的使用体验，有孕妈和新手
妈妈表示，感觉确实有效，宝宝听到
铃铛，在肚子里就会有互动。但在重庆本
土论坛上，有一孕妈入手800余元的胎教
铃，称感觉“只有心理作用”，在一些全国
论坛上，也有一些孕妈或新手妈妈称，感
觉完全没用。

胎教神器

胎教的真正作用是
让妈妈开心

记者：胎教铃或者胎教音乐，对胎
儿有用吗？

专家（重庆佑佑宝贝妇儿医院内
科主任、儿内/新生儿科专家赵锦宁）：
早在2014年，美国的神经脑科学家约
翰·梅迪纳就指出，没有任何科学证
明，莫扎特音乐能够刺激胎儿的脑发
育，更不用说胎教提高孩子的智力水
平。他还认为，孕妈子宫最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隔绝外界刺激，安静和舒适
才是胎儿脑发育的最佳环境。

胎儿发育到22周左右，听力系统
就开始发育。但即使胎儿有了听力，
但隔着腹壁、子宫壁和羊水，胎儿是很
难听到确切的声音或音乐的。也就是
说，胎教铃漂亮的外表和空灵的声音，
其实真正的作用点在于让妈妈心情更
自信和愉悦，可以说是一种孕妈的自
我正向心理暗示，但并非直接作用于
胎儿。

记者：但很多用过胎教铃或者经
历过其他胎教手段的妈妈都说，音乐
胎教确实有一定好处，这是为什么呢？

专家：其一，表面上对胎宝的胎
教，其实是直接对妈妈身心状态的影
响。无论是讲故事，还是听音乐何种
方式的胎教，都能让妈妈心情愉悦；其
二，孩子智商的起点其实靠父母遗传，
而未来的发展还要看父母的教育和指
导，以及孩子自身的努力和悟性。但
孕妈在孕期保持心情舒畅，对胎宝的
健康发育是有益处的。用一句通俗一
点的话来总结，胎教就是：妈妈开心
了，胎儿也就长得好了。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薇
受访者供图

直腿神器

专家

多运动少穿高跟鞋
医生表示，女性比较爱穿高跟

鞋。其实高跟鞋在一定意义上对女
性的腿是有一定的损伤作用。从生
物力学的角度来说，不主张女性穿
高跟鞋。

其次，要加强双肢锻炼，腿的外
形是否好看，跟体脂率和脂肪率有
一定相关性。日常生活中可以做一
些骑自行车、游泳、慢跑等运动。运
动完后，要做一些适当的拉伸，包括
主动拉伸、采用器械性被动拉伸。
拉伸可以消除疲劳感和酸胀感，不
至于让肌肉纤维变得特别粗壮，使
整个腿型从外观上看起来好看。

据央视新闻
▲号称“直腿神器”的产品在网上销售

得相当火爆 网页截图

◀顾女士买
来的胎教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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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网络神器
真管用还是缴真管用还是缴““智商税智商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