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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房地产开发合作
重庆宏帆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寻主城区内房地产开
发项目，买断，合伙均可，
欢迎中介，重金酬谢。

钱总 13102331286
●重庆檀力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济享贸易商行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许可证编号JY15001160185927，声明作废。●遗失王欣辰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254907声明作废●重庆睿捷物流公司渝D89276营运证500110090393遗失作废●重庆水泵厂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印章备案证明原件遗失声明作废●廖春生遗失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出租汽
车分公司开具的安全维稳责任金，自编号：970896，
收据号：0019188,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重庆采东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5002391081038，声明作废●上佳物流公司渝D63650营运证500110108448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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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
晏超（50024319940815****）因严重违反公
司规章制度，现重庆巨诚通力服务外包有限
公司已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特此声明！招租信息

渝中区新华路138号B幢负一楼万吉广场
（西南羊绒市场），摊位招租（限羊绒、毛线、服
饰等）有意者联系：郑老师 13272716252、
王老师15802382177、陈老师18983364040

重庆市客运索道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市场化公司架
构、人力资源、绩效考核及薪酬体系的优化改造咨询
服务项目前期询价公告：根据索道公司未来战略实
施规划，拟开展市场化公司架构、人力资源、绩效考
核及薪酬体系的优化改造，现根据我司招标程序规
定，就该咨询服务项目诚邀有意为我司提供上述服
务的企业咨询公司，参与项目询价，本次报价不作为
该招标项目的最终报价。想了解该项目详细情况，
请登录重庆市客运索道公司官网（www.cqsuodao.
com）。联系人：李老师，电话：13883320563。

诚 聘
本养老·旅居企业诚聘养老顾

问、政策顾问、接待咨询、部门经
理数名；退休同志、下岗职工优先
地址：渝北区SM广场对面
电话：13708328575张先生

重庆盛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2021年04月21日开
具给重庆久卓物流有限公司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 ，发 票 代 码 ：150001922060，发 票 号 码 ：
02541270，税额：35663.72元，不含税价：274336.28
元，加税合计：310000元，遗失发票注册登记联作废

遗失江北区徒手摘星鲜花烘培店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5MA60W9XA9C声明作废
遗失江北区徒手摘星鲜花烘培店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JY2500105021185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弘伟润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00118072347206F（注册号
500383000041754）财务章编号 5003834023428、
发票专用章编号500383402264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鑫磊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41MA61BAGJ3T）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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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

公告
重庆全池科技有限公司：张波【申请述称：2020年
10月31日12时许，重庆全池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张
波接到从胡家餐馆到金盾花园送餐订单，张波驾
驶电动自行车到胡家餐馆取餐途中，行驶至重庆
市铜梁区群龙街与彭家巷十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
受伤】于2021年3月5日向我局提交工伤认定申
请，本局已于2021年3月17日依法受理。2021年
5月12日我局作出渝北人社伤险认字【2021】1097
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为胸椎骨折，腰椎骨折
L1。2021年5月19日向你单位邮寄送达了渝北
人社伤险认字【2021】109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2021年5月24日用人（工）单位未签收退回；2021
年5月27日再次向你单位邮寄送达了渝北人社伤
险认字【2021】109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021年6
月3日用人（工）单位仍未签收退回。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渝北人社伤险认字【2021】1097号
认定工伤决定书，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可在
公告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或者60日内依法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
政府或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
议，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1年6月4日

恒冠公司渝DB1766营运证500113026820遗失作废。
宏畅公司渝A95005营运证500110121937遗失作废。
华旭公司渝BU1036营运证500110127870遗失作废。
联成公司渝D81939营运证500110091275遗失作废。
重庆拓力公司渝BZ7961营运证遗失作废。万祥汇公
司渝D81906营运证500110092009遗失作废。弘睿
公司渝D24889营运证500110116527遗失作废。连
庆公司渝 BS5331 营运证 500110050606 遗失作
废。桂红公司渝DF8518营运证500110117065，渝
DY7929营运证500110115124遗失作废。

刊登
热线

13018333716 15023163856
023-65909440 微信

同号

注销公告: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消费品综合市场（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67815792535），经本公司主管单位党政联席
会研究决定拟将注销，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1年6月
6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消费品综合市场 2021年6月4日

轩泰运输公司渝A97831营运证500110049334遗失
作废。平茂物流公司渝B1A986营运证50022205
4478遗失。多利卡公司渝DE7709营运证遗失作
废。鑫奔物流公司渝DK5137营运证遗失。拓达运
输公司渝BH0209营运证500222059470灭失注销

●重庆市扬子江国际旅行社双龙餐厅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5002371900787)、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美福吉建设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38121335，声明作废

凉爽暂歇 今起气温将逐日升高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昨日早晨，重庆中心城区雨淋

淋的，多地气温下滑。0时至15时，雨水遍布重庆各地，酉阳、秀山累计雨量分
别高达38.8毫米和35.4毫米。城口、奉节、巫山、酉阳、秀山等东北部和东南地
区气温不足20℃，沙坪坝、璧山等地气温在20℃~25℃之间。

下午4点，阳光已在中心城区露脸，各地气温不足26℃，沙坪坝21.5℃。有
雨水打扰的酉阳和秀山仅16.6℃左右。

雨水终将退场，各地即将开启升温模式，你准备好了吗？据市气象台预计，
今天开始，各地将逐步转为多云天气，全市最高气温或升至33℃。明后天，各地
彻底放晴，全市最高气温将达37℃。

天气预报
今天：中西部偏南及东南部地区分散阵雨转多云，其余地区阴天转多云。

气温17～33℃。中心城区：分散阵雨转多云，气温19～30℃。
明天：各地多云到晴。气温18～35℃。中心城区：多云到晴，气温20～33℃。
后天：各地晴到多云。气温 19～37℃。中心城区：晴间多云，气温 22～

35℃。

在桥上建站的10号线二期
曾家岩站，究竟会修成什么样？
每当经过此处，市民们总会发出

这样的疑问。
昨日，重庆轨道集团公布10号线二期

曾家岩站设计图，视野感超强的“空中大
厅”、梦幻感的外墙、与大桥相搭的色彩
……从图上就能感受到未来这座车站的独
特魅力。

站内换乘只需3分钟
记者了解到，以曾家岩站为代表的10

号线二期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之中。日前，
重30.55吨、长7.24米的曾家岩站第一节钢
箱梁已成功完成吊装，标志着车站换乘平
台正式开始拼装。

10号线二期曾家岩站为高架侧式站台
车站，位于渝中区嘉滨路北侧，与既有2号
线曾家岩站共用一个站厅，两个站台层高
差15米。10号线曾家岩站长150米，宽
27.4米，设有5个出入口和3个安全出口，
建筑面积约13220平方米。

据介绍，该车站建设工程分站台层、换
乘平台和站房改造三部分，其中站台层与
曾家岩公轨两用桥一体建设，主体结构已

完成；换乘平台为重约2000吨的两层大跨
度钢框架结构钢平台，支撑在曾家岩公轨
两用桥桥墩和嘉滨路两侧墩柱上，目前正
在进行拼装。

10号线二期曾家岩站建成投用后，从
渝中区前往江北区、南岸区的乘客只需3
分钟，便可以在该站通过电扶梯实现2号
线和10号线的换乘，有效减少跨江通行时
间，提高出行效率。

全国首例站桥一体的换乘站
10号线曾家岩站作为站桥一体的换乘

站，在全国尚属首例。据悉，为使车站与大
桥形成“有机共生”体，车站外立面桁架采
用大桥主体结构的造型元素、换乘平台采
用钢结构+玻璃栏杆、改建站房采用深色材
料形成阴影效果，材质、颜色的完美搭配，
让整个车站自然融入城市空间，与大桥有

机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车站换乘平台采用玻

璃栏杆，外形独特，形似“空中大厅”，具有
极佳视野。

相关负责人介绍，车站施工以来，也
面临一些难点。例如换乘平台与2号线
运营车站雨棚位置冲突，需跨越运营中
的2号线进行雨棚改造作业，或者受施工
场地制约，施工机械无法到达等。为此，
轨道集团紧扣民生主题，高标准高质量
推进轨道交通项目建设，以满足群众出
行需求为落脚点，多次与施工单位研究
施工方案，通力合作解决困难，跑出建设
进度“加速度”。

新闻多一点

10 号线二期工程在鲤鱼池站与 10 号
线一期顺接，向南经曾家岩公轨两用桥和
南纪门轨道专用桥先后跨越嘉陵江及长
江，终点位于南岸区兰花路站。线路全长
9.86公里，共设8座车站。该线路建成通车
后，将和10号线串联形成继3号线后的又
一条南北向大通道，进一步缓解南岸、江北
与渝中半岛之间的跨江交通压力，为市民
出行提供便利。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月

吃干稀饭毫无胃口

28岁的刘安涛，家住九龙坡区兰花小
区，其母亲唐女士今年56岁。刘安涛说，自
从这两年老妈得了慢性胃炎，在饮食方面就
变得小心翼翼，重点就体现在家里经常都吃
干稀饭。

“其实在她没犯胃病时，煮饭都煮特别
硬，吃辣也特别厉害。可能是胃痛怕了，所以

在饮食上就格外小心，吃饭都是煮‘软饭’。”刘安涛说，
他妈妈把这种饭称为“糍粑饭”（就是不干不稀的饭）。

“干不干稀不稀的，一点都不好吃，就连下饭的菜，
也没那么好吃了。”刘安涛说。由于晚上大多数时间是
他们母子二人在家吃饭，所以他都是跟着妈妈一起吃，
可吃起来一点胃口都没有，还不如直接吃稀饭好，这样
更养胃。

胃病患者不能喝粥？

刘安涛也好几次给妈妈建议，直接煮成稀饭。可
妈妈却表示，之前有听药房的店员说过，胃病不能吃稀
饭，不但不养胃反而还会伤胃。

唐女士说：“之前有时候吃了稀饭，特别是用油腻
的菜下稀饭后，总是打嗝。而且整天打嗝都是饭菜的
味道，很难受，我觉得胃病不喝粥是有道理的。”

“不都是说喝粥养胃嘛，怎么会伤胃呢？我觉得更
有些离谱的是，我妈还说胃病连牛奶和豆浆都不能喝，
不然会加重胃病。”刘安涛说，他想咨询一下专家，日常

大家说的喝粥养胃到底是不是误区？

重庆轨道交通将再添一座独特站点

车站与大桥“有机共生”

设计图 轨道集团供图

胃病患者喝粥 不养胃反伤胃？

专家

把握好量，稀饭能养胃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重庆市肿瘤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廖忠莉认为，粥比

较柔软，一般来讲适当地喝粥有一定的养胃作用。比如某些病人在经过一
些治疗之后，为了不增加肠胃的负担，医生也会建议喝点粥。有人认为
患胃病的人不能喝粥或者喝牛奶，是因为觉得喝粥会促进胃酸分泌，
牛奶中的钙等物质也会促进胃酸分泌，造成一些胃病的症状。其实，
所有的食物在食用后都会促进胃酸的分泌，从而促进消化。

廖忠莉还介绍，胃病的范围很广，针对胃酸反流或反流性食管炎
的病人，往往会建议从饮食方面稍加注意。但主要是建议不要吃高
脂、高糖、高淀粉的食物，这类食物能够加大胃酸的分泌，加重反流
的症状增加。但对于一般的病人来讲，医生不会建议不
要喝粥或者不能喝牛奶、豆浆。如果确实曾经喝粥、牛奶
或豆浆等出现不舒服的情况，直接避免食用就行。因此，
胃病病人不是说一定不能喝粥或是喝牛奶，只要把握好量
是可以的。其实，胃病患者最重要的还是规律饮食。

延伸

胃病患者这样饮食更健康
对于患胃病的人怎样饮食更规律、更健康？廖忠莉也给予了

一些建议：
1.不要吃寒冷、刺激性食物。寒冷的食物进入到胃部后，会引起胃

部的快速收缩，加重对胃部的刺激，同时也要尽可能避免食用各种辛辣刺
激性食物。

2.细嚼慢咽。细嚼慢咽，肠胃的压力能降低不少。
3.不饥一顿饱一顿。胃病不要饥一顿饱一顿，一定要养成按时就餐的习惯。
4.少吃多餐。胃病的人一顿不要吃得太撑，给肠胃增加过大的压力和

负担，少吃多餐能给身体提供更强大的营养物质。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春莲

“多喝粥，养养胃。”在养胃方面，这句话可以算是高频次出现。而刘安涛的妈妈为了养胃，长期都吃干稀饭，拒
绝喝粥，这让他有些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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