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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重庆融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9MA5U54UD9R）经股东会研
究决定,根据《公司法》规定, 注册资本从1000万
元减至30万元,请有关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武汉莉蕊美容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本委受
理娄敏、李洪坤、杨燕、娄飞、姜孝院、蒋希希、邱玲淋、
余娅楠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
〔2021〕第2314-2321号)。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
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
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
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1年10月11日
上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仲裁一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
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7月19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星耀时代传媒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岳峰与你单
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第2433
号)。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等
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1年10月13日上午9时
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仲裁三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
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7月19日

●遗失陈美亦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355857作废●遗失双桥经开区福佑居宾馆发票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117007933，声明作废●遗失永川区何中俊诊所公章壹枚，
公章编号：5003834018780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美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文
发金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
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渝北
劳人仲案字〔2021〕第704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重
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8室），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到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7月19日

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
《合川区盐井街道茶园村七社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
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s://www.cqhc.cn/
tiezi-244536-1-1.html，纸质报告查阅联系
电话023-68725205，征求意见截止至2021年
7月29日。公告人：重庆市樾峰矿业有限公司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危险固体废物
转移处置服务项目（第二次）自主非招标竞争性谈
判活动，采购内容：危险固体废物转移处置，估算
总投资80万元。请具有相应资质并有意参与的
单位，在2021年7月21日17:30前持加盖单位鲜
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复
印件及法人委托书原件报名并领取采购文件。
联系人：邓老师；联系电话：67711151 报名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55号双鱼座B座4楼

重庆膳源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公章
5003817047691财务章500381704
7692 发票章 5003817047693 合同
章5003817053225作废

九辉公司渝BT0229营运证500115020645遗失作废。
诺成公司渝DM955挂营运证500110120045遗失作废。
银冠公司渝D77536营运证500222070603遗失作废。
马顺公司渝BR0780营运证500110063673遗失作废。
路航公司渝D03518营运证500110108264遗失作废。
拓兴物流公司渝BY6399营运证500222045315遗失作废。
宏畅公司渝BV9518营运证500110040989遗失作废。
重庆耀富公司渝BR8081、渝BR0019、渝BR8998、渝
BS1511、渝 BS1306、渝 BR6193、渝 BS1760、渝 BR
7371、渝BQ1311、渝BQ7165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
恭喜发财公司渝BV7530、渝D35030营运证遗失作废。

重庆生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00117MA5YWQED8A），遗失公
章（编号：5003827044225），发票专用章（编
号：91500117MA5YWQED8A）声明作废

重庆晨尚畜牧有限公司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我公司委托环评机构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现该项目环评报告书已编制完成（征求意见稿），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
信息已在网站（环评互联网，http://www.eiabbs.net/
thread-468848-1-1.html）和建设单位办公地点（重
庆晨尚畜牧有限公司，重庆市江津区柏林镇复兴村）发
布。建设单位联系方式：程老师,电话：18983633998；
评价单位（重庆蓝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方式：蒋老
师,电话：15730131988，电子邮箱：43690862@qq.com

声明：遗失晏佳之子刘毅俊希于2015
年02月12日11时57分在重庆市巴南
区人民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500047714，声明作废原件。

●重庆市九龙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支队遗失非税收
入一般缴款书（2017）No:001422243，声明作废
●遗失戴梨进身份证360124198309106036作废

艳阳唱主角 偶尔有阵雨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

亨）昨日，中心城区艳阳高照，酷暑回归，但部分
区县仍有降雨。各地气温有所回升，下午5点，
中心城区最高温33.3℃。

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重庆依然多阵
雨，降雨时段将主要集中在午后到夜间。全市
最高气温33～35℃。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今天，阵雨，气温25～32℃。明天，多云转

阵雨，气温25～33℃。

宝宝用了爽身粉起疙瘩

市民赵先生今年30岁，女儿囡囡1岁不到。他介
绍，因为朋友常年做海淘、母婴产品，得知自己当了父
亲后，除了恭喜之外，还送了一堆孩子用品，有奶粉、尿
不湿、爽身粉等。

赵先生说，就在今年7月，重庆天气逐渐炎热起
来，朋友送的爽身粉也派上了用场。给女儿洗澡后，擦
一点爽身粉，香喷喷的。没想到，最近女儿皮肤上开始
出现不少小疙瘩。

“起初还以为是痱子，直到最近我带女儿去看医生
才晓得，其实是女儿对于那个进口爽身粉有点过敏。”

正规化妆品也可能有不良反应

就此，记者咨询了我市从事市场监管十余年的执
法人员沈先生。对方介绍，国家要求生产厂家对化妆

品可能存在的不良反应进行提示。需要注意的是，因
为每个人的皮肤、生活工作习惯、近期身体状态都存在
差异，即便是正规的化妆品也会存在不良反应。对于
一些过敏体质的市民，用同一款产品，甚至会存在一段
时间正常，一段时间过敏。对于皮肤更娇嫩、身体更脆
弱的儿童而言，家长在使用化妆品时，建议首先进行皮
试，在确定没有不良反应后，再正常使用。

近日，记者走访了九龙坡区杨家坪商圈、南岸区南
坪商圈部分超市、商场。记者注意到，目前针对儿童类
的化妆品，主要有洗浴产品、护肤产品、花露水、痱子粉
等，商家销售的品牌有小黄鸭、青蛙王子、启初、红色小
象、强生等。

记者从屈臣氏工作人员了解到，目前市民购买的
花露水、痱子粉比较多，而有的品牌还会对花露水进行

“微毒”的提醒标注。

儿童化妆品将有这些变化

记者从市药监局了解到，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
定是国家药监局专门针对儿童化妆品制定的规范性文
件。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共二十二条，明确了儿
童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主体责任，规定了覆盖注册备
案管理、标签标识、上市后监管等全链条监管要求，指
导企业开展儿童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并提出较一般
化妆品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

市药监局相关人士介绍，儿童化妆品是指供年龄
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使用的化妆品。为增强儿
童化妆品的辨识度，便于消费者识别正规的儿童化妆
品，《征求意见稿》对标签提出明确要求，儿童化妆品应
当在销售包装展示面显著位置标注国家药监局规定的儿
童化妆品标志，同时发布了儿童化妆品标志征集公告。

《征求意见稿》对于产品标识“适用于全人群”等词
语或相关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普通化妆品未
按照儿童化妆品备案的，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惩
戒。与此同时，《征求意见稿》鼓励化妆品经营者分区
陈列儿童化妆品，在销售区域公示儿童化妆品标志。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儿童化妆品功效类别主要有清
洁、保湿、爽身、防晒等。除功效类别外，《征求意见稿》
在配方方面规定，儿童化妆品应当减少配方所用原料
的种类，不允许使用以祛斑美白、祛痘、脱毛、除臭、去
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为目的的原料，不得使用尚
处于监测期的新原料等。此外，儿童化妆品应
当通过安全评估和毒理学试验进行产品安
全性评价。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文翰 实习生 黄兆 摄影报道

今后给孩子挑选化妆品时要留意

包装上应有儿童化妆品标志

关节炎能“预测天气”？

还真不是吹的
相声大师刘宝瑞的著名单口相声《黄半仙》想必

大家都不陌生，相声中黄半仙能预测天气的神技可把
乡亲父老镇住了。但凡他说第二天要下雨，那绝对不
刮风，他说会放晴，转过天绝对是大太阳。要说老天
爷为啥这么给他面子，这还真得感谢他那个一变天就
腿疼的老婆——一位“资深”关节炎患者。

在我们周围，为什么有一些患有关节炎的人对天
气突变“未卜先知”？今天咱们就请风湿免疫科的专
家为大家讲讲天气变化与关节炎的内在联系。

变天前病变部位疼痛

天气变化，如降温、阴冷、寒冷、风速加大等，是一
般人所能看到和感知的，体内生理机制也会对这种变
化做出正常调整。例如，当快要下雨时，气压一般要
降低，湿度则加大，健康人细胞内的液体能自行渗出，
导致尿量增多，以此适应天气变化。

而对于患有关节炎的患者来说，因存在病变组
织，不能及时随天气变化排出细胞中的液体，致使病
变部位的细胞压力比周围正常组织高，就会引起病变

部位的胀痛感。这是关节炎患者能预知
天气变化的原因之一。

天气变化时大气中带正负电
荷的大气分子会出现移动和其
他变化。由于不同电荷互相吸
引撞击，产生一系列电磁现象
和电磁波，可使人体细胞内
外存在正负电荷的电位差。

正常人对这种电位差
能始终保持着平衡，而关节
炎患者由于局部毛细血管
和组织发生了变化，就会释

放出一些炎性物质，使得神经末梢受压迫而产生酸痛
感。虽然气温、气压、湿度等诸多要素变化可引起关
节疼痛加重，但这些变化都没有电磁波来得快。

所以，往往当地的天气还晴朗，而异常的电磁波
已把天气变化的信息传递过来，这就是关节炎患者常
常在天气变化之前就开始出现疼痛的原因，也是其能
预知天气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为啥膝关节受天气影响最大？

有研究提到，在探讨天气变化对类风湿关节炎患
者疼痛部位影响时发现，绝大多数患者疼痛发生在关
节部位，其中以膝关节影响最大，这是由于关节本身
的一些特性所决定的。

有人做过实验，在常温下测定人体不同组织的温度，
关节的温度是最低的。当被试者暴露于寒冷环境中20
分钟后再测定不同组织温度，发现关节温度下降最多。

当被试者回到实验前的气温环境后，关节温度还
在继续下降，甚至比实验时出现的最低温度还低，这
表明关节温度恢复也慢。且风湿病患者体温调节机
制较健康人差，所以关节部位对天气变化最为敏感。

膝关节是人体的主要负重关节，滑液是关节间的
液体润滑剂，其黏度对关节的滑动运动影响很大。人
体膝关节约含有滑液0.5ml，滑液的黏度直接与黏蛋
白的含量有关。当气温下降时，滑液中的黏蛋白含量

增多，便增加了滑液的
黏度，影响了关节的
活动。

此外，血浆中蛋
白含量高亦会影响

滑液中的蛋白。突然降温时寒冷刺激可使肾上腺素
分泌增多，而肾上腺素则可增加血液的黏度，这些都可
增加滑液的黏度，从而增加关节阻力，引起关节疼痛。

关节疼怎么破？

既然关节炎与天气变化有如此密切关系，这就让
人想到了利用气象条件有针对性地对关
节炎进行治疗。有人通过实验发
现，让关节炎病人到气候干燥、
长期有阳光照射、昼夜温差较
大，而且气压和湿度变化又较
小的沙漠地区疗养，可以取得
相当满意的效果。

但当患者返回原来
的环境时，仍有部分患者
会旧病复发。这一方面说
明单纯依靠气候因子治疗
关节疾病，还不能达到治愈
每一位患者的效果；另一方面
也说明，人工创造适宜的小气
候环境（可使气压和温度正常，
湿度偏低），对治疗关节炎有辅
助作用。

总之，气象因素对关节炎的影响
是非常复杂的，是多种因素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综合作用的结果。气压及湿
度变化较小的环境可能有助于改善关
节炎患者因天气变化所致的关节疼
痛。 据北京青年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
对于孩子在生活中也有了更多的关

心、呵护。炎炎夏日，各种花露水、爽身粉、痱子粉等的
使用，也让孩子度夏少了一些烦恼。但在使用这些化
妆品护肤品时，因为孩子的肌肤更加娇嫩脆弱，往往也
伴随着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让家长们烦心。

日前，记者从市药监局获悉，国家药监局就儿童化
妆品监督管理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儿童
化妆品应当在销售包装展示面显著位置标注国家药监
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标志；鼓励化妆品经营者在销售儿
童化妆品时主动提示消费者查询产品注册备案信息。

▲市面上销售的各种儿童化妆品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2108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7 5 1 3 5 + 5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18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8 1 0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18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8 1 0 5 7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1078期开奖公告

0 0 1 3 1 0 3 0 3 3 1 3 0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1078期开奖公告

0 0 1 3 1 0 3 0 3 3 1 3 0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107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2 0 1 1 1 3+ 1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7月18日

3 8 0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189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1年7月18日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05 08 23 29 24 22
蓝色球号码

09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21080期

05 06 10 11 16 17 18 20 27 33
34 40 41 44 50 55 65 70 75 79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18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