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生活 下来慢慢新闻深阅读慢生活03
2021年10月14日 星期四
责编 陈志刚 视觉 黄明强
图编 张路 责校 蒋国敏

刊登
热线

13018333716 15023163856
023-65909440 微信

同号

重庆市涪陵区涞滩河水务有限公司涪陵区大耍坝污水处理厂
改扩建及配套设施工程（一期）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涪陵区大耍坝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及配套设施工程
（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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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公
示下列信息：（一）征求意见稿全文：电子档链接：
http://bbs.fuling.com/thread-2430122-1-1.
html；查 阅 纸 质 报 告 书 的 获 取 方 式 ：胡 工
13983313831，重庆市涪陵区马鞍街道太白大道
32号中科大厦。（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评价
范围内的公众、法人和其他组织等。（三）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衔接：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
665329.html。（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等
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
我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
建议。联系人：胡工023-72182793。（五）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年 10月9日~2021年
10月21日。重庆市涪陵区涞滩河水务有限公司

●遗失巴南区华孚床上用品厂公章(编号500113202
6091)、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13202609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涪陵区王家席舞蹈培训有限公司
公章壹枚，编号500102305423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星期八商贸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编号JY15001070265387，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逍遥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编号：500108713273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百纪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网约车道路运输证，车牌
号：渝D88C28，道路运输证号:500112014397，声明作废●遗失四川恒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500383402201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天景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001137107013，声明作废●重庆西南化工建材有限公司重庆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61M97B8B）声明作废●重庆市长寿区唐蜱布鞋店遗失公章（5002211027974)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田祥兵（字号：渝北区力量源健身馆）：本委受理刘乔、
朱小军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字
〔2021〕第3301、3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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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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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

减资公告：重庆一起耕云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TPTM42）经
股东研究决定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至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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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NMN合成酶液发酵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NMN合成酶液发酵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予以第二次公示。（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NMN合成酶液发酵生产线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公司网站：http://www.zhienyaoye.com/News/gongsi
dongtai/331.html。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鼎联分公司综合办公室。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三）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公司网站：http://www.zhienyaoye.com/News/gongsidongtai/331.ht-
ml。（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
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
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建设单位：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地址：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联系人：施老师13618313240，Email：shijie@zein-bio.com。（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年10月12日~2021年10月19日。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

遗失声明：本人《不动产权证》遗失证号为：渝
（2020）沙坪坝区不动产权第001194097声明作废。
声明人：姚顺 身份号码510202197502211218

日期：2021年10月14日

公司注销通知：重庆一麦知秋咖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MA5U6XKP8R）因经营不善决
定解散本公司，请股东朱妮蕾及时与公司取得联系，共
同开展注销工作，若15日内未回复，将按照《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规定办理注销登记。2021年10月14日

减资公告：经股东会决议，重庆犇进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MA5U7
G1E6Q）,拟将注册资本由捌佰万元整减少为壹
佰万元整。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到我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21年10月14日

公告
“南山壹号二期·锦绣南山”项目业主和相关利
害关系人：

“南山壹号二期·锦绣南山”项目位于大足
区龙岗街道翠溪路187号，由重庆越高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由于设备用房调整以
及消防等原因，现重庆越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向我局提出申请对“南山壹号二期·锦绣南
山”一、二组团地下建筑进行调整。现拟将调整
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21年10月15日
至2021年10月21日，公示地点为“南山壹号
二期·锦绣南山”项目售房部、小区公示栏、重庆
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
www.dazu.gov.cn/qzfbm/qghzrzyj/）, 请该
项目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相互转告。

若各位业主和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
容无重大异议，公示结束后我局将依法按程序
对该调整办理相关规划手续。

特此通告
联系人：何老师 联系电话：43394705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10月14日

经久公司渝D88255营运证500110106146遗失作废。
永康公司渝F22626营运证500110061560，渝D22207
营运证500110072961遗失作废。浩安城运国际公司万
盛分公司渝BU9253营运证500110030777，渝B2236
挂营运证500110030771遗失作废。重庆鑫益城公
司渝A9282挂营运证500115060661遗失作废。俞
枫公司渝D68041营运证500110125247遗失作废。
宏畅公司渝D78220营运证500110103601遗失作废。

奥里森物流公司渝F25532营运证500104014841遗失，
梁平县恒信公司渝F2212挂营运证500228007836遗失，
重庆迅鹏物流有限公司渝D33772运输证500234015182
遗失作废，东能长寿分公司渝BW1580营运证500115
070186渝A1268挂营运证500115070187遗失作废，
永耀公司渝BV6706营运证500110119358遗失作废

公司合并公告
根据重庆中城嘉烨幕墙科技有限

公司与重庆中城佳宏铝合金模板有限公
司的合并协议,重庆中城嘉烨幕墙科技
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重庆中城佳宏铝合金
模板有限公司;重庆中城佳宏铝合金模
板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重庆中城嘉烨
幕墙科技有限公司承继。特此公告！

重庆中城嘉烨幕墙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中城佳宏铝合金模板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883305847 联系人:龚晓容

遗失声明
以下执业证遗失，号码如下，声明作废。
陈洪灵，00007250000000002020000066
袁梦迪，00007250000000002020000074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两江新区永发食品经营部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本，许可证编号：JY1500390029099，声明作废。●遗失2021.2.5核发竖翎(重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61CKMM9Y作废●遗失重庆康恒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刻章证明，声明作废

10月12日，是世界关
节炎日。提及这种疾病，许多市民认
为这是成人才会患的疾病，然而这样
的误区，往往会让患病儿童耽误治疗。

4岁男童明明（化名）连续7个多
月反复发烧，家人一直当成感冒四处
求医，却不见好转。近日，直到明明来
到重医附属儿童医院，才发现他竟然
是一名风湿病患儿。

明明家长说，明明除了发烧，还经
常喊双腿膝盖、双手指关节痛，后面还
出现了踝关节痛。平时喜欢大人抱，
不愿意下地走路。看着原本活泼好动
的孩子，如今连走路都走不稳，病情越

来越严重，每次发烧几天到十多天，间
隔几天又反复，家人心里着急万分。

风湿免疫科主治医师徐莉介绍，经
过检查，明明排除了感染及肿瘤性疾
病，被确诊为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
型），病情严重已经影响到颈椎、手指关
节、双腕关节、双髋关节、双膝关节、双
踝关节，并影响了明明的日常活动。

孩子也会得关节炎？明明的父母
非常惊讶，这不是老年人才有的吗？

徐莉说，很多人认为关节炎是老年
病。其实，所有年龄段包括儿童时期，
都有可能罹患关节炎。幼年特发性关
节炎是一种病因不明，16岁前起病，持

续6周以上的关节炎。该病的症状易与
其他疾病混淆，像明明这样的幼年特发
性关节炎，以发热、关节肿痛、活动受限
为主要表现，有的可能出现皮疹。如果
不及时治疗，可能并发巨噬细胞活化综
合征，引起脏器功能损害，危及生命。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应早
诊断早治疗

风湿免疫科主任唐雪梅教授提
醒，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除了常见的关
节肿痛以外，还可出现很多全身症
状。如果发现孩子关节肿胀、关节肌肉

疼痛、跛行、长期发热等，一定要及早带
孩子到正规医院检查，早诊断、早治疗，
防止因为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而致残。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文
翰 通讯员 袁儒青 摄影报道

“不要久坐，不要久坐，不要久坐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坐久了一
定要动一动，促进血液循环，才能预防
血栓……”10月13日，是第八个“世界
血栓日”。为提升全民对血栓性疾病的
认知，普及血栓性疾病的防治知识，重
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血管与介入科组
织医护人员开展以“栓不住，动起来”为
主题的血栓防治活动。活动现场，医
护人员免费为广大市民测量血压、发
放宣传册、提供健康咨询等服务。

血栓，通俗地说就是“血块”。它
像塞子一样堵塞了身体各部位血管的
通道，导致相关脏器没有血液供应，造
成突然死亡。血栓性疾病包括动脉血
栓和静脉血栓，两者的发病机制不
同。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普通内科
副主任龙波表示，血栓发生的部位不
同，产生的症状也不同。例如，脑部血
栓导致的脑卒中，可能使病人出现偏
瘫、失语、意识不清、吐字不清等症状；
心肌梗死，可能出现胸闷、胸痛等症
状；如果是肢体栓塞，可能出现肢体肿
胀、疼痛、手脚乏力甚至坏死等症状。

根据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提供的
数据显示，全球每4人中就有1人死于
血栓相关的疾病。“血栓的发病率高，

可发生在任何年龄、任何时间，因其隐
匿性强，素有‘沉默的杀手’之称。如
果得不到及时、规范的治疗，会威胁患

者的生命。”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血
管与介入科主任李庆东介绍，其中静
脉血栓栓塞是恶性肿瘤患者常见的一

种并发症，发生率为4%至20%。
如果腿部突发肿胀不适，也得小

心被血栓“栓”住。李庆东说，有的癌
症患者首发症状不是相应部位的疼
痛，却是腿部突发肿胀不适，大多是到
医院彩超检查才发现下肢深静脉血栓
形成。50%-60%的下肢深静脉血栓
患者都会出现腿疼症状，不管血栓长
在小腿还是蔓延至大腿甚至是大腿根
部，一般疼痛都集中在小腿深处。而
一旦下肢深静脉的血栓发生脱落，就
有可能导致致命性的肺栓塞的发生。

如何预防血栓发生？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普通内科副
主任龙波表示，远离血栓并不是难题。

首先，需要剔除高血压、糖尿病等
疾病的危险因素，控制血压、血糖、血
脂，防止这些疾病诱发血栓形成。

其次，还要改变生活方式，坚持科
学饮食，多吃富含纤维素的食物，保持
低盐、低糖、低脂的饮食习惯。

同时，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禁烟、禁酒、不熬夜、多运动等。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
婷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
者 石亨）昨日，包括中心城区在内的
各地以阴天为主，气温凉爽舒适。

截至下午3点，重庆大部分地区
气温普遍在16℃至25℃。

根据市气象台的预计，今日起，
重庆又要开启阴雨降温模式了。受
冷空气影响，预计 10月 14 日到 16

日，我市有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
大部地区小雨到中雨，局地大雨，海
拔2000米以上地区有雨夹雪。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今天：阴天转阵雨，气温 18℃~

22℃
明天：小雨，气温14℃~18℃
后天：小雨，气温13℃~16℃

关节炎是成人才会患的疾病？

错！这个患者才4岁

腿部突发肿胀不适？
当心“沉默的杀手”

“秋冻”有个气温分界线
15℃以下就要添加衣服

最近冷空气频繁来袭，北方越来
越冷，南方也“一夜入秋”。

俗话说，“春捂秋冻，不生杂病”。
适当冻一冻，有助身体逐渐适应寒冷，
提高身体的抗病能力。

人人都可以“秋冻”吗？冻到什么时候
添加衣服最合适？今天，我们来了解下。

秋冻气温分界线：15℃以下

我国幅员辽阔，各
地入秋的进程不一
致，什么情况下应
该添衣服？

专家给出
的答案是：以
15℃为标准，
秋天如果气温
降 到 15℃ 以
下，持续两周
以上，就可以

穿上秋冬的衣服。

科学秋冻有3个原则

1.健康人群在气温稍有下降时，可
以不立马穿厚衣服，尽可能晚一点或
逐渐添衣加裤，以增强机体对气温下
降的适应能力。

2.老人、小孩或体虚的人群，不
应该一味追求秋冻，而应该“收住
热”，以免热气外散、阳气外泛、风邪
入体。

3. 当气温急剧下
降时，同样不可一味
追求秋冻，否则就易
生病。

过度怕冷是身体在求救

如果你表现得比一般人更怕冷，
或者在穿很多衣服时依然怕冷，可能
是身体在“求救”。

胃怕冷

稍微吃点生冷食物、喝点绿茶就会
感觉胃胀胃痛，可能与过食生冷、胃脘

受寒有关。如果反复发生，则可能
是脾胃虚弱，阳气不足的表现。

腿怕冷

除了受寒、潮湿环境影响之外，
“老寒腿”还有个常见病因——关节、
韧带和肌肉劳损，多由于长期体力劳
动、步行姿势不当、衰老等原因所致。

腰怕冷

寒湿阻滞于腰部，可导致腰部寒
冷。腰部的损伤，腰肌肉劳损、腰椎间
盘突出等，导致阳气运行受阻，也可见
腰部怕冷。

手冷

手凉多见于长期节食减肥
或饮食习惯不好的人群，主
要是营养素缺乏致使阳气
少了物质基础所引起。
如不加重视，体质会进
一步下降，导致更严重
的问题出现。 综合

今起降温降雨 高海拔地区雨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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